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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医患关系背景下医学生法治教育现状调查

汪摇 瑞1,闫摇 志1,冯摇 晨2,王超宇1,乐建军1,程莉敏1,纪摇 冰1

[摘要]目的:调查当前医患关系背景下医学生法律教育、法治意识的现状,分析其影响因素并提出合理建议。 方法:采用整群

抽样与分层抽样方法,对安徽医科大学、皖南医学院、蚌埠医学院和安徽中医药大学四所安徽省本科医学院校共计 420 名在校

大学生,采用自行设计的调查问卷进行调查。 结果:共计发放 420 份调查问卷,收回有效问卷 406 份,有效回收率为 96. 67% 。
调查结果显示,当前医学生对法律基础知识掌握程度不够,“我国的立法机关是什么?冶正确率仅为 39. 55% (159 / 402),关注

立法等法律热点事件者占 50. 49% (205 / 406);其对基本法律法规的主要学习途径是“电视、广播、报纸、网络等媒体了解冶
(67. 73% )和“思想道德与法律基础等公共课程冶 (71. 43% );“希望更多地了解哪些方面的法律知识冶这一问题中,“行政法

类冶占比最高(55. 91% )。 临床医学专业学生对“医生受贿刑罚冶 “处方与非处方冶 “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冶 “医疗事故解决冶法
律法规的了解程度均明显高于非临床医学专业(P < 0. 01),高年级医学生对以上方面法律规范的了解程度均明显高于低年级

学生(P < 0. 01);而不同专业、年级医学生对“执业医师资格冶 法律法规的了解程度评分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 > 0. 05)。 针

对学校的法治教育工作,59. 11%的学生认为学校管理层未能更好地重视此项工作;超过一半的医学生认为在课程中仅学到很

少的法律知识,远远不足以处理医患矛盾;而 85. 72%的在校医学生都认为在本科学习期间学习一些法律知识是极其重要的。
结论:在当前医患关系背景下,医学生的法治教育工作的重要性日益凸显,需要多方协调来提高医学生的法治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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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vestigation on the law education in medical student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current doctor鄄patient relationship

WANG Rui1,YAN Zhi1,FENG Chen2,WANG Chao鄄yu1,LE Jian鄄jun1,CHENG Li鄄min1,JI Bing1

(1. The First Branch of the Clinical Medical College,Bengbu Medical College,Bengbu Anhui 233030;
2. Department of Obstetrics and Gynecology,The Second Affiliated Hospital of Bengbu Medical College,Bengbu Anhui 233040,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medical student忆 s law education and legal awareness under the
摇 摇 background of the current doctor鄄patient relationship, analyze its

influencing factors, and put forward the reasonable suggestion.
Methods: The cluster sampling and stratified sampling were
employed,420 medical students from Anhui Medical University,
Wannan Medical College, Bengbu Medical college and Anhui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were investigated using the self鄄
designed questionnaire. Results: A total of 420 questionnaires
were issued,and 406 valid questionnaires were regained,and the
effective regaining rate was 96. 67% . The investigation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mastering legal basic knowl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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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ents was insufficient,the right rate of " knowing our country忆s legislature" was 39. 55% (159 / 402),and the students concerning
with legislation and other legal hot issues accounted for 50. 49% (205 / 406) . The main ways to learn the basic knowledge of laws and
regulations in medical students were " TV,radio,newspapers,network and other media" (67. 73% ) and " ideological morality and legal
foundation public courses" (71. 43% ) . The administrative law was the legal knowledge that students were the most eager to understand
(55. 91% ) . The understanding degrees on the " doctor忆s bribery penalty" ," identification of medical incident" and “medical accident
resolution" in clinical medicine students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in non鄄clinical medical students (P < 0. 01), and the
understanding degree on the " doctor忆s bribery penalty" ," identification of medical incident" and " medical accident resolution" in
senior medical students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in lower鄄grade medical students ( P < 0. 01) . There was no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in the score of understanding degree of different majors and grades medical students on " practicing physician qualification
laws and regulations" (P > 0. 05) . For law education work,59. 11% medical students thought that school management did not attach
importance to it. More than half of students thought that they learned little legal knowledge from course,which did not meet the need of
handling the doctor鄄patient conflict,and 85. 72% medical students thought that learning some law knowledge was vitally important
during undergraduate study.
Conclusions: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current doctor鄄patient relationship,the law education in medical student is becoming more
and more important. It requires the coordination of various aspects to improve the legal consciousness of medical students.
[Key words] medical student;law education;medical and healthy regulations

