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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2018 学年第二学期

齐鲁医药学院 1、2月份实践教学基地活动情况汇总

山东省临床检验中心领导来校考察

应医学检验系邀请，1月 6 日上午，山东省临床检验中心主任卢

志明教授，山东省立医院检验医学部主任、山东省临床检验中心副

主任张炳昌教授，淄博市临床检验中心主任、市中心医院检验科主

任张文教授等一行 4人来我校考察。副校长耿磊在第一会议室接待

了来访客人，医学检验系张杰主任及部分老师参加会议。

会上，耿磊副校长介绍了我校的办学历史、基本情况、办学成

绩、办学特色以及新校区建设情况。双方就医学检验系基本情况、

学生培养、师资培训及专业发展等情况展开交流。

张炳昌教授在学术报告厅做了“临床检验现状及进展”的学术

讲座。张教授以检验技术的进展为主线，结合临床案例分别从临床

检验医学的地位、作用、前景、人才需求等方面对医学检验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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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了详细的解读。张教授对同学们提出几点希望：要好好学习、终

身学习；要踏踏实实做人、认认真真做事；要有使命感，热爱医学

检验，努力加强自己的学历教育，牢固树立专业理想，为医学的进

步贡献自己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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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校城融合谋求共赢发展——我校携手周村区人民政府

共建直属附属医院

1月 10日，学校与周村区人民政府合作共建直属附属医院洽谈

会在第一会议室举行。周村区人民政府副区长李寅萍、周村区卫计

局局长鲍滨、周村区人民医院院长李传贵、学校校长匡奕珍、副校

长耿磊、顾问高培福出席了洽谈会，教务处等相关部门参加了会议。

副校长耿磊主持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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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长匡奕珍在讲话中表示，与周村区人民政府合作共建直属附

属医院是学校加强校城融合，谋求共赢发展的重大举措，是双方深

度合作的重要成果，也是学校加强附院建设、提高实践教学水平的

一件大事，既有利于学校临床教学质量的提高，也有利于医院医、

教、研整体水平的提升。他强调，在周村区人民政府的大力支持下，

学校将充分发挥在学科建设、技术力量和人才梯队等方面的优势，

按照共建协议，强化医教研协同，促进医教研相长，将直属附属医

院建设成为区域性高水平三级综合性医院，让周村区人民享受到更

优质的医疗服务，为推动周村区医疗卫生事业和经济社会发展做出

贡献。

副区长李寅萍在讲话中指出，周村区人民医院借助齐鲁医药学

院的学科、技术和人才优势，增强院校合作，提升医疗服务水平和

医学人才培养质量，对于推进周村区医药卫生综合改革，实现区域

全民健康目标具有重要意义。区政府将按照医院“三不变”原则，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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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规划、政策引领、资源配套等方面，全力支持齐鲁医药学院附

属医院建设工作，推动双方高端人才引入和团队建设，提升公共医

疗和服务水平，促进健康产业快速发展。力争在 5年内，将医院建

设成为一所集医疗、教学、科研为一体的高水平三级综合性医院。

双方就《齐鲁医药学院与周村区人民政府共建直属附属医院协

议》的有关内容进行了研究和商讨，决定近期举行共建直属附属医

院签约暨揭牌仪式。

★附属、教学医院动态

兖州区人民医院临床教学工作情况

见习教学工作管理

2014 级临床医学专业本科5 班期末考试，由科教部、教研室人员

共同监考考查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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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级临床医学专业本科 5 班期末考试，由学校、科教部、教

研室人员共同监考考试课。

实习教学工作管理

12 月 29 日王琳琳、李蓉监控，李蕊巡考理论上机出科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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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月 18 日进行技能操作抽考，神经内科带教老师张翼翀医师监

考体格检查。

神经外科彭利敏护士监考氧气吸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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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月 17 日实习生大讲课，产二科党辉辉医师为医疗医技实习生

讲授《妊娠期糖尿病》。

产二科二区带教老师郭双双护士为护理实习生讲授《正常新生

儿的生理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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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 30日实习生大讲课，创伤外科带教老师王伟医师为医疗医

技实习生讲授《骨折治疗的外固定技术》。

护理部张倩护士为护理实习生讲授《护理相关法律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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淄博市第一医院临床教学工作情况

