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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医院概况 

黄冈市中医医院创建于 1984 年，是一所集医疗、预防、保健、教

学、科研于一体的三级甲等医院。先后荣获国家中医药文化宣传教育示

范基地、全国群众满意的卫生计生医疗机构、湖北省中医药工作先进集

体、湖北省卫生工作先进单位、湖北省消费者满意单位、湖北省群众满

意的医疗卫生机构、湖北省最佳文明单位等称号。是国家中医全科医生

规范化培训基地、国家中医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基地；是黄冈市肿瘤质

量控制中心、黄冈市肿瘤诊疗中心、黄冈市肛肠诊疗中心、黄冈市烧伤

治疗中心、黄冈市健康管理中心的所在单位。 

医院占地面积 65亩，业务用房 5.6万平方米，编制床位 560张，设

置临床、医技科室 26 个。其中，骨伤科、治未病科为国家重点专科；

肛肠科为国家重点学科；中药制剂实验室为国家二级实验室；康复科、

内分泌科为湖北省重点专科；烧伤科、脾胃病科、老年病科、肿瘤科、

妇产科、重症医学科、急诊科、中医临床护理为黄冈市重点专科。 

医院技术力量雄厚。全院现有职工近千人,其中医药护技人员 600

余人。高级职称 95 人，中级职称 235 人，含博士研究生、硕士研究生

50余人。医院与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湖北省人民医

院、武汉大学中南医院、湖北省中医院、湖北省肿瘤医院等多家医院建

立了医疗技术合作关系，是湖北中医药大学的教学医院，是黄冈城区各

种医疗保险的定点医疗机构和黄冈市辖区内新农合转诊医院。医院不仅

有全国中医药指导老师陈志敏，湖北省知名中医高正末，湖北省中医名

师、黄冈市十大中医大师徐洪峰，还聘请了湖北省人民医院、湖北省肿

瘤医院 20 余名教授常年坐诊。 

医院就医环境温馨舒适、设备先进。拥有德国西门子 Definition 

AS+ 64 排 128 层螺旋 CT、美国 GE Discovery MR750W 3.0T 核磁共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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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经络检测仪、数字化 DR 放射机、大平板数字血管造影机（DSA）、

放射性粒子植入计划系统、飞利浦原装数字平板拍片机、全数字化彩

超、欧林巴斯电子胃镜等在内的现代化设备近 200 台（套），治疗糖尿

病、颈腰椎疾病等一系列医疗设备，病区内配有床头呼叫系统、中心供

氧系统、全触屏电子示教系统等。 

医院秉承“仁和、精诚、勤勉、创新”的价值追求，发扬敢为人

先、爱岗敬业的实干、奉献精神，齐心协力的团队精神，以热情、认

真、及时的服务态度，推行规范医疗、安全医疗、温馨医疗，努力将黄

冈市中医医院建成中医特色更加突出，综合服务能力更加强大的现代化

中医医院。 

医院护理部现有护士 345 人，副主任护师 4 名，主管护师 52人。 

进修学习：每年接收外院护理进修人员 20 余人，每年外出进修 30

余人，培养全国中医护理人才 2 名。 

护理团队任职：护理部主任程友花现任湖北省护理学会理事；湖北

省护理学会中医中西医结合护理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黄冈市中医中西

医结合护理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湖北省中医护理质控中心专家、湖北

省中医护理质控中心黄冈鄂州分中心主任、黄冈市中医护理质控中心主

任。湖北省中医药大学兼职副教授，黄冈市职业技术学院医药卫生学院

护理系校外指导老师，《中国医药导报》审稿专家。多名护士长任湖北

省、黄冈市相关护理专业委员会委员。 

护理科研：护理部主持并结题湖北省卫生厅中医、中西医结合课

题、黄冈市研究与开发计划项目共 2 项，参与护理课题研究 2 项；主持

湖北省重大科技成果 1 项；参与湖北省重大科技成果 4 项；申报实用新

型护理专利 18 项；分别在《护理学杂志》、《国际护理学杂志》等发表

多篇护理论文；主编、参编护理专著 5 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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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理部获奖：2016年护理部在承办“黄冈市基层医院岗位技能练兵