摇 摇 医患关系狭义上是指医务人员与病人在疾病诊

疗基础上形成的关系;广义上则是指以医护人员群

体为中心的医方与以病人及其家属为中心的患方,
在医疗活动过程中建立起来的关系[1]。 医患双方

的关系在法律层面上以民事法律性质为主,但医疗

行为同时也受到多项行政法规的共同约束。 近年

来,我国的医疗纠纷现状可以用数量激增、索赔数额

暴涨和性质恶劣来概括[2]。 这就使得当前的医务

工作者不仅要有过硬的专业技能,还要有较强的法

律意识来规范自我。 李澜等[3] 研究表明,我国医务

人员整体素质中的最短板是医务人员的法律素养。
在当前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社会背景之下,现代医

学生(未来医务工作者)如何提高法律意识,进而更

好地运用法律武器保护自身权益,并维护病人利益,
已经成为我们面临的严峻挑战。 本文旨在调查当前

医学生对基础法律知识、医疗卫生法律法规相关知

识的了解及掌握情况,以期为当前医患关系背景下

在校医学生法治教育工作的开展提供参考。

1摇 对象与方法

1. 1摇 研究对象摇 本次研究的调查对象为安徽省四

所本科医学院校(安徽医科大学、皖南医学院、蚌埠

医学院、安徽中医药大学)的在校大学生,基本情况

见表 1。
1. 2摇 问卷设计摇 本研究在参考以往大量相关研究

文献资料基础上,针对调查问卷内容进行了充分讨

论和反复修改,邀请相关专家评审并提出修改意见,
并适当开展预调查。 最终调查问卷分为 4 个模块。

(1)调查对象的基本情况:学校、性别、专业、年级、
临床教学(实习 /见习)时间;(2)法律基础知识掌握

程度:我国“宪法日冶是哪一天、我国的立法机关、
“依法治国冶的核心、“法制冶和“法治冶的区别、是否

关注法律热点事件、罪犯应不应该得到律师的充分

辩护、我国具有司法能力的部门、自己的合法权益受

到侵害时选择的处理途径、平时学习法律知识的途

径、希望更多地了解哪些方面的法律知识;(3)医疗

卫生法规了解程度:现行医疗卫生相关法律法规、医
生受贿刑罚、执业医师资格法律规范、处方与非处方

法律规范、医疗事故技术鉴定法律规范、医疗事故解

决相关法律规范、当前社会的医患关系总体评价、理
想的医患关系模式,以及涉具体医疗卫生法规的医

疗情景设计问答等,本部分所有问题均为单项选择

题,采用 Likert 5 级计分法,按了解程度分别赋予 5
分(非常了解)、4 分(比较了解)、3 分(基本了解)、2
分(不太了解)、1 分(完全不了解);(4)医学生卫生

法规教育情况:学校的法制教育工作总体评价、医学

生学习法律的重要性、法治教育是否应当加入大学

通识课程、法律课程安排、思修课中比较喜欢的法制

教育方式知识、相关法律课程教师的专业背景、影响

医学生法治教育效果的主要原因、学习医疗卫生法

律最主要的目的、高校可采取的辅助途径等。 有从

事先设定的答案中识别出正确选项的单项选择题,
也有根据个人情况进行不同选择的主观题。 共计

42 道题目。
1. 3摇 调查方法摇 调查人员首先深入学习本次问卷

调查工作的主要内容,主要包含本项目的选题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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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摇 调查对象基本情况