淄博市第一医院召开实习学生座谈会

1 月 2 日下午，在 2017 年全国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刚刚结束和

2018 年新年伊始，我院科教科在教学楼多媒体教室召开了考研学生

座谈会。

科教科苏主任首先简要说明了召开本次座谈会的目的，并对我

院今年参加考研的实习同学顺利完成考试表示祝贺并致以新年的祝

福。

苏主任强调并鼓励同学们：第一，要增强自信。考研结果不重

要、过程很美好。积累总会有收获，参加了考研就比其他同学有了

更多的经历；第二，要及早准备。考研要与自己的学业规划联系在

一起，上大学不要稀里糊涂，要及早关注自己的专业、学科、方向，

要增强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加强与老师的沟通交流。最后，苏主任

也对科教科的工作提出了要求：要与同学多交流，多关心、多引导

同学；要更细致周到地做好服务工作，让更多的同学站上更高的平

台、有更高的层次、更好的发展，为国家和社会做出更大的贡献。

兰陵县人民医院临床教学工作情况

2017 级临床医学专业专升本 5 班

2017-2018 学年第一学期期末考试圆满结束

2017 年 12 月下旬接到齐鲁医药学院教务处《关于 2017 级临床

医学专业专升本班期末考试安排及放假的通知》后，兰陵县人民医

院科教部按照学校的要求，准备考场，调配监考人员，保证考试顺

利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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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确保考场纪律，把考场设在培训中心合堂教室，保证考生

之间至少空一座位。在各教研室选派监考人员，保证每场考试至少

有两人监考。

考试前，召开学生考前动员会，严肃考风考纪，严禁携带相关

书籍、资料、手机等进入考场，杜绝作弊现象。后接到学校通知对

《局部解剖学》开卷考试时，只允许学生携带课本进考场。

考试过程中，监考老师认真负责，学生严格遵守考场纪律。期

间学校教务处派花楷老师亲临考场指导监考，保障了考风考纪的严

肃性，没有发现一例严重违纪行为的学生，圆满完成了本次期末考

试工作。

学校教务处花楷老师亲临考场指导监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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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医疗淄博医院临床教学工作情况

北京大学国际医院医生为我校见习生授课

1月 12日，北大医疗淄博医院医教科特邀北京大学国际医院睡

眠中心张伟医生给齐鲁医药学院 2017级临床医学专业专升本 2班授

课《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的诊断及治疗》，张伟医生的精彩

授课，引用多个临床案例，引起了同学们的一致好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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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级临床医学专业专升本 2 班

2017-2018 学年第一学期期末考试圆满结束

根据齐鲁医药学院教务处期末考试通知安排，北大医疗淄博医

院医教科于 2018 年 1 月 2日-5 日、1 月 13 日组织 2017 级临床医学

专业专升本 2班进行第一学期期末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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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开 2017 级临床医学专业专升本 2 班

2017-2018 学年第二学期课程安排工作会议

1月 3日，北大医疗淄博医院医教科组织临床兼职教师召开2017

级临床医学专业专升本 2 班 2017-2018 学年第二学期课程安排工作

会议。医教科科长孙静主持会议，会后副院长李其海表示“必须要

做好教学工作，以高度的责任心和使命感推动我院临床教学工作稳

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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昌邑市人民医院临床教学工作情况

圆满完成齐鲁医药学院 2017-2018 学年第一学期教学任务

我院领导高度重视本学期教学工作，根据齐鲁医药学院本学期

期末教学工作要求，近期认真开展了期末教学检查。重点检查、督

导各教研室教学计划实施情况以及对任课教师授课进行评价并反

馈，同时检查了任课教师教学材料收集情况。

按照齐鲁医药学院教务处期末考试安排要求，我院科教科积极

组织认真安排期末考试工作：

1、分管院领导召开了由各教研室主任、科教科、任课教师参加

的会议，明确提出考试工作是教学管理的重要环节，是教学质量管

理与评价的重要内容，应坚持公平、公正、诚实、严谨的原则。考

试是检验教学效果、保证教学质量的重要手段，其目的在于指导和

督促学生系统复习和巩固所学知识和技能，检验其理解程度和灵活

运用能力，调动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2、科教科召开了任课教师、辅导员、监考人员会。研究落实考