与大比武”活动中荣获市卫计委授予“特殊贡献奖”。在 2017 年黄冈

市卫计委中医科组织的“黄冈市中医护理知识与技能大比武”活动中，

我院荣获得团体一等奖的好成绩，并授予护理部“优秀组织奖”。 

护理学术活动：2013—2017年护理部每年申报并组织省级继续教育

项目 1 项，借助学会平台和学术交流活动，促进全市中医护理水平整体

提升。 

二、参与办学 

（一）办学类型 

黄冈市中医医院与多所院校进行联合办学，其中也是黄冈市职业技

术学院的教学医院，每年接收临床医学、检验、护理、助产等专业的学

生来我院实习，其中护理实习生占总数的 3∕4。在学生实习期间，学院

相关领导经常到医院，与医院分管领导、医务科、护理部相关负责人进

行交流探讨，对教学工作提出建设性意见。学院每年举办校企合作理事

会会议，安排优秀带教医院和带教老师进行经验交流，达到相互学习的

目的。医院每年对优秀的实习生提供就业的机会，在实习结束时与医院

签署就业协议。 

 

图 1  医院邓光锐副院长、学校学习指导教师召开实习生见面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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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学校领导到医院实地了解实习生生活、学习情况 

 

 

   

图 3  学校领导到医院调研，共同探讨教育改革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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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学校宋保兰等教师在医院进修学习 

 

 

 

   

图 5  医院优秀实习带教老师金艺作带教交流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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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经费投入 

在实习过程中，为了更好的开展教学工作，保障教学质量的高效完

成，医院给予了大量的资金支持。首先是实习生的工作服、鞋帽、头花、

胸牌等用物，由医院订制，保证了其统一性。其次是在实习过程中，为

了更好的开展教学演示，所有用到的一次性物品全部由医院承担，同时

也为实习生提供了先进的仪器设备，以利于其动手操作能力的培养。为

了更好的调动带教老师的积极性，带教老师的教学补助也是由医院一方

承担。 

（三）人力资源投入 

医院每年接收的护理实习生有六十余人，为了更好地落实带教计划

和内容，严格按照标准实施一对一带教。除了分管实习教学的总带教老

师以外，还设置了四名片区组长，对教学工作进行督导和实施。另外在

教学工作的开展中，护理部以及各科室的护士长都给予了大力的帮助和

支持，配合完成新入院实习生的岗前培训、每月护理活动的落实、日常

带教等。 

按照教学计划和安排，所有实习会轮转十个科室，并由科室的带教

老师落实一对一教学。同时在开展教学的过程中，护理部会聘请操作小

组的老师为实习生进行专项的操作演示。 

护理部每年组织带教老师培训班，明确阶段性能力要求。如前期从

教学理念出发，强化带教工作的重要性及必要性，培养带教老师的带教

素养，增强岗位认同感；中期培养其讲课的策略及带教技巧；后期总结

年度带教情况，针对不足进行改进，提升下一年度带教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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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度护理实习生岗前培训安排一览表 

 

图 6  2018 年度护理实习生岗前培训安排一览表 

 

 

图 7  2018 年黄冈市中医医院护理实习生轮转一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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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2018 年护理带教老师培训班 

三、参与教学 

（一）专业建设 

多年来，黄冈市中医医院一直与黄冈市职业技术学院有着紧密的教

学协作。为了更好的培养护理专业人才，锻炼学生的临床实践能力和动

手能力，在专业建设方面，我们一直在不断的探索和努力。 

护理部在充分结合每年的教学大纲要求的前提下，制定专业的实习

生培训计划，成立实习生三级管理体系，逐步落实实习生带教任务。 

首先成立实习生三级管理小组：院级--片区--科内。根据带教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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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入制度，确定带教老师名单，并实行三级管理。 

