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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院校医学生职业认同感的调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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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 目的 通过调查研究中医院校医学生的职业认同感，从而了解其对医疗行业的职业认同程度，明确
其在职业认同方面的具体情况，进而探讨提升中医院校医学生职业认同感的方法。 方法 随机选取 2020—
2021 年长春中医药大学在读的本科生、研究生 120 名进行调查研究，具体从职业认同感的三个因子和六个
维度进行整理，进而得出调查结果。 结果 中医院校医学生的职业认同感在职业价值认同、职业发展认同、
职业能力认同方面均有不同，在理论学习阶段及临床实习阶段的职业认同感也有所差异，总体上在职业价
值认同和职业能力认同方面较高，在职业发展认同方面较低。 结论 中医院校医学生的职业认同感在总体
上处于中等偏上水平，但仍具有一定的上升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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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and research the professional identity of medical student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CM), so as to understand their degree of professional identity to
the medical industry, clarify the specific situation of their professional identity, and then explore the methods
to improve the professional identity of medical student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of TCM. Methods A total
of 120 undergraduate and postgraduate students of Changchun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from 2020 to
2021 were randomly selected and investigated. The investigation was conducted from the three factors and six
dimensions of professional identity, and then the survey results were obtained. Results The professional identity
of medical student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of TCM was different in professional value identity,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identity and professional ability identity. There were also differences in professional identity at
the stages of theoretical study and clinical internship. On the whole, there were higher identities of professional
value and professional ability, and there was lower identity of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Conclusion The
professional identity of medical student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of TCM is generally in the upper-middle
level, but there is still room for improvement.
[Key words]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Professional identity; Investigation and
research; Medical students

职业认同感（professional self-identity）属于心

好的职业认同感，不仅是在职业道路上坚定不移前

理学的概念，有学者认为 ，职业认同在某种程度上

行的动力，更是在职业道路上不断提升的助推剂。

可以认为是个体对社会赋予所从事职业角色的承

因此，具有良好的职业认同感，可以为医学生营造

认和接受程度。由此可知，若能对职业产生职业认

积极的成长空间 [2]。

[1]

同感，那么对于职业水平的发展和职业能力的提升

医学生是临床医务工作者的储备军，身上肩负

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学生时期是学习职业知识

着人们的生命与健康，职业认同感对医学生的职业

和积累职业经验的最佳时期，因此，职业认同感对

能力、职业态度、职业生涯规划等都有着十分重要

于学生这个群体来说，更是有超乎寻常的意义。良

的意义。有学者曾做过医学生职业认同感的调查 [3]，

[ 基金项目 ] 吉林省高教科研课题（JGJX2019D150）。

结果发现，医学生对于自己的职业认同感的水平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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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调查结果