试工作的措施、要求和安排，布置有关考试的各项具体工作。

3、由辅导员老师召开学生动员会。明确复习和考试的目的、要

求和纪律，把学风、考风考纪教育作为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内容。

教育学生以诚实的态度对待考试，以真实的成绩证明自己。在考试

过程中培养学生诚实、守信、遵纪、守法的品德和作风。

4、根据考试要求安排设立两个标准化考场,每个考场安排两名教

师监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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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止 2018年 1月 19日，本学期期末考试全部结束，教学任务

全部完成。学生放寒假，已离院回家。

院领导组织召开教研室主任、任课教师会议，研究布署期末考试工作

分管教学的院领导巡视考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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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鲁医药学院派巡考老师巡视考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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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场秩序井然

召开 2017—2018 学年第二学期期初教学工作会议

为保证新学期各项临床教学工作顺利开展，2 月 27 日下午，在

教学楼五楼大会议室召开2017--2018学年第二学期期初教学工作会

议。院党委副书记王宝川、副院长王晓波、各教研室主任、副主任、

教学秘书、本学期全体授课教师及科教科教学工作人员参加会议。

会议由副院长王晓波主持。

王晓波副院长对上学期临床教学工作进行了总结，并对新学期

开学准备情况和新学期教学工作进行了布置。随后，科教科进行了

齐鲁医药学院教学规范核心内容的讲解，并针对上学期教学工作中

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反馈，说明了教学过程中的要求，并对新学期任

课教师进行了师资培训。王院长要求，各教研室务必高度重视教学

工作，组织召开期初教学工作会议，做好开学前各项准备工作，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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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是“第一周、第一天、第一节课”，确保教学工作安全有序。目

前我院授课教师均为兼职教师，既要做好临床工作又要做好教学工

作，时间紧，任务重，要克服困难，充分调动临床教师的积极性，

保持高度的责任心，把新学期的教学工作做好，保证新学期临床教

学工作顺利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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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村区人民医院临床教学工作情况

组织“2018 年新聘授课老师试讲课”活动

2 月 28 日下午，周村区人民医院进行了“2018 年新聘授课老师

试讲课”活动，杨圣明副院长、丁林副院长、张雨禄副院长和各教

研室主任作为评委参加了试讲课活动。

全院 35名教师参加了本次活动，科教科韩英主任在试讲课开始

前进行了注意事项的讲解，使每位老师对试讲课进一步增加了认识。

各位老师精心准备课件，激情洋溢地进行授课，授课效果得到

评委一致好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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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这次试讲课活动，使每位教师从思想上对给学生讲课有了

更深刻的认识，均一致表示，要把自己的所学和所掌握的临床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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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给同学们讲课的机会全部传授给他们，使他们在医院的见习收获

满满，通过理论联系实际，使他们的业务知识掌握得更加牢固。

★视窗

非隶属附属医院——薛城区人民医院简介

枣庄市薛城区人民医院地处枣庄市高新技术开发区、市委市政

府驻地的新城区，是集科研、教学、医疗、保健、预防为一体的二

级甲等综合性医院。医院始建于 1949年，医院占地面积 4.7万平方

米，建筑面积 5.7万平方米，编制床位 600张，开放床位 718张，内

外妇儿床位数占全院床位总数的 92%，生均实习床位 9.2张。

我院分设 13个职能科室，26个临床科室，11个医技科室，骨

科、康复医学科为市级医学重点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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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院教学用房 1500平方米，多媒体教室 2处 230平方米，示教

室、实习医生办公室、实习医生值班室 860平方米，临床技能培训

中心 500平方米，我院临床医师 169人，聘任教师 82人，其中教授

5人、副教授 36人、讲师 41人，分别占教师总数的 6%、44%、50%。

我院每年进行“十佳教学能手”评选，“十佳”荣誉在职称晋升、

聘任量化时，占有较大比重。（医龄：0.4分；“十佳”：1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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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院设备总值 1.32 亿元

我院在承担教学任务以来，不断强化教学意识，完善教学管理

体系，规范各种规章制度，做好教学质量监控与评估，我院购置“24

小时医学频道三基网络视频”系统，为学生提供一个良好的学习、

生活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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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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