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职业院校“三维构建 三位共育”

生命价值观教育模式的探索与实践

教学成果报告

本教学成果由沧州医学高等专科学校、沧州市红十字会、沧州市人

民医院共同完成。2015 年 9月由沧州医专牵头研究的“医学院校学生生

命价值观教育的研究”获批沧州市教育研究课题，开始研究。2017 年 8

月形成“‘三维构建、三位共育’生命价值观教育模式”成果方案，完成

了成果研制。2017 年 9 月开始先后在上述三个单位进行了实践检验，实

践检验时间为 3 年。

一、成果的形成过程

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物质生活条件大为改观，社会交往日益复

杂，职业院校学生压力越来越大，极易造成他们内心矛盾与自我观念的迷

失，以至于缺少对生命的热爱、对生活的激情、对理想的追求,甚至存在

对生命价值认识不清、漠视生命等问题，伤害自己和他人生命事件时有发

生。因此，开展生命价值观教育，引导学生掌握生命知识和生存技能，懂

得珍爱生命、尊重生命、实现生命价值，是时代对教育的呼唤，也是教育

对生命的馈赠。2010 年《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

2020 年）》明确提出要重视“生命教育”。生命教育在中小学开展较多，

在大学阶段开展的相对较少，关于生命价值观教育的研究尤其是面向职业

院校学生的研究较少。2015 年 9 月我校申报并获批了沧州市教研课题“医

学院校学生生命价值观教育的研究”，课题组通过采取问卷调查、座谈、

访谈等方式，围绕职业院校生命价值观教育内容零散不成体系、教育载体

孤立不相呼应、教育教师队伍不健全、生命价值观教育成效评价难等问题，

进行了历时两年的研究，形成了生命教育课堂、生命教育基地群、生命价

值观教育论文等研究成果。

2017 年 9 月，教学成果进入到实践检验期。根据课题组制定的《生

命价值观教育实施方案》，学校出台了《关于修订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的指



导性意见》，临床医学、护理专业以限选课的方式开设《安宁疗护》选修

课，临床医学、护理等 16个专业以任选课的方式开设《死亡教育》选修

课。同时，团委以讲座、社团活动等第二课堂的方式面向全校学生开展生

命价值观教育。沧州市红十字会、沧州市人民医院作为校外实践检验单位，

主要是在学生社会实践、实习期间开展生命价值观教育。

二、成果的主要内容

课题组形成的《生命价值观教育实施方案》主要包括以下四方面的内

容。

（一）构建了生命价值观教育内容体系

厘清生命价值观教育内容，形成了“认知、珍爱、尊重”三维构建的

生命价值观教育内容体系。基于知情意行视角，按照自我、他人、社会三

个层面需求，从“认知生命、珍爱生命、尊重生命”三个维度，形成了生

命历程等 12项教育一级指标，孕育等 40项教育二级指标，内容涵盖心理

学、伦理学、医学、职业道德等多方面（如图 1 所示）。

（二）整合了生命价值观教育载体

整合生命教育资源，构建了“教育课堂、实践基地、主题活动”三位

共育的生命价值观教育载体。

1.打造教育课堂。根据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对生命价值观教育的要求，

出台《沧州医学高等专科学校关于制（修）订 2018 级课程标准的指导性