下降的趋势。所以，如何加强医学生的职业认同感，

通过对 120 名长春中医药大学在读的本科生、

是十分值得研究与探讨的。职业认同感的重要性

研究生进行调查研究，随机发放调查问卷共 120 份，

对于中医院校的医学生来说也是同样的，因此，通

回收调查问卷共 120 份，回收率为 100.00%。通过

过调查研究中医院校医学生的职业认同感，了解中

归纳整理调查问卷中的各类问题，将其分属于职业

医院校医学生职业认同感的现状，分析总结影响中

认同不同的因子和维度之中。

医院校医学生职业认同感的相关因素，从而更好地

2.1

三个因子调查情况

提升中医院校医学生的职业认同感，进而为推进

对于中医院校医学生职业认同相关状况总

中医院校医学生职业认同感教育的发展提供新的

体来说，医学生对医务工作职业价值的认同度为

思路。

70.00%，对职业发展的认同度为 53.75%，对职业能

1

力的认同度为 80.80%。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2.2

六个维度调查情况

调查研究对象随机选取长春中医药大学在读

2.2.1

处于理论学习阶段的医学生六个维度调查

的本科生、研究生，共 120 人。

情况

在职业情感和职业行为方面的认同度分别

1.2

方法

为 65.00%、80.00%，对职业期望和职业价值观的认

采用问卷调查的方式，根据查阅的大量文献资

同度分别为 58.30%、81.70%，在职业认知和职业意

料，结合医务工作者的临床实际工作情况和中医院

志方面认同度分别为 70.00%、55.00%。

校医学生学习生活的实际情况，自拟《中医院校学

2.2.2

处于临床实习阶段的医学生六个维度调查

生职业认同感调查问卷》，从而进行中医院校医学

情况

对于中医院校处于临床实习阶段的医学

生的职业认同感调查。在发放调查问卷前，对从事

生来说，在职业认知和职业行为方面的认同度分

临床一线工作的医生和从事医学教学的教师进行

别 为 75.00%、83.30%，在 职 业 情 感 和 职 业 价 值

预调查，结果显示，问卷 Cronbach’s α>0.80，具有

观方面的认同度分别为 70.00%、78.30%，在职业

高度的内在一致性，说明本调查问卷具有较高的可

意 志 和 职 业 期 望 方 面 的 认 同 度 分 别 为 60.00%、

信度。调查采用单纯随机抽样的方法，对随机选取

41.70%。

的研究对象发放调查问卷，由其自行填写，待其填

3

写完成后，回收调查问卷，最后收集整理问卷调查

讨论
从三个因子的调查情况结果得知，中医院校

所得到的数据，进行统计学计算与分析，并得出调

的医学生对医务工作的职业能力还是比较认可的，

查结果。

医疗行业的本质是救死扶伤，因此，医务工作者往

1.3

研究内容

往都需要具有过硬的临床能力和专业素养，对比其

调查研究的主要内容依托调查问卷展开，在总

他行业来说，社会对医务工作者职业能力的要求往

体评判职业认同相关状况的同时，又对中医院校不

往要高于许多其他职业，在社会环境的影响下，医

同学习阶段的医学生进行了分别的评判，并具体可

学生们也都较为明确医务工作者所要承担的社会

将其学习阶段划分为理论学习阶段和临床实习阶

责任，对自己的职业能力往往也要求较高。在职业

段。职业认同感的评判具体由三个因子组成，分别

价值认同方面，中医院校医学生对其认同程度较为

是职业价值认同、职业发展认同和职业能力认同，

一般，处于中等偏上，究其原因，可能与医疗环境较

这三个因子又根据其特点具体划分为六个维度，即

为复杂有一定的关系，医学生还未成为真正独立执

一个因子包含两个维度，职业价值认同包含职业认

业的医务工作者，对医疗行业的认识还不是十分的

知、职业情感，职业发展认同包含职业意志、职业期

充足，在一些医疗纠纷和一些医疗负面新闻的影响

望，职业能力认同包含职业行为、职业价值观。通

下，往往会产生一定的担忧恐惧心理，对职业的价

过对调查问卷每个因子之中的各个维度分别进行

值也会有一定的动摇和怀疑。在职业发展认同方

统计计分，从而对中医院校医学生的职业认同感进

面，中医院校医学生对其认同程度偏低，究其原因，

行调查研究。

可能与多方面因素有关，如医学生学业压力大、学

1.4

统计学方法

习时间长、学习课程多，加上就业形势较为严峻，薪

将数据录入 Excel 软件，建立数据库，归纳整理

资待遇无法达到预期水平等，都会使得医学生对职

后采用百分比得出相应的调查结果。
112

业发展产生怀疑心理，对其的认同也就偏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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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六个维度的调查情况结果得知，处于理论

