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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2018 学年第 2学期

齐鲁医药学院 4、5月份实践教学基地活动情况汇总

护理学院举办护理技能竞赛活动

根据学校《关于我校开展临床技能竞赛月活动的实施意见》和

《关于我校开展 2018 年临床技能竞赛活动的实施方案》文件精神，

护理学院于 4月 10 日---4 月 22 日举办了 2018 年度护理技能大赛。

本次比赛，参考全国护理技能大赛模式，采用小组赛和单项技

能竞赛的形式进行。小组赛中，参赛选手以抽签方式组成团队，每 3

人一组，采用案例分析的形式进行，竞赛内容包括案例分析和技能

操作。单项技能竞赛分专业方向进行，临床护理方向、急危重症护

理方向以及康复护理方向的选手，竞赛项目为无菌技术、腹部包扎

以及康复功能评定和良肢位的摆放。

比赛过程中，参赛选手热情饱满、操作技能娴熟，将“人文护

理”的整体理念融入到技能操作中，充分体现了人性化的服务理念，

展现了护理学院学生从容自信的风采和过硬的专业素质。评委老师

公平公正、态度认真，进行严格考核和评分。竞赛结束后，评委教

师对竞赛中出现的组织问题、案例问题以及学生操作改进问题提出

了改进意见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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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活动以赛促教，以赛促培，以赛促学，营造了良好的学习氛

围，提高了学生的专业技能水平和实践操作能力，对护理人才培养

工作具有很好的促进作用。

我校与安丘市人民医院举行教学医院签约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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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 23日上午，学校与安丘市人民医院的教学医院签约仪式在

第一会议室举行。学校顾问高培福、教务处、临床医学院相关负责

人，安丘市人民医院副院长李文平、科教科主任李际涛参加了仪式。

教务处处长张平平主持了仪式。

在会上，高培福顾问代表学校就双方能够举行教学医院签约表

示祝贺，并对医院多年来对我校人才培养所做的贡献表示感谢，希

望双方在此基础上能展开更广泛的合作与交流，进一步加强临床教

学基地建设，不断提高医学人才培养质量，实现校院互利共赢。

李文平副院长介绍了医院的发展情况及近年所取得成绩，对我

校给予医院在医、教、研和人才培养等多方面的支持表示了感谢。

他表示，此次与我校进行教学医院签约，是促进医院更好发展的机

遇，是加强医院医、教、研协调发展，推进医院再上新台阶的重要

手段。医院将进一步加大院校合作力度，提高临床教学质量，更好

地为社会培养出优秀的医疗服务人才。

高培福顾问与李文平副院长共同签订了《临床教学协议》。

仪式结束后，李文平副院长一行进行实地考察,详细了解了学校

的发展历史和取得的成果，对学校各项工作给予了高度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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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安丘市人民医院始建于 1950年，经过 60多年的建设和发展，

现已成为一家集医疗、教学、科研、急救、预防、保健为一体的现

代化综合医院，1992年创成山东省首批二甲医院，2016年 12月通

过三级乙等综合医院评审。医院编制床位 1000 张，实际开放床位

1300 张。现有职工 1982 人，其中高级职称 121 名，中级职称 452

人，硕士 72人，在读博士 2人。该医院成为我校教学医院，是我校

充分利用社会教育资源，提高临床教学能力，提升临床教学质量的

又一举措。

我校与锦冠桥义齿集团举行校企合作洽谈会

5月 15日上午，我校与锦冠桥义齿集团校企合作洽谈会在第二

会议室举行。锦冠桥义齿集团总经理王凯云、人力资源部总监谢宏

坤，学校副校长耿磊和相关部门负责人参加，教务处处长张平平主

持了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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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上，耿磊副校长对王凯云总经理一行的到来表示欢迎。他介

绍了我校的办学历程、基本情况以及口腔医学技术专业的办学理念

和思路，希望今后双方共同努力，充分发挥校企双方优势资源，实

现校企双方优势互补、资源共享、互利互赢、共同发展。

王凯云总经理就公司的发展历程、企业发展核心、发展思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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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了介绍，并表达了对校企合作的美好愿景。谢宏坤总监详细汇报