调查对象基本情况 摇 n 构成比 / %

学校

摇 安徽医科大学 99 24. 4

摇 皖南医学院 102 25. 1

摇 蚌埠医学院 105 25. 9

摇 安徽中医药大学 100 24. 6

性别

摇 男 193 47. 5

摇 女 213 52. 5

专业

摇 临床医学 197 48. 5

摇 非临床医学 209 51. 5

年级

摇 大一 83 20. 4

摇 大二 84 20. 7

摇 大三 76 18. 7

摇 大四 82 20. 2

摇 大五 81 20. 0

临床教学(实习 / 见习)时间

摇 无 167 41. 1

摇 < 1 年 158 38. 9

摇 1 ~ 2 年 81 20. 0

研究目的、被调查者的差别、问卷的形式、被调查者

选填的题目和选项,以及调查过程中其他注意事项。
在对调查人员进行专业性培训后,分别赶赴四所院

校所在地进行实地调查,每所院校每次调查均保证

有 5 名调查人员共同协调完成,通过与调查学校教

室管理部门协商,每个调查组均借用 1 个正规考场

教室作为调查教室。 5 名调查人员中 3 名调查人员

专门负责调查教室内的问卷填写工作。
采用整群抽样与分层抽样的抽样方法,在四所

医学院校大一至大五年级分别随机抽取 21 名同学,
所学专业不限,即每所院校抽取 105 名在校大学生,
四所院校共计 420 名。 在被调查学生愿意配合调查

的基础上,向其充分介绍研究背景、调查目的和填写

注意事项。 然后由调查人员引导至调查教室按照考

试方式就坐,发放问卷,由被调查学生真实、独立、完
整地填写每项内容。 填写完成后,当场收回。 此次

调查共计发放 420 份调查问卷,收回 406 份有效的

调查问卷,有效回收率为 96. 67% 。 问卷中男女比

例基本相当,各年级内部不同专业均有分布。

1. 4摇 统计学方法摇 采用 t(或 t忆)检验。

2摇 结果

2. 1摇 法律基础知识掌握程度与学习途径摇 调查结

果显示,当前医学生对于法律基础知识的掌握程度

不够,对最基本的常识性问题尚不能掌握,“您知道

我国的宪法日是哪一天吗?冶一题正确率为 28. 82%
(117 / 406);“我国的立法机关是什么?冶正确率为

39. 55% (159 / 402);准确回答出“依法治国冶核心为

31. 53% (128 / 406);能分清“法制冶和“法治冶的区别

并了解各自本质内涵的为 44. 83% (182 / 406);关注

立法等法律热点事件的为 50. 49% (205 / 406 );
57. 64% (234 / 406)的学生仍然认为全国人民代表

大会是有司法能力的部门。
而当前医学生对基本法律法规的主要学习途径

是“电视、广播、报纸、网络等媒体了解冶和“思想道

德与法律基础等公共课程冶,分别为 67. 73% (275 /
406)和 71. 43% (290 / 406)。 “希望更多地了解哪些

方面的法律知识冶这一问题中,“行政法类冶占比最

高(55. 91% ,227 / 406),其后依次为“社会保障法

类冶(52. 96% )、“民法类冶 (52. 22% )、“经济法类冶
(40. 89% )、 “ 刑 法 类 冶 ( 40. 89% )、 “ 宪 法 类 冶
(39. 16% ) 和 “ 自 然 资 源 与 环 境 保 护 法 类 冶
(31. 53% )。
2. 2摇 医疗卫生法规知识了解程度摇 调查结果显示,
当前医学生对医疗卫生法规知识的了解程度不容乐

观,在问卷设置的其中五个问题中,达到比较了解及

以上水平的比例分别仅为 27. 9% 、30. 8% 、32. 7% 、
35. 0% 、30. 3% (见表 2)。

摇 表 2摇 被调查医学生对医疗卫生法规知识了解程度[n;百
分率(% )]

问题 非常了解 比较了解 基本了解 不太了解 完全不了解

医生受贿刑罚 25(6. 2) 88(21. 7) 134(33. 0) 109(26. 8) 50(12. 3)

处方与非处方 39(9. 6) 86(21. 2) 117(28. 8) 76(18. 7) 88(21. 7)

执业医师资格 55(13. 5) 78(19. 2) 118(29. 1) 93(22. 9) 62(15. 3)

医疗事故技术鉴定 48(11. 8) 94(23. 2) 122(30. 0) 88(21. 7) 54(13. 3)

医疗事故解决 39(9. 6) 84(20. 7) 143(35. 2) 108(26. 6) 32(7. 9)

2. 3摇 不同专业和不同年级的医学生对医疗卫生法

规知识了解程度评分比较 摇 临床医学专业学生对

“医生受贿刑罚冶 “处方与非处方冶 “医疗事故技术

鉴定冶 “医疗事故解决冶法律法规的了解程度评分

均明显高于非临床医学专业学生(P < 0. 01);以大

一至大三的 3 个年级学生为低年级学生,以大四、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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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2 个年级学生为高年级学,统计分析显示,高年级