意见》，明确提出生命价值观教育融入课程教学全过程，根据课程内容选



择适宜的知识点开发生命教育案例，形成案例库，设计融入生命价值观教

育的教学方案，在课堂教学中进行实施，实现学生生命价值观教育的认知。

以药理课为例：将生命价值观教育内容体系中二级指标“生命特性（唯

一性）”、“善待生命（善待动物）”融入理论课、实验课教学。

（1）理论课教学，针对“胆碱受体激动药和胆碱酯酶抑制药”，选定

“100 余支阿托品拯救一个年轻生命”案例，通过有机磷案例的引入使学

生认识到生命的脆弱，生命具有唯一性和不可逆性，从而珍惜自身生命，

尊重他人生命。（2）实验课教学，家兔空气栓塞实验，教育学生从关怀家

兔开始，给予实验动物辅助性安慰。实验报告中增加人文反思内容，达到

学生尊重生命、善待动物的教育目标。

2.建设教育基地群。建设人体奥妙科教馆、病理标本陈列馆、遗体捐

献纪念石、遗体捐献网上纪念馆、实验动物纪念石等校内基地，合作共建

张华绿色家园、实习医院等校外基地，创设“认知生命、珍爱生命、尊重

生命”的体验情境，实现学生生命认知、情感升华。

人体奥妙科教馆，使学生了解生命真谛，实现认知生命。人体病理标

本陈列馆，让学生对健康的重要、生命的脆弱、以及不良生活习惯的危害

有更加深刻的认识，从而更加珍爱生命。通过在实验动物纪念石，遗体捐

献纪念石开展纪念活动，引导学生心怀感恩，铭记用生命去探究知识真谛

的“奉献者”。利用网上遗体捐献纪念馆，通过与遗体捐献者的生命对话，

使学生认识到心中有爱、甘于奉献的生命才更加有意义。广泛宣讲张华绿

色家园先进事迹，家园人“不求生命长度，但求生命宽度和厚度”的精神，

让学生深刻认识到“生命的尊严与可贵”。在实习基地，学生既可以了解

生命孕育和分娩过程，见证生命伟大，也体会到生命易逝和脆弱，更好地

呵护生命。校内-校外、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基地群，为学生提供全方位、

多元化的生命体验情境，实现学生生命价值的情感认同和升华。

3.开展主题教育活动。根据不同专业特点，围绕生命价值观教育指标

内容，系统设计“认知生命、珍爱生命、尊重生命”三大模块主题教育活



动，开展自救互救、艾滋病防控宣传、无偿献血、遗体组织捐献宣传、感

恩教育、心理健康教育等活动，疫情防控期间，组织学生积极参加抗疫志

愿服务，引导学生用实际行动践行生命的责任与担当。

“三位共育”的“鼎式”培养，实现了生命价值观教育由生命认知、

情感认同、价值体验向行为实践的转化。

（三）开发了生命价值观教育管理平台

应用 SPOC 平台，对教师实施生命价值观教育进行量化考核和效果反

馈；建设学生德智体学分管理平台，对学生参与生命价值观教育进行督导

和效果评价，实现学生入学-在校-实习期间教师、学生全过程双向监测，

质性和量化双重评价（如图 2 所示）。

（四）形成了生命价值观教育模式

该模式以认知教育为基础，以情感教育为核心，以意志塑造为关键，

以行为实践为目标，厘清生命价值观教育内容，通过课堂教学、创设生命

体验情境、开展主题教育活动实现认知生命、珍爱生命、尊重生命的教育

目标。课堂教学中实现学生对生命价值观教育的认知；教育基地群创设认

知生命、珍爱生命、尊重生命体验情境，实现学生情感升华；开展专题活

动，实现生命价值观教育的价值提升。在教育运行过程中，利用 SPOC 平

台，实现师生间的实时性、动态性互动和反馈；学生德智体学分管理平台，



实现基地实践和主题活动系统性、连续性的监督和评价。双向监测的平台