认同感造成一定的影响 [6]。这些学医成本可能会在

学习阶段的医学生来说，对医疗行业还是有一定

中医院校医学生学习期间消磨其对职业的认同，对

的感情与憧憬的，也认为医疗行业在职业行为能

职业认同感产生影响。职业压力对职业认同感也会

力方面应有着较高的要求，但因其尚未进行过临

造成一定的影响，有调查显示 [7]，认为医疗行业职业

床实践，对于临床的了解多数停留在社会基本认

压力大的医学生并不在少数，容易产生职业倦怠，甚

识和老师们的口述之中，对医务工作还是有一定

至对学医产生自我怀疑，
从而影响职业认同感。

的期望，但却又对临床工作了解地不够充足，也尚

坚定的思想信念有助于树立中医院校医学生

未经历过生活和社会的锤炼，所以在职业行为、职

的职业认同感。疫情防控期间，医疗行业受到了人

业价值观、职业认知方面认同度偏高，而在职业情

们的广泛关注，医学院校也都纷纷开展思想教育

感、职 业 期 望、职 业 意 志 方 面 认 同 度 偏 低。 对 于

活动，使得医学生们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医务工作

处于临床实习阶段的医学生来说，在步入临床实

者的自身价值，增强了医学生的职业认同感 [7]。有

习后，对医学知识和医疗行业的实际工作情况都

研究表明 [8]，自尊可以在医学生职业认同感与生命

有了更为实际的了解与认识，对医务工作的价值

意义感之间起到显著的中介效应，提示自尊对职

和意义都有了更为深刻的体会，对于临床能力和

业认同感水平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良好的职业

专业素养对临床工作的影响也有了更为客观的感

生涯规划有助于提高中医院校医学生的职业认同

受，所以处于临床实习阶段的医学生在职业行为、

感，可以充分地挖掘出学生自身的潜能，从而提高

职业价值观方面的分值较高。处于临床实习阶段

自身竞争力，为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和人生价值

的医学生在临床实践过程中，对临床实际工作有

最大化开好局、起好步 [9]。良好的职业政策有助于

了更为客观的认识与了解，所以在职业情感和职

提高中医院校医学生的职业认同感，使得学生愿

业认知方面认同度也较高。而在职业意志和职业

意投入到职业未来的工作之中，职业认同的程度

期望方面，在医疗环境和社会环境的影响下和高强

也就相对较高 [10]。

度工作压力的骤然影响下，对于处于临床实习阶段

有学者认为 [11]，增强医学生的职业认同感，可

的医学生可能会对职业发展产生一定的担忧情绪，

以通过培育心理资本来进行。此外，职业认同感的

所以在职业意志和职业期望方面水平偏低。对于

培养，还可以通过唤醒角色责任感、养成服务意识

处于临床实习阶段的医学生来说，在步入临床实习

等方式来进行 [12]。

后，对医学知识和医疗行业的实际工作情况都有了

职业认同作为个人对于职业的自我定义，反映

更为实际的了解与认识，对医务工作的价值和意义

了个人的职业角色认同，并在个人角色预期的调适

都有了更为深刻的体会，对于临床能力和专业素养

中巩固或强化乃至改变自己的角色行为 [13]。医生

对临床工作的影响也有了更为客观的感受，所以处

是医疗行业中至关重要的参与者，中医院校的医学

于临床实习阶段的医学生在职业行为、职业价值观

生正是医生的重要储备力量。因此，通过各种教育

方面的分值较高。处于临床实习阶段的医学生在

方式提高其职业认同感，都是十分必要的。

临床实践过程中，对临床实际工作有了更为客观的

对医学生职业认同感的培养，中医院校可以通

认识与了解，所以在职业情感和职业认知方面认同

过课程的建设、实训的教学和各种交流宣讲的形式

度也较高。而在职业意志和职业期望方面，在医疗

来进行教育，强化学生的专业认知，从而对学生的

环境和社会环境的影响下和高强度工作压力的骤

就业有效地进行指导 [14]。同时，学校采取措施提高

然影响下，对于处于临床实习阶段的医学生可能会

医学生心理健康水平，为医学生正常的学习和生活

对职业发展产生一定的担忧情绪，所以在职业意志

提供保障，也会提升医学生的职业认同感 [15]。

和职业期望方面水平偏低。

综上，中医院校医学生的职业认同感在总体上

职业环境对中医院校医学生的职业认同感有
很大的影响。处于理论学习阶段和临床实习阶段

处于中等偏上水平，可以通过对医学生的教育和培
养，来不断提升其职业认同感。

的医学生在六个维度方面有差异，所以对于医学生
来说，职业环境除了基本的工作环境之外，医患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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