了集团情况。

此次洽谈会为校企双方进一步开展多层次、多形式、多领域的

合作奠定了基础，对实现校企资源的有机结合和优化配置、共同培

养医疗卫生事业发展需要的人才具有积极的意义。

王凯云总经理一行在校期间参观了校史馆、口腔医学实训中心，

详细了解了我校的发展历史和取得的成果，对我校快速优质发展表

示赞赏。

附：

锦冠桥义齿集团是一家专业从事义齿研发、生产、加工、销售、

服务于一体的大型民营企业。公司创办于 1993 年，经过 20余年的

开拓创新，现在国内已发展有 11家分公司，配备有国际顶尖的口腔

修复体制作设备，包括 3D打印系统、激光 3D快速成型系统、德国

泽康 CERCON 系统、阿曼吉尔巴赫/西诺德 CAD/CAM系统，威兰

德 Zenotec selectCAD/CAM系统，ARUM 5X CAD/CAM系统，纯钛

支架切削系统等。锦冠桥义齿集团现已成为国内义齿行业具有相当

规模和影响力的生产和服务供应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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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与安徽三爱口腔集团、合肥卓越义齿制作有限公司举行

校企合作签约仪式

5 月 21 日下午，我校与安徽三爱口腔集团、合肥卓越义齿制作

有限公司校企合作签约仪式在第一会议室举行。副校长耿磊、教务

处和口腔医学系相关负责人，安徽三爱口腔医疗集团副总经理陶茹、

合肥卓越义齿制作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卫兵、合肥卓越义齿制作有限

公司行政经理吴雅辉参加仪式，教务处处长张平平主持了仪式。

会上，耿磊副校长对陶茹副总经理、王卫兵总经理一行表示热

烈欢迎，对安徽三爱口腔集团和合肥卓越义齿制作有限公司为我校

口腔医学专业和口腔医学技术专业的支持表示感谢，他介绍了我校

的办学历程和基本情况，希望双方共同努力，为学生实习、就业搭

建更好的服务平台。

王卫兵总经理和陶茹副总经理先后就公司的发展历程、企业发

展核心、发展思路等作了介绍。他们均表示十分重视此次合作，将

尽快制定完善的人才培养方案，利用自身的行业优势，推进产教融

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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耿磊副校长、陶茹副总经理、王卫兵总经理共同签署校企合作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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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卫兵总经理在校期间参观了口腔医学实训中心，陶茹副总经

理为口腔医学系学生做了主题宣讲。

附：

三爱口腔集团是专注于口腔临床医疗机构建设与管理、口腔医

学设备材料研发、应用与推广、口腔医学设备材料贸易、义齿加工

技术研发与生产为一体的医疗集团。集团下属的合肥三爱口腔,蚌埠

三爱口腔,亳州三爱口腔，固镇三爱口腔，利辛三爱口腔，合肥卓越

义齿制作有限公司已经投入运营与使用。

合肥卓越义齿制作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4 年 6 月，是一家集义齿

加工、齿科材料销售、研发、培训于一体的综合性独资企业，为安

徽省内最大规模的义齿加工中心。2006 年导入 ISO9000 质量体系，

2016 年 7 月份通过了《医疗器械生产质量管理规范》体系认证。公

司拥有 9套美国、德国、日本世界上最顶级五轴全瓷电脑加工设备；

2013 年，取得美国登士柏公司维它灵支架系统、Starloy C 钴铬合

金烤瓷、美国泽康全瓷、日本则武全瓷、国产沪鸽全瓷等安徽省唯

一生产授权单位。

★附属、教学医院动态

附属淄博市第一医院临床教学工作情况

淄博市第一医院开展教学检查

4 月 10 日-11 日，科教科对医院临床教学工作进行了检查与考

核。检查的主要内容为教学科室的相关教学材料和实习学生的出勤

情况。本次检查相比三月的检查已有了很大的改善，大部分教学材

料已经完善，本次检查中的优秀科室有：心内二科、消化内二科、

泌尿外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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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属第二医院（周村）临床教学工作情况

周村区人民医院开展带教教师评教工作

为了进一步促进教学相长，我们不定期在见习老师带教群里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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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老师授课信息和学生对带教老师带教的评价，让各位带教老师了

