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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2018 学年第一学期

齐鲁医药学院 11 月份实践教学基地活动情况汇总

我校成功举办 2017 年临床教学教师培训班

为进一步规范临床教学，提高临床教学水平，加强临床师资队

伍建设，推动临床教学的规范化、标准化和同质化，11月 7 日-10

日，我校成功举办 2017 年临床教学教师培训班，来自 11所附属教

学医院的 55名临床教师参加了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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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7 日，开班仪式在第四会议室举行，学校顾问高培福出席

仪式并讲话。他指出，此次培训班的举行旨在推动学校与各医院在

医疗、科研和人才培养等多方面的更深层次的交流和合作，实现各

医院的医、教、研协调发展，充分体现教学相长的优越性，最终实

现培养高素质医学人才的目的。他希望通过此次培训，学校、医院

之间可以进行广泛交流，相互借鉴，形成协作求发展、合力育人的

良好局面，共同推进临床教学改革，提高临床教学质量。

本次培训班安排了丰富实用的培训内容。11 月 7 日，临床医学

院院长栾建国对课堂教学设计进行了详细讲解；公共教学部计算机

教研室副主任王大庆讲解了多媒体课件的制作方法与技巧；基础医

学教学部副主任张琳琳等 8 位教师进行了基础课程及临床专业课示

范授课。11 月 8 日，在直属附属淄博市第一医院，周其峰教授等 8

位教师就教学查房及见习带教进行示范教学交流。11月 9 日，临床

医学院陈红等 8 位教师就清创缝合术、穿刺技术、新生儿窒息复苏

术等 8 个项目进行了示范教学。11 月 10 日，临床医学院陈磊等 4

位老师与参培人员分别进行了内、外、妇、儿四门专业课集体备课

活动。

11月 10 日，结业典礼在第四会议室举行，校长匡奕珍、学校顾

问高培福、直属附属第一医院科教科科长苏保鑫出席，并为本次培

训合格的 55名教师颁发了结业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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匡奕珍校长高度肯定了本次培训班取得的成绩，并对下一步工

作提出了三点要求：一是要深化医教协同，进一步推进医学教育改

革；二是要更新教育理念，进一步提高人才培养质量；三是要加强

师资队伍建设，进一步提高教学能力与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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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附属薛城区人民医院的薛城敬及昌乐县人民医院的孙春蕾

作为培训教师代表发言。两位教师分享了这几天培训的收获及感想，

并表示在以后的教学工作中会更严格要求自己，成为一名优秀的临

床教师。

此次培训班的成功举办，加强了各附属教学医院的交流与联系，

为临床医学专业认证工作奠定了良好基础，对于更新临床教师教学

理念、进一步提升医院整体教学水平有积极的意义。

临床医学院院长栾建国作课堂教学设计讲座

示范授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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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院见习带教、教学查房

医院见习带教、教学查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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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范教学

集体备课

结业典礼



8

我校成功举办第三届教师教学竞赛

11月 18日，我校第三届教师教学竞赛活动圆满结束。学校副校

长耿磊、学校顾问高培福、相关部门负责人担任本次竞赛评委。

决赛阶段，来自 10个教学医院、9个院系（部）的参赛教师从

提交的 3个教案中现场随机抽取一个节段进行 15分钟的课堂讲授演

示。在规定时间内，他们全力投入、尽情展示，教学内容生动丰富，

教学过程严谨有序，教态仪表自然大方，授课富有激情，把各自的

教学特色展示得淋漓尽致。经过激烈角逐，来自临床医学院的杨敏

敏老师和附属桓台县人民医院陈立男老师获得本次竞赛的一等奖，

基础医学教学部的李帅老师、护理学院的纪京绪老师、商学院的孙

楠楠老师、济宁兖州区人民医院的邢磊老师、附属淄博市第一医院

的许聿新老师、昌邑市人民医院的徐紹源老师获得二等奖，药学院

的杨雪老师、口腔医学系的曹雪梅老师、医学检验系的龚晓华老师、

医学影像系的王钒老师、附属新汶矿业集团中心医院的黄桢老师、

济宁泗水县人民医院的张瑞老师、周村区人民医院的宋硕老师、北

大医疗淄博医院的阎文娟老师获得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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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后，学校顾问高培福教授进行了点评，对教师如何提高教学