院内、科内根据院内总计划及科内计划逐步落实实习生的培养，并

落实考核。教学计划及培训内容多样化，从德、智、体多方面进行实习

生的培养，从而达到实习生教学培养的目的。  

（二）师资队伍建设 

根据黄冈市职业技术学院的教学要求及护理部带教小组管理宗旨，

在实习生教学队伍的培养和选拔上，我们落实了严格的准入制度，并定

期对带教老师进行培养。 

首先由护理部成立实习生带教小组，并确立组长负责制。其次，选

拔四名带教小组组长，承担片区内教学任务的实施和督导。最后科内确

定带教老师名单，并由科内带教组长负责，层层推进教学任务的落实。 

制定带教老师职责及要求：制定了临床带教老师教学责任状、临床

带教老师教学责任状、临床带教老师职责及要求、临床带教老师月工作

重点。 

建立教学三级管理体系：以片区为工作单元，建立教学三级管理体

系，每片区确定一位教学总辅导；以科室为单元，每科确定一名实习生

总带教老师；每科室定 1 名总带教，2名带教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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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2018 年护理教学三级管理体系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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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学生培养 

院级按照计划安排落实培训活动，完成岗前培训、落实实践活动，

如：护理查房、急救模拟演练、操作比赛、礼仪比赛、演讲比赛等。开

展形式多样化，更好的培养了实习生的专业能力和综合素质。 

科内根据自行制定的实习生培训计划，进行专科的业务培训。如：

专科的护理常规的学习、疾病的基本知识、专科的操作技术等。更好的

培养学生对知识点的掌握和操作的动手技能。科内每周组织一次小讲课，

每月进行一次理论及操作考核，以保证教学任务的达标。 

 

   

 

   

图 10  2014 年学校领导担任医院组织的实习生操作比赛评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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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2014 年主题为“假如我是一名病人”实习生演讲比赛活动 

 

   

图 12  2014 年度护理查房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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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  2015 年度护理实习操作之星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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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  2016 年度护理实习礼仪之星比赛 

 

   

图 15  2016 年度护理实习生每月一次讲座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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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6  2017 年度护理实习生每月一次理论授课+操作演示现场 

 

 

   

 

   

图 17  2017 年度护理实习生第三、四季度护理查房活动 

 



16 

   
 

 

   
 

 

   

 

图 18  学校徐利华老师参与 2017 年护理实习生 CPR 急救演练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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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问题与展望 

（一）存在的问题 

近年来，我院护理部秉承“严、实、新、仁”的宗旨，每年承担了

护理实习生的临床教学任务，为社会培养了一批优秀的护理人才，取得

了一定的成绩，也得到了社会各界，尤其是高职院校和各基层医院的认

可。在教学过程中存在一些问题和困惑，值得探讨和改进，小结如下。 

1、学院注重理论教学，与现形式下医院对护士的要求不匹配 

护士除了承担基本治疗、护理职责，还要有参与管理的能力、沟通

协调能力、教学能力、科研能力等，既要做好临床护理，也要做好专科

护理。因此要注重培养护士热爱护理专业、愿意吃苦能吃苦的精神。 

2、医院带教未做到因人施教 

医院承担的教学对象有中专、大专、本科院校的学生，而我们的教

学计划单一，没有针对学生个性特点制定不同的带教计划。以后逐步完

善，使教学计划的设计及安排更贴合实习生的个人能力，避免过于单一

和系统，体现层次感及因材施教的特点。 

3、实习生管理有待进一步加强 

在实习生管理过程中，护理安全显得尤为重要。但在临床教学过程

中，带教老师未严格履行职责要求，过分放手；实习生安全意识薄弱，

知识点及技能的欠缺，以及未严格执行护理制度及操作规程等，导致护

理差错及不良事件时有发生。另外实习生在对纪律要求的遵守、个人人

身安全管理等方面也存在一些问题，学校和医院应在这些方面加大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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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度。 

4、提供机会让带教老师走入课堂 

医院临床老师具有丰富的临床经验，能够将理论与实际相结合，使

课堂更生动更有效果。让学生对护理职业有正确的定位，也让学生在校

期间能够提前了解步入工作的相关能力要求而提前做好准备，也能帮助

缩短工作的适应期。 

（二）展望未来 

医院秉承“仁和、精诚、勤勉、创新”的价值追求，发扬敢为人

先、爱岗敬业的实干、奉献精神，齐心协力的团队精神，以热情、认

真、及时的服务态度，推行规范医疗、安全医疗、温馨医疗。在过去的

几年来，我院同各高职院校一起为社会输送了一批批优秀的护理人才。

接下来，我们将秉承本院的服务宗旨，更深入的与各大院校合作，开拓

创新，为社会输送更优秀合格的人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