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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开设死亡教育课谈生死
近日，一段“10 后小朋友谈死
亡教育”的视频在网络上引起热
议。视频一方面赢得网友对孩子
们表达能力的赞叹，另一方面也
引发了大众对于死亡教育的讨
论。记者搜索发现，近年来，北京
大学、山东大学、广州大学等部分
高校开设了死亡教育相关课程，
除了理论知识的教授，写遗书、立
遗嘱、参观殡仪馆等课外实践形
式也逐渐加入到教学当中。
开设《死亡文化与生死教育》
的山东大学基础医学院医学心理
学与伦理学系副教授王云岭说，
这门课让学生对死亡、事业、社会
产生更加深刻的认识和思考，从
而做出更合理的人生规划，
“名为
谈死，实为论生”
。

通过一学期课程改变已有的生死
观念。”陆杰华说，课程会从社会
学角度讲解死亡的不平等、人濒
死时社会关系的变动等，也会为
学生讲解从抑郁到自杀的过程以
及如何调节等问题。
由于大陆地区死亡课程较
少，陆杰华告诉记者，备课选用的
基本是国外相关教材。由于课程
是以专题形式开展，还会邀请相
关专家讲座，不同学科背景的同
学选择这门课，他们在做项目设
计时也会从各自领域寻找选题，
例如法学院同学会探讨安乐死的
法律制度环境等。
问题
理论多实践少，
开展不够规范

王云岭介绍，当前死亡教育
课程存在理论过多，实践体验过
少的问题。
“理性认识可能会被束
去年 11 月，山东大学数十名 之高阁，因此要形成更深刻的体
需要从感性上有所认识。
”
王云
学生到济南市莲花山殡仪馆，参 验，
观包括遗体告别、火化、骨灰寄存 岭说，受体制和课时等方面的限
在内的整个殡葬流程。
制，
目前课外实践只进行了参观殡
由学生们自愿报名。
带队老师王云岭告诉记者， 仪馆的活动，
2006 年他便开设了《死亡文化与生
陆军军医大学护理学院教授
死教育》的课程，目的是缓解医学 罗羽在去年发表的论文《国内外
生对解剖课的恐惧。直到 2014 年，
这门课被制作成视频在慕课等学
习平台正式上线，
并成为第一批国
家精品在线开放课程之一。
“我离死亡应该还有一段距
离，但是，听了老师的讲课，我将
会更加珍惜生命”、
“ 出于想要克
服对死亡的恐惧选修这门课，但
上完课后收获比预料的要多得
多”。很多学生在慕课的交流区
留下这样的话。
早在 2000 年，广州大学就开
设了我国大陆地区第一门死亡教
育课程《生死学》。除了生与死的
本质概念，包括器官移植、临终关
怀、自杀等话题也被纳入课程中。
2009 年，基于 9 年的教学经验，创
设这门课的胡宜安教授编著了大
陆地区唯一生死学教材——《现代
生死学导论》，成为不少高校开展
生死学课程的教材之一。
北京大学 2017 年开设《死亡 死亡教育发展现状分析与展望》
的社会学思考》，主讲老师陆杰华 中指出，目前中国内地已开设死
教授在接受媒体专访时谈道，西 亡教育课程的高校不足 20 所，作
方的死亡社会学一共关注三个议 为一门新兴学科，死亡教育课程
题：死亡、临终和丧亲，基本涵盖 在中国内地的开展也不够全面和
了人在生命周期中与死亡能够发 规范。
针对国内死亡教育的现状，
生的不同关系。
此外，协和医学院、广东药学 全国人大代表、北京大学肿瘤医
院等部分高校近年来也陆续开设 院主任医师顾晋认为，与欧美、日
了类似课程，写遗书、立遗嘱、写 本等国家成熟系统的死亡教育相
墓志铭、生命卷轴复写、参观墓地 比较，中国的死亡教育理论和实
殡仪馆、到安宁疗护病房做义工 践仍处于初级探索阶段，教育内
等生命教育的形式也逐步进入到 容、教学方式及模式都有待进一
步提高。
教学实践当中。
课程
内容包括写遗书、参观殡仪馆

授课
学生选修生死教育课要抽签

■ 释疑

1. 死，
并非经历越多越看透
“10 后小朋友谈死亡教育”的
王云岭的死亡教育课在学校
“大人是通过
很受欢迎，一个班 120 个名额，抽 视频下有网友留言：
签才能选到。因为学生选课呼声 时间和事情的积累，才可以漠视
高，去年他又增设了一个班。以 或者看透死亡，小孩子心性单纯，
公开课的形式在三个高校课程平 内心当中没有经验来解读死亡。”
台上线的这门课，每学期报名人 对此，王云岭认为，人们对死亡的
看法确实受阅历影响，但不同的
数总和超过两万人。
而 胡 宜 安 的《生 死 学》入 选 经历带来的影响也有所不同。
2017 年，上海市某医学院校
2018 年国家精品在线开放课程，
就“死亡教育的需求”对 1485 名医
也被同学们称为
“网红课”
。
“因为要带学生到八宝山革 学生进行调查发现，接触临终患
命公墓、安宁病房等地参观，每学 者、经历他人死亡事件和参加葬
期上课人数都尽量控制在 70 人左 礼的经历越多，对死亡教育的需
右。”陆杰华说，或许因为内容特 求程度越高；此前，媒体对广州大
殊 ，上 课 时 同 学 们 都 能 聚 精 会 学选修《死亡教育》课程的学生进
神。而作为一门考查课，其效果 行调查发现，选择死亡教育的学
评定主要靠读书报告和项目文本 生中，有过自杀念头或有过失去
设计完成。
“有些同学会在课下提 亲人经历的占多数。
王云岭介绍，需要通过正面
出不同的看法，讲述他们曾经或
正在面临的死亡问题。其实很难 的死亡教育，告诉学生每一个生