管理起到反馈调节、强化激励作用，提高评价的有效性和全面性。形成了

全过程、全方位的协同育人机制（如图 3 所示）。

三、成果解决的主要问题

本成果以推进并提升职业院校生命价值观教育质量为目标，重点解决

了以下四方面问题。

第一，解决了职业院校生命价值观教育内容零散不成体系的问题

针对医学院校生命价值观教育内容不具体、不能体现职业院校特点的

问题，提出了符合职业院校特色的生命价值观教育内容。根据人的生命本

质及发展规律，结合职业院校学生特点，提出认知生命、珍爱生命、尊重

生命的教育内容体系，包含了生命的自然属性、社会属性、精神属性，涵

盖了生命从出生到死亡的全过程和这个过程所涉及到的多个方面，即人的

生存与生活，成长与发展，本性与价值。

第二，解决了职业院校生命价值观教育载体孤立不相呼应的问题

根据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对生命价值观教育要求，出台《沧州医学高等



专科学校关于制（修）订 2018 级课程标准的指导性意见》，明确提出生命

价值观教育融入课程教学全过程，根据课程内容选择适宜的知识点开发生

命教育案例，形成案例库，设计融入生命价值观教育的教学方案，在课堂

教学中进行实施；建设人体奥妙科教馆等校内基地，合作共建张华绿色家

园等校外基地，创设“认知生命、珍爱生命、尊重生命”的体验情境；开

展自救互救、抗“艾”宣传、无偿献血等系列主题活动，实现学生由生命

认知、情感升华外化为行为实践。

第三，解决了职业院校生命价值观教育教师队伍不健全的问题

修订各类人员岗位职责，明确理论课教师、实验（实践）课教师、辅

导员、管理人员开展生命价值观教育的职责任务，要求全员要具备在教育

教学中开展生命价值观教育的意识与能力。通过开展全员校内外培训、行

业进修、学术交流等活动，提升教师开展生命价值观教育的能力素质。

第四，解决了职业院校生命价值观教育成效评价难的问题

针对传统教育评价中过度重视评价结果而忽略评价过程，导致评价不

准确、不全面等问题，建立教育运行管理平台，将过程评价和结果评价相

结合，评价重点由结果评价转变为注重师生互动和过程督导。利用 SPOC

平台，实现理论教学和实践教学师生间的实时性、动态性互动和反馈；开

发学生德智体学分管理平台，实现基地实践和主题教育活动系统性、连续

性的监督和评价。双向监测的平台管理起到反馈调节、强化激励作用，提

高评价的有效性和全面性。

四、成果的应用及推广

（一）成果的应用

1.推动人才培养工作成效

生命价值观教育是一个长期且隐性的改变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教师

与学生在“尊重与爱”中共同成长，更多的是给予学生对成长和生命信念

的触动。“三维构建、三位共育”生命价值观教育模式实施以来，全面促



进教学与人才培养工作，学校出台了《关于修订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的指导

性意见》，将生命价值观教育融入各专业人才培养全过程。

2.学生教育应用成效

（1）学生认识生命的本质，形成了健康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学

生的生命意识显著提升。

在 2017 级学生入学、离校时分别进行“大学生人格问卷”调查，结

果显示，存在心理问题的学生人数由 8.35%下降至 3.12%，有“想轻生”

