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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新时代新医科呼唤口腔医学生医学人文素养的培养。由口腔医学人文教育现状、问题

及改革策略研究课题组牵头，在调研国内 20所口腔医学院校医学人文教育的现状，分析目前国内口

腔医学人文教育存在的问题，召开口腔医学教育领域专家关于医学人文教育研讨会充分研讨的基础

上，形成了以“设立医学人文教研室、设置贯穿医学本科教学全程的医学人文课程、实施以学生为中心

的多形式教学模式、开展科学有效的教学评价”为主要内容的“推进口腔医学人文教育的专家共识”，

旨在推动我国口腔医学院校人文教育，提升学生综合素养，进而推动健康中国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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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edical science in the new era calls for dental students to possess medical
humanistic literacy. After investigating the current situations of medical humanity education in
20 domestic dental schools, analyzing the current problems faced by medical humanityeducation in
China and convening discussions on medical humanities among experts in the field of dental
education, we have formed the "Expert Consensus on Promoting Medical Humanities in Dental
Education" which focused on "establishing medical humanities department for teaching and
research, setting up medical humanity curriculum throughout the entire period of undergraduate
study, implementing student‑centered multiform teaching model and carrying out scientific and
effective assessment of teaching". The aims of the expert consensus are to promote the humanity
education in dental schools and to improve the comprehensive quality of dental students in China, so
as to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of healthy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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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医学模式的转变和健康中国战略的实施，

提升医学生的医学人文素养势在必行。2020年9月
23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关于加快医学教育创新