命都是独特的，每个人都能体验
生命的美好。
2. 孩子接触死亡并不可怕
“小孩子不该过早接触这
些！生活中不可避免的时候监护
人也要起到引导的作用。会不会
有悲观情绪影响心理健康”同样
是一段来自网友的质疑。
对于这一问题，王云岭告诉
记者，学界早有定论，死亡教育不
应该有年龄界限，但不同年龄进
行死亡教育的形式和内容又当有
所区别。
“ 从国外经验来看，幼儿
园进行死亡教育的效果是非常好
的。”王云岭说，死亡教育并非盲
目的死亡宣传，对孩子的教育可
以使用具有比喻暗示意义的材
料，例如《一片叶子落下来》
《爷爷
变成了幽灵》等优秀图书绘本作
为工具，而非直接去殡仪馆看遗
体，导致孩子无法分清现实与想
象。
3. 死亡教育并非美化死亡
“死亡教育的目的不是美化
死亡，不是教人怎么死亡，而是教
人珍惜生命。”面对这一质疑，王
云岭说，
“课程‘名为谈死，实为论
生’，是以生死学为取向的生命教

一 个 毕 业 生 、七 个 用 人 单 位
抢 ——即将到来的 2019 大学毕业
季，蔡畅和他的同学们，成了就业市
场的稀缺人才。蔡畅就读于北京劳
动保障职业学院的养老服务和管理
专业，这个新兴专业，近年来，一直
是该校的明星专业。
传统观念中被认为低人一等的
职业教育，如今得到了与普通教育
同等的地位，而广大职业教育学校，
也早已准备就绪，在专业设置上求
新求变。记者走访得知，原先时髦
的商务英语、法律等专业，因市场需
求饱和或结构转型，正从职业教育
学校中慢慢消失。而养老、轨道交
通、城市管网、非遗传承、软件开发
等，目前都是职业教育领域需求最
火热的新专业。
养老服务与管理
就业需求比 1 比 7
北京劳动保障职业学院惠新东
街校区，在养老服务与管理专业实
训室内记者看到，学生们正在操作
最先进的进口设备。该专业学制三
年，在学院的两年时间，他们将学习
护理、医疗、营养等相关知识，第三
年，进入机构实习。蔡畅是 2016 级

放心。
李继延院长介绍，城市轨道交
通 第 一 届 毕 业 生 就 被“ 包 圆 ”了 。
2007 年刚开年，第一届学生还没毕
业，北京市地铁运营有限公司就主
动找上门来招人。
“ 当时，北京就三
家学校有轨道交通专业。北京交
通大学有，但学生不愿意去一线工
作。古城地铁技校有，但学生年纪
太小，不合适。只有我们这儿的几
十个毕业生最符合要求。”于是，当
年以及此后十年的该专业毕业生，
都被“包圆”了。如今，北京城已经
有越来越多的职校开设了轨道交
通专业，劳动保障职业学院以培养
综合机电维护维修方向毕业生见
长。
城市地下管网
一入学就锁定就业
胡澳，通州人，是北京劳动保障
职业学院机电一体化技术北京市自
来水集团订单班的大一新生。订单
班意味着，胡澳入学时已经通过了
北京市自来水集团的面试，而毕业
后，只要成绩合格，拿到相关上岗
证 ，他 就 可 以 进 入 自 来 水 集 团 工
作。
“ 我中学时的成绩，上本科希望

这些职业教育新专业火了

育。”
王云岭说，要客观地认识死
亡，
“认识到生命的停止就像生命
诞生一样，是一个自然事件。”以
此唤起人们的死亡意识，认识到
死亡是生命的必要组成部分。
“但一般人理解的死常常指
的是别人的死亡，而非自己的死
亡，认为即使会发生，也在遥远的
未来。”王云岭说，事实是，每个人
的死亡都不可控，要让人们认识
到，死亡并不是病人和老年人的
专利。
王云岭说，普及“死亡教育”
更大的意义在于让学生对死亡、
事业、社会产生更加深刻的认识
和思考，从而做出更合理的人生
规划。
■ 声音
优死同样是一种权利
今年两会上，顾晋提出全民
开展死亡教育。他认为，死亡教
育是培养和提升人们应对及处理
死亡事件的能力，中国的死亡教
育处于探索初期，基于尊重生命
理念开展死亡教育尤为必要。
“优生是一种权利，优死同样
是一种权利。”顾晋称，我国平均
每分钟有 7 个人被确诊为癌症，4
人因癌症死亡。临终三个月过度
治疗，病人受苦，最终人财两空。
为了避免悲剧重演，应通过死亡
教育，为肿瘤终末期患者提供更
多人文关怀、心理护理等服务，帮
助人们树立科学正确的生死观。
据《新京报》