倾向的学生人数由 1.52%下降至 0.25%。

（2）学生理解生命的意义，建立起与他人、社会、环境的和谐关系，

学生学会尊重生命、关怀他人。

每年开展红十字应急救护培训，每年近百名学生考取由沧州市红十字

会颁发的初级救护员证书。成立了“应急救护队”，队员李鑫、任长启列

车上救助患病乘客，队员孔占依等 4人街头紧急救助晕倒市民等先进事迹

涌现，“应急救护队”获河北省“优秀红十字志愿服务组织”。成立“小动

物保护协会”，收留、救治流浪小动物 500 余只，并号召同学们在动物实

验中关爱实验动物。

（3）学生践行了生命的价值，体验到生命在实践活动的意义，用实

际行动实现生命的责任与担当。

学生去敬老院、幼儿园等参与志愿服务活动由 2014-2016 年的 560

人次上升至 2017-2019 年的 1200 人次；学生去医院进行安宁疗护志愿服

务 200 余人次，学校 2018、2019 年荣获“河北省教育系统优秀志愿服务

先进单位”称号，志愿者王菲被团中央授予 2018 年中国青年志愿者服务

春运“暖冬行动”优秀志愿者。参与献血学生由 2014 -2016 年的 800 余

人次上升至 2017-2019 年的 1500 余人次。2019 年获沧州市“无偿献血先

进高校”。段博天同学为患者捐献造血干细胞。1300 余名学生参加疫情防

控，收到各级单位表扬信近 100 封。

（4）用人单位对我校学生职业道德认可度增加



比较用人单位对 2016 级和 2017 级实习学生的工作及思想鉴定评价，

2017 级学生实习中耐心听取病人的倾诉和带教老师的教导，对行动不便

的病人主动进行帮助，对病人的愈后情况有了进一步关注。结果表明，2017

级学生在岗位适应性、对待患者态度、敬业精神和工作执行力几个方面都

有较大提升。

3.教师培养应用成效

教育实践中，教师深入研究生命观、生命质量等内容，给予学生更多

的关怀、温暖和鼓励，用生命引领生命，用生命触动生命，让学生感受到

生活的意义和美好，提升学生生命质量和生命尊严，同时实现关爱自己、

发展自己。在近三年师德考核中，师德优秀教师占比由 7.8%上升至 12.5%，

2名教师被评为河北省师德标兵，2 名教师被评为沧州市师德先进个人；

10个教师团队先后被评选为学校课程思政优秀教师团队；200 名教师参加

2020 年沧州市新冠疫情流行病学调查。

4.推动课程建设成效

3 门思想政治理论课进行实践教学改革，建设 6 个实践教学基地，建

成实践教学案例库，开展以舞台剧《大爱之光》为载体的特色思政专题教

育；开展学校课程思政建设，形成公共课、专业课课程思政案例库 20个

（含案例 900 余个）、课程思政教案 125 套，先后有 10门课程被评选为校

级课程思政示范课。

5.社会服务成效

（1）生命教育基地“人体奥妙科教馆”“病理标本陈列馆”被评为“河

北省省属科研机构和大学向社会开放开展科普活动场所”和“沧州市科普

基地”，每年接待校外参观学习人员 5000 余人次。

（2）我校每年选派教师赴中小学开展生理卫生知识、生命教育等讲

座 10余场，惠及中小学生 1700 余人次。

（3）我校每年选派教师和学生志愿者赴企事业单位、消防支队、社

区进行急救知识培训 30余场，惠及 5000 余人次。



（二）成果的推广

1.先后接待了沧州职业技术学院、天津医学高等专科学校等 10余所

院校前来学习、交流。学校生命价值观教育模式得到了充分肯定，他们认

为在职业院校开展生命价值观教育对于改善大学生的心理健康状况，提高

学生的职业道德，对职业教育发展具有重要意义。2018 年 5月和 11 月，

团队成员两次受邀赴天津医学高等专科学校开展“生命价值观教育”专题

培训，获得该校教师的一致好评。

2.2019 年 6 月立项沧州市教育科学研究“十三五”规划课题《医学

高职院校医学基础课程系统融入生命价值观教育的研究》《课程思政视域

下人体解剖学及组织胚胎学课程中融入医学人文教育的研究》，2020 年 12

月结项校级教改课题《医学高职院校医学基础课程系统融入生命价值观教

育的研究》，2020 年 12 月立项河北省教育科学研究“十三五”规划课题

《基于医学高职院校生命价值观教育的研究与实践》；发表《医学院校学

生生命价值观教育途径探析》《人体奥妙科教馆在学生生命价值观教育中

的意义和作用》等相关论文 9 篇。

五、成果创新

（一）内容创新：构建了较为完善的生命价值观教育内容体系

坚持“以人为本，生命至上”的理念，根据职业院校办学特点，学生

身心发展规律，遵循人的生命本质及发展规律，基于知情意行视角，从“认

知生命、珍爱生命、尊重生命”三个维度，构建了生命价值观教育 12项

一级指标、40 项二级指标，涵盖了医学、心理学、伦理学、职业道德等

多方面内容，生命价值观教育内容体系涵盖了人从出生到死亡的整个过程，

包含人的生存与生活、成长与发展、人本与价值。

（二）载体创新：形成了贯穿全学程的生命价值观教育活动载体

将生命价值观教育融入教育教学全过程，分阶段、分项目有序推进，

构建教育课堂、实践基地、专题活动“三位共育”的生命价值观教育载体，

打破传统的“线性”教育模式，形成“鼎式”教育支撑，实现生命价值观



教育由生命认知、情感认同、价值体验转化为行为实践，最终达到生命价

值观教育内涵的螺旋上升。

（三）方式创新：建立了“知行合一”的生命价值教育体验情境

生命价值观教育的最终目的是达到学生认知、情感、行为的“知行合

一”。成果充分整合利用校内外生命教育资源，建设了“人体奥妙科教馆”

等校内生命教育基地，合作共建张华绿色家园等校外基地。“校内-校外，

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基地群形成合力，为学生提供了全方位、多元化的

生命体验情境，在实践活动中实现了生命价值观教育的价值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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