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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生对安乐死的认知和态度调查

赵摇 龙1,杨秀木1,2

[摘要]目的:调查医学生对安乐死的认知和态度,并分析可能的影响因素,为医学伦理教育提供参考依据。 方法:采用自行设

计的问卷对某医学院校 526 名本科生进行关于安乐死认知和态度方面的调查。 结果:526 名被调查者中,安乐死知晓率为

63. 9% ,被调查者表示对安乐死有所了解,但了解的内容和范围有限,94. 3%的被调查者认为生命权属于个人,但对于个人是

否有权利决定自己生死则表现得较为矛盾。 被调查者均承认安乐死属于跨学科、跨领域的争议性问题,63. 9% 赞成安乐死,
63. 5%表示安乐死在我国立法是非常必要的。 58. 7%表示在本人面临是否选择安乐死时要视具体情况而定,64. 6%的被调查

者在面对亲人选择安乐死时表示不会主动建议,但会支持其决定。 结论:多数调查者对安乐死有一定的了解,但是受我国传

统思想观念的影响,医学生对于死亡和安乐死的认识有限,被调查者对实施安乐死态度较为严谨,应加强医学生伦理教育和

死亡教育,正确引导医学生认识死亡,正确看待安乐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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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investigation on the cognition and attitude of medical students to euthanasia
ZHAO Long1,YANG Xiu鄄mu1,2

(1. School of Nursing,2. Research Center for General Practice Education,Bengbu Medical College,Bengbu Anhui 233030,China)

[Abstract] Objective:To investigate the cognition and attitude of medical students to euthanasia,analyze the possible influencing
factors,and provide reference for nursing ethics education. Methods:The cognition and attitude toward euthanasia of 526 undergraduates
from a medical college were investigated using a self鄄designed questionnaire. Results:Among the 526 respondents,the awareness rate of

摇 摇 摇 euthanasia was 63. 9% , and the respondents had a limited
understanding on euthanasia. 94. 3% of the respondents
believed that the life right belonged to the individual,while the
right of deciding own life and death in respondents was
uncertain. Respondents acknowledged that the euthanasia was
a cross鄄disciplinary and controversial tissue,63. 9% of the
respondents approved euthanasia, and 63. 5% of the
respondents thought that the legislation of euthanasia in China
was very necessary. 58. 7% of the respondents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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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oosing euthanasia depended on the specific conditions,64. 6% of the respondents would not initiatively recommend their relatives to
choose euthanasia,but they supported their decision. Conclusions:Most respondents have some understanding for euthanasia,and the
cognition on the death and euthanasia in medical students is limited because of the influence of traditional ideas. The attitude on
euthanasia of respondents is rigorous. It is necessary to strengthen the ethical and death education among the medical students,and
rightly guide students to understand death and euthanasia.
[Key words] euthanasia;medical student;cognition;attitude