的学生，
目前正在养老机构中实习。
“当年报考的时候，我犹豫是选
择人力还是社管专业。倒是我爸提
醒，说养老是现在的朝阳产业。”父
亲的建议，打开了蔡畅的思路，现
在，他深感当初的决定是明智的。
第三学年开始前，学校组织了实习
双选会。
“ 据我了解，现在还没有大
学在本科开设这个专业。所以，我
们班 35 个人，有意向的企业就来了
18 家之多。”蔡畅更加确认，拥有养
老 专 业 知 识 大 专 学 生 ，格 外 受 重
视。
实习四个多月以来，蔡畅觉得
自己做到了学以致用。
“可能社会上
理解，养老就是护理、照料，其实还
有很多专业的知识，我现在就主要
做活动策划，带领老人们做活动。”
在养老机构，蔡畅也能遇到企业管
理 专 业 毕 业 的 本 科 生 ，和 他 们 相
比，蔡畅坦承自己可能在管理方面
的经验有欠缺，但他更熟悉养老。
“这可能就是普通企业与养老机构
的最大区别。一个养老院的管理
者，行走在机构里，随时可能遇到
老人提问，这时你必须直接回复老
人，没有丰富的养老专业知识，显
然没法胜任。”蔡畅和同学们，大部
分在实习期间就确定了签约单位，
覆盖养老院、驿站、日间照料中心
等多种机构，社工、辅具开发、机构
运营等多岗位。
李继延院长告诉记者，养老服
务与管理专业的学生，在实习期就
可以拿到四五千元的月工资，转正
定级后第一年，月收入就能达到七
八千元。
城市轨道交通
毕业生经常被
“包圆”
城市轨道交通是北京劳动保障
职业学院“历史”相对较悠久的新专
业，2005 年学院成为北京第一个开
设城市轨道交通专业的高职院校，
当时，北京地铁只有 1 号线、2 号线、
13 号线和八通线。而截至 2018 年
底，北京地铁运营总里程已经达到
636.8 公里。
邴子胥是城市轨道交通机电技
术专业的大一新生，在报考该专业
前，特意仔细查看了资料，
“ 到 2020
年，我毕业那时候，就要达到 1000
公里左右。这么火热的发展势头，
肯定需要更多专业人才。”邴子胥对
自己的职业前景非常看好，而且他
说地铁公司稳定、保障好，父母都很

不大。家里人的想法是，学一门手
艺，起码走到哪儿都饿不着。”胡澳
言语朴实，他说当初填报专业时，经
过仔细比对，发现这个订单班很符
合自己想学门手艺的需求，而且还
减轻了就业的压力。如果幸运的
话，毕业时，胡澳可能被就近分配到
通州区的自来水厂上班，
“ 离家近，
还省得挤地铁了。”
据了解，北京劳动保障职业学
院的城市地下管网相关专业，由于
针对性强，毕业生吸引了来自自来
水集团、燃气集团、热力集团、电力
公司等单位的签约。
非遗传承
会设计的新型手工艺人
高考前填报志愿时，河北邯郸
的鲁亮亮已经达到一所综合性普通
大学的录取要求，但因为北京城市
学院有工艺美术专业、可以学习非
遗传承，他还是毫不犹豫地报考了
北京城市学院。
在学校的后两年，他开始跟随
工艺美术大师学习，最终成为雕刻
方向的专门人才。2017 年，他的雕
刻作品《丹崖飞阁》在中国（扬州）文
化产业博览会上获得一项文博金
奖。这个金奖作品的原材料，是鲁
亮亮花二十块钱在潘家园买来的普
通朱砂山料，经由他的巧思和巧手，
被重新注入灵魂。
“ 设计能力，大概
就是我们跟传统手工艺人最大的不
同。在学校，我们的思维方式、创作
能力得到很好的锻炼，走入社会，也
让我们更有竞争力。”
2018 年毕业后，鲁亮亮目前担
任一家文创企业的设计总监，他介
绍，很多同学都没有转行，毕业后一
直在从事非遗传承工作。
软件工程
相比理论更长于实战
2018 年刚毕业，章泽海就顺利
进入一家研究院做软件开发，能如
此迅速地适应工作岗位，
他归功于在
北京城市学院就读期间，
扎实的实用
技巧学习。在校期间，
章泽海曾参加
多次省级、国家级大赛并获奖，还曾
获国家奖学金。
“我所在的是本科专
业，拿的是本科文凭，但和普通高校
相比，
我们学习的内容更偏向于实际
运用，理论研究相对少一些。毕竟，
做科研的是相对小部分人，
大部分人
需要更贴合市场需求的知识和技
能。”
据《北京晚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