护理学院 2017 年工作总结
2017 年在校党委、行政的正确领导下，护理学院以邓小平理论、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十八大”
、
“十九大”精神为指导，以实
现一流学科为目标，全力推进“双一流”建设，一年来，通过全体师
生共同努力，在党建、教学、科研、学科建设、人才培养等工作方面
取得了一定的成绩，现具体总结如下：
一、加强班子建设，不断提升执政能力，为学院的发展提供政治
保障。
为把班子建设成为廉洁、精干、团结、亲民的班子，提高凝聚力、
战斗力，院党委坚持落实每 2 个月开展 1 次理论中心组学习，全年共
召开 6 次。每两周至少召开 1 次党政联席会议，全年共召开 22 次。
共同学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以及学校相关规定，探讨学院发展之路。
学院高度重视反腐倡廉工作，将此工作纳入到党委工作计划之中，党
政领导齐抓共管。2017 年对师生员工开展经常性纪律教育 4 次，召
开 3 次专题研究反腐倡廉工作班子会，进一步提高了党员干部思想政
治素质和精神境界，提高了防腐意识，保障了学院廉政建设工作的顺
利开展。
二、 加强党组织建设，落实党委主体责任。
切实落实“党委主体责任”，将“两学一做”学习教育活动融入
实践活动中。在“两学一做”学习教育支部风采展示活动中，本科生
支部案例被评为精品党支部工作案例。聚焦“迎接、学习、贯彻党的
十九大”这条主线，组织师生观看十九大开幕会、
《榜样》，制定了深

入学习十九大精神工作计划，通过自学、知识问答等形式开展了全方
位学习计划，用党的十九大精神武装头脑，开创了工作新局面。2017
年，组织了 7 次党课学习，召开党委会议 18 次，开展党日活动 14 次。
全年足额收缴并按时上缴党费。党委书记基层调研走访 13 次，与青
年教师谈话 12 人次，联系学生 22 人。制定和修改党建规章制度 13
项，2017 年发展党员 30 名，转正 18 名，完成党员数据库的维护、
管理工作，党员组织关系管理落实到位，没有新增失联党员、口袋党
员。
三、加强教学改革，优化教学模式、提高教学质量，培养又红又
专的护理人才
继续全面推进本科教学改革，完成开放性卓越护理人才培养体系
建设项目，已完成《常见病康复护理》
、
《基础护理操作技术》等 2 门
慕课、微课建设并线上运行，获得较好的教学效果。2016 级“创新
人才培养课程”已经完成第二期，学生科研、外语、专业能力显著提
升。2017 年学院获得 7 项教学改革立项；人才培养取得较好成绩。
2017 年获得国家级项目 8 项，校级项目 18 项，全院学生参与科研面
达到 100%。护理学院 6 支代表队参加第三届吉林大学大学生“互联
网+”创新创业大赛，获得校级一等奖三项，省级铜奖三项。学生发
表第一作者论文 12 篇。护理学本科生在吉林大学第六届生物技能大
赛中取得可喜成绩：一等奖 3 组、二等奖 4 组、三等奖 4 组。 2012
级本科生 9 名同学推免国内知名大学研究生，一次性就业率 97.8%；
按照《吉林大学专业与科研实验室评估办法（试行）
》和《吉林大学

专业及科研实验室建设与评价标准》，我院顺利通过学校专业实验室
校内评估工作，成绩良好，校内排名居前列；研究生管理规范有序，
课程建设不断完善。2017 年学院共招收博士研究生 12 名，学术型硕
士研究生 12 名、专业型硕士研究生 15 名，留学生 1 名。确立护理学
硕士研究生的多项核心能力，重新定位人才培养目标，构建科学课程
模块体系，完成学术型研究生和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方案的修订的和
教学大纲制订工作，已完成学术型研究生核心课程体系建设。
四、加强师资队伍建设，增强学术研究水平，创新科学研究思路，
科研成果取得显著成绩
2017 年有 3 名教师退休，同时 1 人晋升教授，1 人晋升副教授，
师资结构不断优化，高级职称中 45 岁以下占比 66.7%；其中博士学
历在博士生导师中占比 100%，硕士导师中占比 92.8%；为进一步提高
学院教师的学术能力，促进多专业、多学科交流，
2017 年学院成功举办了“2017 健康中国养老照护高峰论坛”
，有
来自省内外约 300 位护理学专家及代表参会。会议邀请了来自国内护
理学界 5 位重量级专家做了精彩报告，同时有 25 名研究生，11 名护
理专业本科生共计 36 人次作了科研项目汇报及壁报展示，充分展现
了学院的科研方向及水平，受到了与会代表的高度赞扬，提振了精神；
2017 年成功举办了 26 期学术活动，共计 62 人次作了学术报告；
选派教师参加国内学术会议 20 人次；学院教师按照临床进修计划全
部完成临床轮训，并提交学习总结和案例汇报。
2017 年护理学院获得吉林大学高原学科建设项目支持，经费 19