解学生的心声和自己上课的表现，有则改之无则加勉，以此促进教

学质量的提高。

组织考研指导、交流座谈会

4月 12日下午，科教科为 2014级临床医学本科 6班的同学们

组织了一场别开生面的考研指导、交流座谈会，我们邀请了我院新

进的应届毕业研究生胥家永医师和刘冉冉医师来到教室与同学们分

享了他们考研的经历，并与同学们就下一步如何备考研究生进行了

面对面交流，对同学们提出的问题逐一解答，同学们受益匪浅。本

次活动中，同学们对两位老师的精彩讲解和认真指导表示非常满意，

会后两位老师与同学们互留联系方式，方便日后及时沟通。

组织见习生参观医院手术室

4 月 23 号下午，医院根据学生见习的要求，安排了部分见习生

参观我院手术室。同学们着装整齐，在手术室老师的带领下一一参

观了我院的各类手术间，手术室的老师给同学们讲解了各类手术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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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适用手术类型，对手术室的布局和区域划分也进行了讲解。

通过参观，同学们很直观的了解了手术室的相关情况，对层流

手术室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均表示此次参观受益匪浅，相信在以后

的实习及工作中会对自己有所帮助。

组织“医疗质量（病历）与医疗安全”讲座

4 月 26 日下午我们邀请了我院医患关系办公室王希军主任给同

学们进行了一场“医疗质量（病历）与医疗安全”讲座，王主任就

当前的医疗环境和医疗现状进行了分析和讲解，结合一些典型的医



14

疗纠纷案例对医疗文书的书写进行了剖析，强调了医疗文书在医疗

纠纷案件中的重要性，使同学们对医疗文书的书写的重要性有了进

一步的认识。相信通过此次讲座，一定会使同学们在以后的实习及

工作中对医疗文书的书写更加重视。

北大医疗淄博医院临床教学工作情况

组织见习生进行结业考试补考

学期初，北大医疗淄博医院科教科组织 2017 级临床专升本 2 班

部分学生完成 2017-2018 学年第二学期结业考试补考工作。同学们

按时参加考试，考场纪律良好。

组织进行督导听课

4 月 20 日，北大医疗淄博医院科教科组织医院临床兼职教师 5

人到 2017 级临床医学专升本 2班教室进行督导听课，普外肛肠科李

伟主治医师授课《阑尾疾病》，并随之对学生发放《齐鲁医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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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堂教学效果调查表》，学生课堂效果反馈良好。

兰陵县人民医院临床教学工作情况

奋进中的专升本五班

春夏之交，气候宜人。在这个干劲十足的季节里，我们于 2018

年 4 月 20 日举行了“奔跑吧鲁医之 2017 级临床专升本 5 班趣味运

动会”。运动会在兰陵县人民医院科教部赵传国主任的庄重致辞下

隆重开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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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比赛共设置萝卜蹲、抢凳子、背对背夹气球、拔河以及丢

沙包等十余个项目，下面小编带大家一起看看我们五班学子的趣味

运动会。

萝卜蹲、萝卜蹲，我们大家一起蹲。只要心在一处，我们就会

攻无不克，战无不胜。

当音乐响起的时候，当凳子被抽掉的时候，当又一名对手被淘

汰的时候，成功的彼岸就离你更近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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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靠背夹的是气球，心连心传递是友谊。而我将你背起更能彰

显出我们之间的姐妹情。

长长的绳子，连起你我的团结与友爱；嘹亮的口号，传递着彼

此的勇气与力量，这一刻，不为赢得同学的欢呼，只为心中的执念

与脚下的拼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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迈着整齐的步伐，你们就像战场上的勇士；喊出整齐的口号，

你们就像远征的大军，你们不赢谁赢。

一次起跳，代表着一次成就，一次落地，代表着一次成功，加

油吧同学们，抓住了手中的绳子，你就抓住了成功。

友谊第一，比赛第二，同学们齐心协力，将友谊的真谛完美诠

释。为了赛事，也总有人默默无闻，甘愿付出，在这里向你们道一

声，你们辛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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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滴水只有放进大海里才不会干沽，一个人只有把自己融入集