发展的指导意见》中提出：“加强救死扶伤的道术、心

中有爱的仁术、知识扎实的学术、本领过硬的技术、

方法科学的艺术的教育，培养医德高尚、医术精湛的

人民健康守护者，仁心仁术的医学人才”［1］。同时，

2018年 12月 29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加

强公立医院党的建设工作的意见》中要求医务工作

人员拥有“弘扬和践行敬佑生命、救死扶伤、甘于奉

献、大爱无疆的崇高职业精神，塑造医术精湛、医德

高尚、医风严谨的行业风范”［2］。这些都对医学生的

人文素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国内也于2017年开始

举办中国医学人文大会，探讨医生的人文素养［3］。

然而，目前医学人文教育在课程设置、师资培养、教

学方法、效果评价等方面仍存在一些问题［4］。在此

背景下，为了贯彻和落实政策文件中关于医学人文

素养的要求，推进口腔医学教育的创新发展，在教育

部立项课题开展研究的基础上，由口腔医学人文教

育现状、问题及改革策略研究课题组牵头，调查分析

了国内 20所口腔医学院校开展医学人文教育的现

状，课题组撰写了专家共识初稿，邀请口腔医学教育

领域内的专家和参与调研的20所院校相关领导，召

开口腔医学教育领域专家关于医学人文教育的研讨

会，对共识初稿进行讨论和修订，并对修订版进行书

面意见评审，汇总意见后再进行修订，最终形成“推

进口腔医学人文教育的专家共识”。

口腔医学人文教育的内涵与目标

1 口腔医学人文教育的内涵

《口腔医学人文》一书中提出：“医学人文是一

门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相结合的交叉学科，由于涉

及多个社会学体系，目前它还是一个综合学科群，

尚未形成一个单一的学科体系”［5］，根据邱蔚六、

张大庆、王一方等学者对医学人文属性的阐述［5‑9］，

结合口腔健康教育和口腔健康促进中所体现的人

文素养，本共识将口腔医学人文教育定义为：口腔

医学人文是一门自然科学（主要是生命科学）与人

文学科相结合的交叉学科，旨在通过教授人文学科

的知识和传递“真”“善”“美”等人文精神，培养口腔

医学生“共情、关怀、沟通、利他、叙事、反思、艺术、

阅读、写作”等临床人文胜任力，塑造口腔医学生尊

重患者、敬畏生命、关怀患者等生命至上、以人为本

的职业道德、职业精神和价值观。

2 口腔医学人文教育的目标

根据《口腔医学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对口腔

医学生思想道德与职业素质的要求和专家意见［10］，

口腔医学人文教育的目标如下：口腔医学生应掌握

基本的口腔医学人文、口腔医学领域的法律规范、口

腔医学伦理等知识；应掌握基本的临床沟通交流能

力、团队合作能力、批判思维能力、共情能力、审美能

力等医学人文胜任力；应具备诚实守信、人文关怀、

尊重他人、与人为善、求真务实等医学人文精神。

中国口腔医学人文教育存在的问题

通过对我国 20所口腔医学院校进行师生调研

和访谈，并对结果进行分析归纳，我国口腔医学人

文教育存在以下问题。

1 医学人文课程不能满足需求

在课程开设上，20所医学院校共开设 9大类，

共计 92门医学人文课程，包括医学伦理、医学心理

学、医患沟通、卫生法学、生涯规划与创新创业、医

学史、口腔美学、医院管理学、医学人文概论等。其

中，开设最多的课程门类分别是医学伦理学、医学

心理学、卫生法学、医患沟通、职业生涯规划与创新

创业。而执业医师考试中规定的三门课，医学伦

理、医学心理学、卫生法学，仍然有 50%（10/20）的

学校没有全部开设。在师生需求上，学生最希望开

设的医学人文课程分别为口腔美学、医患沟通、医

学心理学、口腔医疗服务管理、职业生涯规划、医学

社会学、医学伦理学及叙事医学等；教师最希望开

设的医学人文课程分别为医患沟通、医学心理学、

口腔美学、口腔医疗服务管理、医学伦理、生涯规划

及社会医学等。这些都反映出各个院校的医学人

文教育课程数量和种类较少，学生可供选择的课程

和教师可以开设的课程有限。

2 医学人文教育师资力量薄弱

口腔医学院校开展医学人文教育主要依托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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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教研室或人文学院。调研发现，在 20所医学院