能力提出意见。他认为，本次教学竞赛非常成功，参赛教师给大家

带来了一场精彩的教学艺术展示，充分展现了我校教师课堂教学的

良好精神风貌。

本次大赛分为院系（部）初赛选拔和学校决赛两个部分，历时

近一个月。在选拔环节，各院系（部）高度重视，成立领导小组，

制定实施方案，认真做好组织动员工作，形成广大教师人人参赛的

良好氛围。此次教学竞赛教学医院教师与学校教师同台竞技，为全

体教师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学习观摩和展示平台，对提高我校教师教

学能力、推动教学改革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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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属、教学医院动态

昌邑市人民医院临床教学工作情况

齐鲁医药学院匡奕珍校长到昌邑市人民医院调研教学工作

10 月 28 日，齐鲁医药学院党委副书记、校长匡奕珍、学校顾问

高培福教授，到昌邑市人民医院就临床教学工作进行考察调研。医

院副院长王晓波、科教科科长韩玉亭等陪同。学校领导一行，看望

了 2017 级临床专升本教学班学生，视察了多媒体教室及实习学生宿

舍，并详细了解了学生的生活、学习情况。学生们对校领导的关心

表示感谢，表示决不辜负学校及医院领导的期望，努力学习，认真

实习，争取早日成为合格的医学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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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实地调研后，学校领导和医院领导进行了座谈，听取教学工

作汇报和对齐鲁医药学院教学管理工作的意见，同时就提高教学基

地师资水平和管理水平、加强学生管理工作等问题进行了交流。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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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长代表学校对昌邑市人民医院为临床教育教学工作做出的贡献表

示衷心感谢。他指出，临床教学是培养学生临床实践能力，保证人

才培养质量的重要阶段。齐鲁医药学院临床教学基地数量多、分布

广，管理工作难度相对较大。临床教学工作要本着学生为主、教师

为先的理念，对学生既要严格要求，又要热心周到服务。要加强学

校与医院的紧密联系，加强教学基地建设，定期举办多种形式的教

学培训活动，努力提高齐鲁医药学院临床教学基地的教育教学水平，

切实把临床教学管理工作做好、做实，让学生满意，让家长放心。

座谈会后，在医院副院长王晓波等领导的陪同下，匡奕珍校长

一行参观了医院新门诊楼及外科病房综合楼，并出席了新门诊楼及

外科病房综合楼启用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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淄博市第一医院临床教学工作情况

淄博市第一医院组织实习学生参加省级学术会议

10 月 28 日，山东省老年医学学会眼科专业委员会第二次学术会

议在原山大厦会议室举行，来自北京同仁医院、中山大学中山眼科

中心、山东大学齐鲁医院、青岛市立医院、临沂市人民医院、青岛

眼科医院等 6家知名医院的 11位眼科专家参加会议，淄博市第一医

院副院长叶大勇出席致开幕词，除了来自全国各地的医学专家参加

外，科教科也组织全体临床医学专业实习学生参加了本次会议。

会上中山大学眼科中心黄挺教授就《角膜内皮移植的临床应

用》、北京同仁医院的马凯教授《PCV 的影像学特征》等进展进行了

充分讲解，淄博市第一医院张淑娥主任通过病例分享《首诊为青光

眼的原田氏病 2例》的形式树立了眼部疾病诊疗概念，现场交流气

氛活跃，探讨深入。

本次讲座向学生展示了医院积极向上的学术氛围，通过听取学

术交流会议，学生对所学的医学专业有了一个更高层次的认识。从

专家身上深刻体会到“活到老，学到老”和“严谨治学”的学术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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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对专业的学习和就业选择有了更明确的方向。来参会的学生都