万元，人才引进配套资金 50 万元；学院完成公共实验平台建设，能
进行护理研究基本的基础实验；搭建完成 4 个方向的专项实验室；
创新的科研发展思路，迎来了丰硕的成果。2017 年学院获得科
研立项 10 项（纵向课题 6 项，横向 4 项），其中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
年基金 1 项。总合同经费 155.59 万元（其中纵向经费 122.8 万元，
横向经费 32.79 万元），在研项目经费 214.2 万元；2017 年教师发表
SCI 收录论文 8 篇（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
，发表中文期刊 47 篇（第
一作者或通讯作者）
。2017 年获得专利授权 8 项，其中发明专利 3 项；
2017 年在吉林省高等学校十三五高水平学科建设审核中获得“优势
特色学科（B 类）
”
，是省内唯一进入优势特色学科的护理学院；顺利
完成全国第四轮学科评估工作，获得 B-。
五、加强对外交流与合作，不断提高学院的核心竞争力
2017 年对外交流范围和领域不断扩展。与美国、澳大利亚、加
拿大、日本以及台湾地区开展交流合作，共有 12 位专家来院交流、
讲座；学院 4 位老师短期出国交流及参加国际会议；1 位老师作为高
级学者赴美访学， 2017 年学生海外交流比例达到 4%以上（21 人）
。
为加速我院康复治疗学教育国际化人才培养进程，使学生深入了解国
外先进的康复理念和前沿知识，今年我们引进了 1 门海外优质课程，
邀请台湾中山医学大学王南梅教授来我院对康复治疗学专业研究生
进行《言语科学导论》课程教学；邀请日本福井县里大学塚本利幸副
教授和輪倉一広副教授来学院讲学，澳大利亚阳光海岸大学 John
Atherton 教授和吴琼容副教授访问护理学院，就学生交流培养和教

师科研合作进行商讨。
六、强化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培养高素质护理人才。
院党委高度重视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一直将此项工作作
为党建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学生成才提供有力保障。一是加强天
使心职业道德基地建设。以“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十九大精神为
手指引，以“传承白衣精神”“南丁格尔精神”为核心，秉承“慎独
敦行，仁爱奉献”的院训，开展各类教育实践和培训 30 场。天使志
愿者协会开展星光乒乓球班、周末陪访等活动 55 次，参与人数共 1235
人次，被评为 2017 年度吉林省优秀志愿服务组织，长春市最美巾帼
志愿服务队。二是围绕传承白求恩精神，开展了“铭记天使初心，牢
记白衣使命”为主题的校情院史教育，组织参观白求恩纪念馆，在南
丁格尔像前宣誓等。开展了“重走白求恩路”暑期社会实践活动，并
在 2017 年度“三下乡”暑期社会评比中，斩获优秀组织奖、优秀宣
传报导奖、优秀团队奖。在开展“生命，为祖国澎湃”活动中，开展
学习黄大年精神，学习十九活动中开展了“同心共享十九大，谈古论
今话书声”系列活动 10 次。三是加强新闻宣传舆论阵地建设，搭建
网络思想道德教育平台。我院创设了多个网络宣传平台，其中共青团
吉林大学护理学院公众号 WCI 指数曾位吉林大学校园新媒体联盟第
一名。

七、促稳定和谐，做好工青妇和统战工作。
工会、共青团、妇委会是党委依靠的群众组织，是学院开展各项

工作的主要力量。2017 年建立了职工之家活动室，开展了徙步、大
合唱等丰富的活动。在创造争优活动中学院 2 个支部获校“先进团支
部”称号，11 人获“优秀团干部”称号，28 人获“优秀团员”称号，
院团委获“先进基层团委”称号。开展了“不忘实心跟党走”主题团
日活动 11 场次，“喜迎十九大，青春建新功”主题团日活动 20 余场
次。
学院高度重视和发挥民主党派参政议政作用，在工作中充分听取
他们的意见和建议，一年来，与党外人士谈心谈话 10 次，邀请党外
人士参加理论学习 8 次，推荐 1 名同志到省民革担任副主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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