医学生对以上法律规范的了解程度评分亦均明显高

于低年级医学生(P < 0. 01);而不同专业、年级医学

生对“执业医师资格冶 法律法规的了解程度评分差

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 > 0. 05)(见表 3)。
2. 4摇 学生视角的法治教育总体评价与需求摇 调查

结果显示,针对学校的法治教育工作,59. 11% 的学

生认为学校管理层未能更好地重视此项工作;超过

一半的医学生认为在课程中仅学到很少的法律知

识,远远不足以处理医患矛盾;而 85. 72% 的在校医

学生都认为在本科学习期间学习一些法律知识是极

其重要的(见表 4)。

表 3摇 不同专业学生和不同年级医学生对医疗卫生法规知识了解程度评分比较(x 依 s;分)

分组 n 医生受贿刑罚 执业医师资格 处方与非处方 医疗事故技术鉴定 医疗事故解决

专业

摇 非临床医学 209 3. 28 依 0. 75 3. 08 依 0. 68 3. 22 依 0. 54 3. 13 依 0. 70 3. 57 依 0. 73

摇 临床医学 197 3. 82 依 0. 68 3. 16 依 0. 58 3. 98 依 0. 67 3. 83 依 0. 65 3. 99 依 0. 74

摇 摇 t — 7. 59 1. 28* 12. 54* 10. 42 5. 76

摇 摇 P — <0. 01 > 0. 05 < 0. 01 < 0. 01 < 0. 01

年级

摇 高年级 239 3. 78 依 0. 78 3. 12 依 0. 72 3. 68 依 0. 64 3. 98 依 0. 66 3. 95 依 0. 73

摇 低年级 167 3. 41 依 0. 76 3. 02 依 0. 63 3. 18 依 0. 65 3. 02 依 0. 64 3. 66 依 0. 74

摇 摇 t — 4. 75 1. 45 7. 70 14. 60 3. 92

摇 摇 P — <0. 01 > 0. 05 < 0. 01 < 0. 01 < 0. 01

摇 摇 *示 t忆值

表 4摇 学生视角下的法治教育总体评价与需求[n;百分率(% )]

问题 A B C D

问题 1:您所在的学校对医学生的法治教育工作,
摇 摇 您的总体评价如何?

36(8. 87) 130(32. 02) 160(39. 41) 80(19. 70)

问题 2:您认为医学生学习法律重要吗? 244(60. 10) 104(25. 62) 27(6. 65) 31(7. 64)

问题 3:您在思修课中学到的关于法律

摇 摇 及维权的知识多吗?
40(9. 85) 158(38. 92) 154(37. 93) 54(13. 30)

问题 4:您认为目前课堂所学的法律知识

摇 摇 在处理医患矛盾时是否实用?
29(7. 14) 148(36. 45) 87(21. 43) 142(34. 98)

问题 1:A 非常重视,效果好;B 比较重视,有一定效果;C 雷声大雨点小,效果一般;D 不重视,放任自流。 问题 2:A 非常重要;B 比较重要;C 一

般重要;D 不重要。 问题 3:A 很多;B 一般;C 少;D 几乎没有。 问题 4:A 完全实用;B 基本实用;C 不实用;D 远远不够

3摇 讨论

摇 摇 医学生是将来的医务工作者,特别是高年级的

医学生,大部分时间都在临床见习或实习,处于角色

转换期,职业认同感、价值观逐步形成,他们对医患

关系的认识直接影响着个人的职业态度、价值取向。
但由于师资力量与教学方法等方面的因素,使得当

前医学生的法治教育现状不容乐观。
本研究结果显示,不同年级、不同专业医学生对

“医生受贿刑罚冶“处方与非处方冶“医疗事故技术鉴

定冶“医疗事故解决冶的了解程度差异均有统计学意

义,高年级与临床医学专业学生的评分均较高。 这

与高年级医学生大部分时间都在临床实习、处于角

色转换期,以及临床医学专业学生将来所处的工作

环境有关。 高年级学生需要进入临床教学点实习,
更多的时间处于临床一线,同时他们也处在职业认

同感、价值观逐步形成阶段,对医患关系的认识逐步

由课堂说教过渡到身临其境,亲身经历与周边所处

的环境提高了他们对法律知识的重视。 而临床医学

专业学生未来的工作环境要求他们了解更多的法律

知识,其就业多在临床科室,处于与病人交流接触的

一线位置,同时也是医患纠纷发生的一线位置,独特

的就业环境使他们会更多地关注医疗卫生法规相关

的内容。 而不同年级、专业的医学生对“执业医师

资格法律法规冶了解程度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这

可能是由于执业医师资格法律法规内容关系到绝大

多数医学生将来的从业基本问题,使不同专业、年级

学生对此了解程度无明显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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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本调查结果显示,针对本学校的法治教育