表示参加省级学术交流是一次很好的学习和锻炼的机会，除了听取

了先进的学术报告，更通过与专家们的交流增长了自己的见识，开

拓了眼界，同时希望以后可以有更多的机会与来自全国各地不同专

业的专家进行交流学习。

新汶矿业集团中心医院临床教学工作情况

新汶矿业集团中心医院组织期中教学工作总结

11 月 2 日，教学分管院长王恩荣副院长组织教研室主任及教学

秘书召开教学工作会议，会上王院长带领大家温习了临床教学规范，

对近期教学工作在人员少、工作量大的情况下认真完成做出了肯定。

各教研室主任分别从临床教学管理、教学方法改革、临床技能培养、

学生管理、实习带教、课堂教学等方面做了经验介绍，并与大家交

流讨论，教学秘书根据医院教学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改进意见。

会后王院长说到，要加强制度建设，不断充实教学内涵，尊重教学

大纲，加强制度管理，持续改进工作，努力提高教学质量；教学过



15

程中要爱护学生，关心成长，教学相长；教学管理部门要经常下临

床教学一线，检查督导教学工作，及时总结好的经验与做法，对存

在的问题要及时解决。

新汶矿业集团中心医院各项教学工作稳步进行

齐鲁医药学院新矿集团中心医院2014级临床见习班已经开课两

个月了，各项教学工作稳步开展，理论授课及见习带教工作正常进

行，学生按时上课及参加临床见习，教学科加强学生管理，每周组

织学生召开班会，针对学习和生活中存在的问题提出意见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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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医疗淄博医院临床教学工作情况

北大医疗淄博医院组织学生参加淄博市继续医学教育项目

11月 4日上午，北大医疗淄博医院医教科组织我校 2017级临床

医学专升本教学班学生参加淄博市继续医学教育项目——《脑血管

病诊治新进展》培训班，培训效果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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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陵县人民医院临床教学工作情况

兰陵县人民医院各项教学工作稳步进行

教学秩序良好。教学按照课程表安排有序进行，学生认真遵守

课堂教学纪律，教学秩序良好。教师十分重视提高教学质量，相互

间对教学工作积极探讨学习，努力提高教学质量和教学水平。教师

举止端庄，文明授课，严谨治学。学生尊重老师，专心听课，遵守

课堂秩序。教学氛围浓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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鱼台县人民医院临床教学工作情况

我校见习生郭婕妇科见习体会

今天我们来到了妇科见习，在王艳丹老师的带教下我们收获颇

多。我深刻认识到做好病史采集和体格检查的重要性，它不仅是诊

断疾病的主要依据，同时也是妇科临床实践的基本技能。

“在询问病史的过程中我们必须掌握以下四点：①有效的交流

沟通②目的性交流暗示③态度和蔼语言亲切④保护隐私，轻重缓

急。”王老师反复强调，其重要性也就不言而喻了。是的，在当今

这个时代下能缓解医患关系紧张的一个重要方法就是沟通技巧了，

只有这样医护人员才能从患者那获取到详细准确有用的信息，患者

也可以信任依赖医生，从而营造一个舒适轻松的氛围，可以说是一

举两得，何乐而不为呢？另外在体格检查的过程中也要关心体贴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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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者，严格按照操作规定，检查要仔细动作要轻柔，让患者处于一