体才能最有力量，我们是本次运动会的最强者。

美好的时光总是一瞬间，比赛到最后，我们以集体合照的形式

将这时光挽留。

会场上的场景依然在脑海中浮现，我们的赛事已经结束，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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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友谊将永驻。如果说生命是一场竞争,我参与,也把滋味品尝。

那么,让我们抬起头,甩掉心中的压抑,继续勇往直前，为了心中坚持

的信念，奔跑吧五班学子。

兖州区人民医院临床教学工作情况
实习教学工作管理

4 月 23 日进行理论上机出科考试，王琳琳、李蓉监控，李蕊巡考。

4 月 26 日开始由技能培训中心王杰进行为其一周的心肺复苏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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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习生大讲课

4 月 24 日，呼吸内科郭景东主任讲授《抗生素的临床合理应用》

4月 24 日，乳甲胸外科带教老师讲授《乳腺癌患者的护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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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窗

淄博矿业集团中心医院简介

山东能源淄矿集团中心医院始建于 1904 年，至今已走过了

110 余年的光辉历程，是集医疗、教学、科研、预防、保健、康复、

急救为一体的区域性三级综合医院，是华北理工大学附属医院，山

东省第二家、淄博市唯一一家矿山医疗救护中心，华东地区、山东

省首家中国煤矿尘肺病防治基金会定点医院，山东省千佛山医院全

面合作医院。

医院占地面积 44403.4 平方米，拥有职工 1128 名，其中高中级

专业技术人员 494 人，开放床位 1000 余张。设有 26个职能科室，

43个临床医技学科。骨科、泌尿外科、普外科、神经外科、心血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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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科、神经内科为淄博市特色专科，心血管内科为淄博市临床重点

学科，有 3 名专家分获淄博市名医、名中医称号。自 2010 年以来，

医院开展科研项目、新业务、新技术 200 余项，六十多项科研成果

达国内领先水平，其中两项科研成果达国际先进水平。尤其在创伤

救治、介入诊疗、血液透析、心脑血管病、微创手术治疗方面具有

较高的实力和水平。

医院具有先进的医疗技术和管理力量，组建了一支老中青结合、

德医双馨、爱岗敬业的医护团队。早在上世纪 60年代初（1964 年），

成功完成全国第二例断肢再植术；80年代，完成淄博市首例同种异

体肾移植术、体外循环下心脏直视手术；1996 年率先在淄博市开展

介入诊断治疗，2004 年完成淄博市第一例微创经皮肾镜碎石术，2007

年在省内率先开展的大容量双肺同期灌洗治疗术。近年来，先后成

立了心脏康复中心、脑卒中中心、胸痛中心、心脑中心等综合诊疗

中心，开设了山东省首家双心门诊，开展了急性脑梗塞溶栓治疗、

经皮穿刺颅外脑血管腔内支架植入术、心脏康复、复杂动脉瘤开颅

夹闭术、支架辅助动脉瘤栓塞术、经侧裂入路脑内血肿清除术、3D

腹腔镜下肾部分切除术等新技术、新业务，部分项目填补了淄博市

空白。

医院拥有西门子 1.5T 超导磁共振、西门子新双源炫速 CT、飞利

浦 1200 毫安数字减影机、日立平板数字胃肠机、日立 7600 全自动

生化分析仪、飞利浦 G4、GEE8 四维彩超、单光子发射型计算机断层

仪（SPECT）、电子直线加速器、大型高压氧舱、高清染色超声内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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镜、钬激光、绿激光、钼靶等各类高精尖医疗设备及配套设施 300

余台，拥有全套的高清手术内窥镜系统，微创手术治疗居省内前列。

医院秉承“厚德精医、创新发展”的医院院训，不断加强学科

建设、人才建设、技术建设、文化建设，努力建设技术精湛、服务

周到、群众满意的医院，为患者提供优质的医疗卫生服务。先后获

得山东省卫生系统先进集体、山东省煤炭工业先进单位、山东省医

院管理先进集体、淄博市重大医疗救援先进集体、市级文明医院、

爱婴医院、三星级医院、淄博市“雷锋号”先进集体、振兴淄博劳

动奖状、山东省职工最满意的医保定点医院、山东省省管企业文明

单位等荣誉称号。

欢迎各临床教学基地踊跃提供教学工作动态和新闻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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