工作,超过半数医学生认为学校管理层未能更好地

重视法治教育工作,然而 85. 72% 的在校医学生都

认为在本科学习期间学习一些法律知识是极其重要

的。 可见大多数学生已经意识到了掌握医疗法规的

重要性,但在学校的法治教育工作中却存在着各种

客观上和主观上的制约因素。
基于以上情况,关于提高医学生在当前医患关

系背景下的法治意识水平,我们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1)重视师资队伍建设。 要提高医学生的法治教育

效果,很大程度上需要先从建设高水平的师资队伍

入手。 医学院校的管理层可在教师队伍层面鼓励临

床一线教师学习法律知识,注重医疗事故、医疗纠纷

案例的积累,在教学中通过生动实例提升学生对医

疗活动中法律保障的认知水平[4];考虑引进兼备医

学背景和法学背景的高级人才;对医学生法制教育

活动的开展给予重视和支持。 (2)加强法律通识课

的主体作用。 高校开设法律通识课的目的是让当代

大学生了解法律常识,并培养大学生的法治意识,养
成依法行事的思维和行为习惯[5]。 目前,医学院校

中开展的法治教育课程主要是《思想道德修养与法

律基础》和《卫生法学》,医学院校应充分利用已有

平台,在法律通识课程的教育过程中,与时俱进,主
动结合社会新元素,加大卫生行政类法律法规的教

学内容,如《人口与计划生育法》、《职业病防治法》、
《传染病防治法》和《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等。
(3)突出学生专业方向。 在法治教育的工作中,应
结合不同专业的实际情况,做到因材施教,对于不同

专业、不同年级的在校医学生进行有针对性的讲授,
并及时向学生介绍国家颁布的最新卫生法律法

规[6]。 例如,针对临床医学专业学生,引入《中华人

民共和国执业医师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

法》《病历书写基本规范》等与临床医学专业相关性

较高的法律法规;再如,针对医学影像学专业学生,
引入 《医学影像诊断中心基本标准 (试行)》 等。
(4)改变教学安排,创新教学方法。 目前大多数院

校的通识课程都安排在低年级阶段,随着时间延长

和课程压力增大,当学生步入工作时已逐渐淡忘相

关知识。 临床实习阶段是医学生角色转换关键时

期,如果将医疗卫生法规教育课程安排在此阶段,并
结合临床案例教育,将会收到不同效果。 在教学方

法上,本次调查结果显示,除了传统的课堂理论学习

外,学生喜爱程度最高的的教学模式是案例型教学,
其次为观看教育片、专题讲座和报告会等。 学校可

在教学方法方面积极探索和开展案例教学法、参与

教学法、PBL 教学法等,提高法治教育的互动性、引
导性以及趣味性;并多方位丰富教学形式,开拓课外

法制教育渠道,例如邀请卫生法学专家和司法界人

士开展讲座、主题征文、演讲比赛、法院旁听等。
(5)引进医学前沿问题,不断拓宽医学生知识面。
不断发展中的医学技术使得很多如克隆、安乐死等

新科技成果不断被引入医疗卫生法律法规中,为当

前的法学研究开拓了全新的领域。 引导学生了解这

些处于医学前沿领域的问题,可以让学生感受到随

着医学技术发展而面临的更多法律层面问题,使学

生在法学和医学的关系问题上有更深刻的理解和更

浓厚的兴趣。
综上,在全面依法治国和当前医患关系形势的

大背景下,医学生的法治教育工作有着更为重要的

地位。 在面对当前医学院校中医学生法律基础薄

弱、医疗卫生法规教育落后的切实情况,医学院校应

应从师资队伍、教学方法、教学方向等多方面入手,
提高医学生的法治教育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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