摇 摇 安乐死(euthanasia)一词源于希腊文,原意是无

痛苦的“愉快死亡冶或“尊严死亡冶。 现代意义上的

安乐死是指患有不治之症或濒临死亡的人,由于身

体和精神的极度痛苦,在病人及其家属的要求下,经
医生认可,通过一定的法律、道德程序,对其停止救

治或施以人道的方式使其无痛苦地死亡而采取的措

施[1]。 受中国几千年传统文化思想的影响,人们对

于生死观念较为保守。 然而,随着老龄化进程的加

速,以及人们对于健康的定义和对医疗需求的不断

完善和提高,安乐死已成为我国法制建设不能回避

的问题。 通过对荷兰等国安乐死的临床实践研究发

现,安乐死的实施能够促进和提高病人临终关怀的

质量,并保证病人的人格尊严[5]。 研究社会群体对

安乐死的认知和态度对我国安乐死合法化进程有推

动意义。 医学生作为未来医疗事业的主力军,他们

对于安乐死的认知和态度,预示着未来人们对安乐

死的接受程度。 医学生对于安乐死的认知和态度差

异的研究有利于了解当代青年对安乐死和死亡的观

念,为医学伦理学教育提供参考依据。

1摇 资料与方法

1. 1摇 研究对象摇 2016 年 6 - 7 月以某医学院校 526
名在校医学生作为研究对象。 医学生年龄 16 ~ 23
岁;男生 111 人,占 21. 1% ,女生 415 人,占 78. 9% 。
一年级学生 345 人,占 65. 6% ,二年级学生 181 人,
占 34. 4% 。 1 人信仰道教,3 人信仰基督教,7 人信

仰佛教,无宗教信仰有 515 人,占 95. 1% 。 19 人曾

有过个人濒死经验,占 3. 6% 。
1. 2摇 研究方法摇 根据调查目的自行编制问卷。 问

卷的主要内容包括基本情况与对安乐死的认知、态
度和对实施安乐死的意向。 采取无记名问卷调查方

式,利用学生课间休息时间进行,现场先向被调查者

说明调查目的、意义和要求,当场发放问卷,填写完

成后当场回收。 本次调查共发放问卷 526 份,回收

问卷 526 份,回收率 100% ,有效问卷 526 份,有效率

100% 。
1. 3摇 数据处理 摇 采用 EpiData 3. 0 软件建立数据

库,双人核查录入数据;应用 SPSS17. 0 软件进行

分析。

2摇 结果

2. 1摇 对安乐死的认知情况 摇
2. 1. 1摇 对安乐死的知晓率摇 526 名被调查者中,24
人表示对安乐死非常了解,占 4. 6% ;336 人表示

对安乐死有一定了解但是无法说非常了解,占

63. 9% ;163 人表示只是听说过安乐死,占 31. 0% ;3
人从没听说过安乐死,占 0. 6% 。 被调查者表示对

安乐死的了解大多从相关课程的学习中获得。
2. 1. 2摇 对生命权的认识摇 94. 3% 的被调查者认为

生命权属于自己,4. 6%的被调查者表示生命权属于

亲属,1. 1%的被调查者认为生命权应属于国家。 而

在个人是否可以决定自己的生死问题上,49. 0% 的

被调查者认为可以,25. 3%的被调查者认为不可以,
25. 7%的被调查者表示说不清。 从调查中可知,医
学生对于生命权的认知不明确,对生命的意义及生

命权的所属仍然处于模糊不清的状态。
2. 1. 3摇 对安乐死的范畴的认知摇 对于安乐死所属

的范畴,被调查者均认为安乐死是一个跨学科、跨领

域的具有争议性的问题,牵涉层面广,涉及宗教、哲
学、伦理、心理、医学和法学等领域。 调查结果显示,
95. 1%的被调查者认为安乐死属于伦理问题的范

畴,68. 3% 的被调查者认为安乐死属于社会问题的

范畴,66. 0% 的被调查者认为安乐死属于医学问题

的范畴,64. 3% 的被调查者认为安乐死属于法律问

题的范畴,15. 6% 的被调查者认为安乐死属于哲学

问题的范畴,4. 8%的被调查者认为安乐死属于其他

问题。
2. 2摇 对安乐死的态度情况摇 526 名被调查者中,赞
成安乐死的占 63. 9% ,反对安乐死的占 10. 1% ,
26. 0%的被调查者表示中立态度。 赞成安乐死的被

调查者中,86. 7%认为安乐死是对人权的尊重,能够

让病人有尊严地离去,68. 4% 认为安乐死是使家人

从经济和情感中解脱的一种方式,43. 9% 认为安乐

死能够节约医疗资源,34. 8% 认为安乐死在一些国

家或地区已经合法化,证明安乐死具有一定的可实

施性,9. 5%的被调查者持有其他观点。 反对安乐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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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被调查者中,22. 4% 认为安乐死属于违法犯罪行