个放松的状态。

王老师还强调了医疗文书书写过程中必须要严格遵循的十二字

方针----“客观、真实、准确、及时、完整、规范”。相信作为一

名医学生，我们都应该知道书写病历是我们迈向临床的第一步，是

我们成为一名合格医生的第一步！

病史采集和体格检查完成后最重要的就是鉴别诊断了，妇科常

见的临床症状包括阴道流血、白带异常、下腹痛、外阴瘙痒及下腹

部肿块等。出现这些临床症状的病因往往不大相同，这个时候我们

就要充分利用理论知识及相应的检查而明确诊断。

随后王老师又带着我们去看了病人，通过问诊触诊向我们演示

了刚才学过的理论知识，这种理论知识与临床实践结合的学习方法

让我受益匪浅，让我在这节课中不只是听了一些枯燥的语言，而是

更加轻松更加深刻的掌握了病史采集和体格检查的技巧。

最后我非常感谢王老师在这节课中耐心的指导以及科学的教学

方法，它让我受益良多。同时也非常感谢医院能够为我们提供优质

的教学资源，给我们营造轻松的学习氛围。理论与实践知识的掌握

也使我对未来的医生之路充满了信心，我相信只要我们严格做到“三

基三严”-----“三基”即指“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基本技能”，

“三严”则是“严格要求、严谨态度、严肃作风”，我们就一定能

在不久的将来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保持自己最初学医的初心，最

终成为一名优秀合格的临床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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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窗

非隶属附属医院——新汶矿业集团中心医院简介

新汶矿业集团中心医院建院于 1956 年，隶属于国有特大型企

业――新汶矿业集团，位于新泰市新汶办事处新建二路西首，是一

所集医疗、保健、预防、科研、教学和康复为一体的国家三级乙等

医院。医院占地面积 61938 平方米，其中，建筑面积 44508 平方米。

现有床位 778 张，在岗职工 826 人，其中：高级职称专业技术人员

95人，中级职称 300 人，硕士研究生 19人，在职研究生 50人。拥

有东芝 320 排容积 CT、1.5T 磁共振、美国 GE 16 层螺旋 CT、德国

CR、美国 DR、荷兰 DSA、美国数字乳腺摄影机、美国彩超（4台）、

双波源超声聚焦刀、直线加速器、日立大生化、高压氧舱、日本数

字化胃肠机、美国氩氦刀、美国钬激光等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大型

医疗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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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芝 320排容积 CT

1.5T磁共振

荷兰菲利普大型血管造影和介入成像设备(D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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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线加速器

本院积极开展科研、技术革新和推广应用新技术，在严重多发

性创伤急救、骨外科、心血管内科等方面有独到之处，省内技术水

平领先。骨外科、心内科、肾内科、神经外科、泌尿外科是医院的

重点科室。近年来，先后成功开展了神经外科导航手术、体外循环

下心脏瓣膜置换术、房、室缺损修补术、冠状动脉搭桥术、全髋置

换术、神经、骨显微外科、足趾移植再造拇、手指术、肢体延长术

等高新技术，并成功推广应用微创外科和介入治疗，常规开展腹腔

镜、关节镜、等离子刀、钬激光手术和冠状动脉造影、冠状动脉腔

内成形及支架植入术、先天性心脏病介入治疗、食管支架植入术、

肾动脉狭窄支架植入术、全脑造影术、氩氦刀冷冻技术治疗肿瘤、

各种过敏源检测等。

在医院文化建设方面，注重医院的内涵建设，营造和倡导积极

健康的文化环境和核心价值。医院按照“人性化”的管理理念，大

力弘扬“诚信、敬业、关爱、创新”的医院精神和“尽职、尽责、

尽心、尽力”的医院院训，通过开展学习和专家培训，提高中层干

部的执行力，不断增强主人翁意识，提高了员工的凝聚力。医院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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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完善工作流程，增加服务窗口，加强细节服务，对医院的标牌、

标识等进行统一设计，逐步完成了医院从科学管理到文化管理的提

升，打造了具有新矿集团中心医院特色的服务品牌。

本院环境幽雅，设施一流，建有全省一流水平的体检中心、特

需病房楼和国家级层流净化洁净手术室。病房达到宾馆化标准。与

“上海白玉兰远程医疗中心”设有远程会诊系统，对各种疑难复杂

病症可在 72小时内组织北京、上海等各地著名专家通过卫星电视进

行面对面的会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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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医院先后被评为“全国管理创新模范医院”、 “全国

医疗卫生行业质量放心、医术可靠、服务满意十佳诚信医院”、“全

省花园式单位”、“全省消毒与医院感染控制工作先进集体”“全

省百姓口碑最佳荣誉单位”、“泰安市文明单位”、“泰安市质量

信得过医院”、“全市医德医风建设先进单位”、“泰安市行风民

主评议先进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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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