校中，大学（口腔医学院）设有人文相关学院或教研

室的占 35%（7/20）；大学设有人文相关学院或教研

室但口腔医学院无设置的占 35%（7/20）；所属大学

和口腔医学院均无人文相关教学机构的院校占

30%（6/20）。所调查的学校中，有医学人文专职教

师的学校占 25%（5/20）。上述结果表明口腔医学

院校医学人文教育的组织机构尚不健全，且相关领

域的师资比较薄弱。

3 课程教学方法较为单一

课程教学方法直接影响到学生的学习效果。

本次调研发现，对于医学人文教育评价中，“医学人

文教育形式”的得分最低，学生评价仅为 2.09分（满

分 5分）。对于教学形式，学生最希望的是体验式

教学和情境教学。说明目前医学人文类课程的教

学方法较单一，仅以理论授课为主，不能有效吸引

学生的兴趣及增加学生的学习投入度。

4 缺乏覆盖本科医学教育全程的课程

本次调查发现，在本科医学教育阶段，现有的

医学人文课程总体集中在理论课程学习阶段，即临

床实践课程前的低年级学习阶段。特别是最后

一年的实习教学中，对于医学人文的教学较薄弱，

仅有 25%（5/20）的学校仍有相关必修课教学计划。

对于医学人文课程的学时，目前也发展不均衡。

口腔医学院校医学人文教育的共识

1 设立医学人文相关的教研室

强化医学人文教育，培养医学生的人文精神，

是目前医学院校面临的重要任务。口腔医学院校

应给予医学人文教育更多的关注，可以设立专门的

医学人文教研室，完善组织架构。在人员配置、专

项资金支持、研究课题设置、国内外学术交流等方

面予以专项支持。教研室可以组织老师实施教学

计划、编写教材和教学参考资料、完善院校的医学

人文课程体系；还可以组织教师开展学术研究、探

索培养医学人文精神的途径与方法、促进学科

建设。

2 建立多学科、专兼职结合的师资队伍

医学人文教育应始终贯穿于口腔专业课程教

学中，为此必须加强培养口腔医学专业教师的人文

素质，挖掘和培养对医学人文教学与研究具有浓厚

兴趣的优秀口腔医学专业教师作为人文教学的骨

干老师。医学人文教育涉及多个学科，因此各医学

院校应充分利用高校资源，整合全校的师资资源，

让学生可以选修类似人文学院、心理学院等开设的

与医学人文教育相关的课程。根据学生、课程和课

时的具体安排，可以聘请不同学院、不同专业背景

的老师进行授课和指导。如：可以聘请临床医学

院、公共卫生学院、护理学院等具有精湛医术和崇

高职业道德的老师担任专职老师并开设相关课程，

聘请医院的社会工作者为学生讲解社工使命与职

责，让学生接受医学人文教育的熏陶，促进医学人

文精神的培育。

3 设置贯穿医学本科教学全程的医学人文课程

医学人文课程应按照医学本科生成长规律与

医学教育的阶段性递进原则，贯穿于基础学习、临

床实践培养全过程。在课程类型上，应设立必修课

程和选修课程，增加学生的选择权。在课程目标

上，这些课程旨在培养口腔医学生拥有医学伦理

学、医学心理学以及医学社会学等知识，提升口腔

医学生的聆听与沟通技能、叙事能力，塑造口腔医

学生的同理心及高尚医德。在课程安排方面，各培

养阶段的课程安排应合理衔接，同时结合时代需求

与院校风格。医学人文课程安排建议低年级以培

养口腔医学生基本的医学人文知识和态度，比如开

设医学史、医学社会学、医学心理学、医学哲学、医

学伦理学、职业生涯规划、医学文学等课程门类。

对于本科高年级学生，以培养具备临床人文胜任

力、职业价值追求、共情、利他、人道、自律的职业精

神为主，开设医患沟通、医院管理学、卫生法学、口

腔美学等。在课程教材方面，，《口腔医学人文》一书

内容丰富，涵盖人文学科中艺术、美学、教育、哲学、

医学史、心理、伦理、法律法规、医学写作等各分支

学科，可作为医学人文课程的基本教材，各院校可

在此基础上进行课程拓展［5］。

4 实施以学生为中心的多种形式教学模式

课程应该实施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方法，如：

以问题为基础的教学方法、案例教学、团队学习、情

景教学等，加强学生的课程参与程度［11］。就显性课

程而言，可以依托医教协同平台，采用影视、叙事、

案例等方式，在教学中讲授医学人文议题、医学伦

理道德困境、社会关注热点等，促使抽象的医学人

文教学形象化、具体化，加深学生对“以人为本”医

学模式的认知与体会［12‑13］。在临床教育阶段，可以

邀请临床医生中具有较高品德修养的老师开设关

于手术人文、急诊人文、重症人文等专题讲座，或邀

请人文社科的教师开设历史、伦理、哲学等人文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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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座。就隐性课程而言，口腔医学院校还可以利用

校园设施和院校文化对学生进行潜移默化的培

育［11］。具体而言，学院可以设置“医学人文艺术空

间”“医学人文博物馆”；可以举办“医学人文艺术

节”，举办“医学人文主题电影周、戏剧节”等各类演

出；可以利用入学教育、毕业典礼、医师节、护士节、

教师节、爱牙日等活动和节日，对其融入医学人文

元素，强化职业信仰的感召；还可以建立与医学人

文有关的社团并配备医学人文导师，加强对该类社

团的支持。

5 开展科学有效的教学评价和动态反馈

对口腔医学人文教育开展科学有效的评价具

有重要意义，医学人文教学宜采用必修课与选修课

相结合的方式，在课程考核方面采用考试和考核相

结合的方式。对于院校的医学人文教育宜采用短

期效果评价和长期效果评价相结合的方式，并根据

评价情况对医学人文教育教学进行持续改进。短

期评价方面，首先对教学内容进行动态评估，定期

对教师进行调研以获取他们对于教学内容调整的

反馈；其次对评估指标进行科学构建，在咨询管理

人员、任课教师、学生的基础上，构建关于口腔医学

生医学人文素养的评估指标；最后对学生的学习成

效进行评估，采用管理人员打分、教师打分、学生自

评以及在实习中让患者评价等方法全面评估学生

的人文素养情况。长期评价方面，可以进行毕业生

随访调研，了解用人单位对于毕业生的医学人文素

养的评价，并提供相关反馈，为改进工作提供意见

和建议。

各口腔医学院校应高度重视医学人文教育，加

大医学人文教育资源的配置与经费投入，加强医学

人文教育的交流与合作，丰富医学人文教育的理论

和实践研究，以切实推进口腔医学院校医学人文教

育。医学人文教育的推进，任重道远，需要政策制

定者、教学管理者、临床医生、医学教育研究者以及

全体师生的通力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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