为,因此不能实施,41. 6%认为安乐死的实施会成为

一种杀人工具,37. 8% 认为病人选择安乐死会阻碍

医学科学的发展,36. 5% 认为安乐死是不尊重生命

的表现,12. 5%持有其他观点。
2. 3摇 对安乐死合法化的态度摇 一是对于安乐死合

法化是否是社会民主的体现,38. 4% 的被调查者认

为是民主的体现,7. 4% 的被调查者持否定态度,
54. 2%的被调查者表示不确定,难以评估是否属于

民主的体现。 二是中国是否有必要对安乐死进行合

法化,63. 5%的被调查者认为非常有必要,20. 5%认

为没有必要,16. 0% 表示对安乐死在中国是否合法

化不关心。 三是阻碍我国安乐死合法化进程的原

因,被调查者认为最主要的原因还是我国的传统

观念不允许 ( 87. 3% ) 和病人家属的意见不同

(54. 4% )。
2. 4摇 对实施安乐死的意向情况摇
2. 4. 1摇 安乐死实施的决定者摇 调查结果显示,74%
的被调查者认为只有自己能够决定是否实施安乐

死,其次是亲人(33. 7% )、医生(16. 9% ),21. 1%的

被调查者认为谁都无法决定是否实施安乐死。
2. 4. 2摇 作为无治愈希望而饱受病痛折磨的病人,本
人是否愿意选择安乐死摇 调查结果显示,36. 7% 的

被调查者表示会积极选择安乐死,4. 6%的被调查者

表示不会,并且对安乐死表示强烈反感,58. 7%的被

调查者表示要视具体情况而定,并且可能在过程中

改变主意。
2. 4. 3摇 是否愿意向无治愈希望的饱受疼痛折磨的

亲属建议或支持其选择安乐死摇 9. 9% 的被调查者

表示会主动建议,64. 6% 的被调查者表示不会主动

建议,但是会支持其决定,20. 2% 的被调查者表示

会劝说其不要选择安乐死,但还是会支持其决定,
5. 3%的被调查者表示会积极反对其选择安乐死。
2. 4. 4摇 是否会起诉安乐死实施者摇 对于安乐死的

实施,大部分调查者仍然处于矛盾的状态,在调查中

涉及到是否会起诉为亲人实施安乐死的医生的选择

中,22. 1%的被调查者表示会起诉,即使是亲人与医

生已达成协议,35. 7%的被调查者表示不会,42. 2%
的被调查者表示难以作出决定,调查结果也表明在

真正实施安乐死的过程中,人们仍然是存在诸多的

矛盾点,这也说明安乐死的实施需要慎重对待。

3摇 讨论

3. 1摇 对安乐死的认知摇 张舒婷等[4]在我国 5 个省、

市中进行了居民安乐死认知和态度的调查,分析发

现,我国城市绝大多数居民对安乐死认知程度不高,
不同职业、年龄、性别等的居民对安乐死的态度有差

异。 在此次调查中,63. 9% 的被调查者表示对安乐

死有一定的了解,这可能与被调查者上过《医学伦

理学》相关课程有关。 94. 3% 的被调查者认为生命

权属于个人,但对于个人是否能够决定自己的生死

时,又表现出迷茫不确定。 受到中国传统思想观念

的影响,自古以来人们对“死亡冶的话题较为忌讳,
医学生在生活中能够接触到与安乐死有关的知识较

少,高校死亡教育也仅限于伦理课程。 安乐死自 20
世纪 30 年代在欧美国家被提出后,与其相关的争论

一直未曾停止。 2001 年 4 月,荷兰成为世界上首个

对安乐死正式立法的国家,此后,比利时、瑞士、卢森

堡等国家也相继对安乐死进行立法。 1986 年陕西

汉中安乐死事件被视为安乐死在我国的开端。 自

1944 年开始,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提案组每年都会收

到一份要求为安乐死立法的提案,在 1997 年首次举

行的全国性“安乐死冶学术讨论会上,多数代表拥护

“安乐死冶,个别代表认为就此立法迫在眉睫,时至

今日,“安乐死冶立法尚未有任何迹象。 虽然安乐死

在我国尚未立法,但不乏有安乐死相关的医疗和法

律纠纷的出现。 医学生作为未来医疗领域的新生力

量和主力军,他们对于死亡的理解和认知,正确对待

死亡的态度,都会直接影响到病人及家属。 因此,在
高校中应加强医学生的死亡教育,正确引导医学生

认识死亡,正确认识生命质量和优死的意义,更多地

关注临终病人的需求,将有利于我国未来安乐死的

发展和推动[6]。
3. 2摇 对安乐死的态度摇 63. 9% 的被调查者表示赞

成安乐死,在原因调查中,居于首位的理由是对人权

的尊重,能让病人有尊严地离去,从长期痛苦中解脱

出来。 作为医学生,在临床见习过程中,与病人的真

实接触,更能体会到病人及家属的真实情感。 但是

也有 41. 6%的被调查者认为安乐死的实施涉及诸

多程序和问题,有可能会成为一种杀人工具,这也是

反对者提出的最主要的理由。 这与赵桂增等[2] 的

调查结果相似,在对河南省公众对安乐死的认知和

意向进行调查研究发现,52. 6% 的被调查者赞成安

乐死合法化,并且学历越高者越倾向于赞成安乐死

合法化,但医生的赞同率仅有 36. 8% ;黄婉霞等[3]

对广东省 164 名全科医生进行了安乐死的态度和意

向的调查研究,被调查的全科医生对安乐死的总体

(下转第 68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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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晓率较高,但多数人对实施安乐死和安乐死合法

化持谨慎态度。 被调查者均承认安乐死是涉及多学

科、多领域的伦理问题,因此,在对待安乐死的问题

上,人们显得尤为谨慎,作为医学生,对于生命论的

学习,使他们更加珍重生命,在进行选择时,考虑得

更加全面。 随着社会老龄化的不断发展,以及社会

经济的提高,人们对于健康的定义和要求的改进,认
为安乐死在我国有必要合法化的人数在提高,然而

我国的传统观念以及病人和家属的意见不统一是阻

碍安乐死在我国合法化进程的重要原因。
3. 3摇 对安乐死实施的意向摇 通过对国外安乐死已

立法的国家的案例分析结果看,安乐死实施过程中

的决定,除了取决于个人的申请,另外一个重要条件

就是医生对病人疾病的诊断,即医生的认可,在国外

有些国家安乐死申请过程中,必须由至少 2 名医生

进行诊断,安乐死的实施对象是患有绝症且饱受身

体和精神痛苦的病人,生命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因
此,安乐死的实施对象及决定权的确定需要格外谨

慎。 在本人和亲人面临安乐死选择时,被调查者呈现

出犹豫不确定的情况。 由此也可以得出,医学生对于

安乐死的认知并不全面,需要正确的引导和教育。
安乐死是社会进步的一个重要标志,具有重要

的现实意义,安乐死可以视作是人们在死亡事实和

死亡价值之间试图寻找的一个平衡点的探索[7]。

安乐死是诸多领域争论的焦点,我国目前尚未对安

乐死进行立法,然而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对安乐死

的知晓率逐年提高,但是对安乐死的认知有限。 医

学高校本科生具有较高的知识学习和对新生事物的

接受能力,在学校内的所学对于将来走向社会和工

作岗位的他们有着很深的影响力,而医学生作为社

会未来的主力军,他们的态度和选择将对社会主流

意识产生深远影响。 因此,在高校内应加强医学伦

理学教育和死亡教育,正确引导医学生认识死亡,珍
惜生命,帮助医学生科学地认识和理解安乐死,对我

国安乐死的发展以及未来医疗领域的发展都具有极

其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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