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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兴安岭地区人民医院参与 

高等职业教育人才培养年度报告（2018） 
 

一、大兴安岭地区人民医院基本情况 

大兴安岭地区人民医院(大兴安岭林业集团总医院)，始建于 1964 年，是黑龙江

省齐齐哈尔以北辐射内蒙古鄂莫两旗近 12万平方公里唯一一家集医疗、教学、科研、

预防、保健、康复为一体的大型综合性三级甲等医院,是齐齐哈尔医学院、大兴安岭

职业学院实习实训基地。1992 年被世界卫生组织授予爱婴医院，1994 年晋升为二级

甲等医院，2001 年意大利政府无偿援助医院急救中心项目，2009 年大兴安岭地委、

行署投资 2 个亿为医院新建院址，2012 年晋升为三级乙等综合医院，2017 年 1 月 9

日晋升为三甲医院。 

大兴安岭地区人民医院占地面积 65750 平方米，建筑面积 44000 平方米，床位

500 张，医院现有职工 725 人（聘用人员 284 人）。其中，专业技术人员 528 人，获

得正高级专业技术职称 56 人，副高级专业技术职称 108 人，硕士学位 8 人。医院享

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1人，曾享受省政府特殊津贴 3人。心血管病学、护理学、普通外

科学、骨外科学、消化病学、物理诊断学、胸外科学、急诊科学、颅脑外科学、神经

内科学、中医学、医学影像学、儿科学、实验诊断学等 14 个学科列为地级领军人才

梯队，其中心血管病学和护理学专业是地级重点领军人才梯队。 

 

图 1-1  大兴安岭地区人民医院鸟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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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  大兴安岭地区人民医院实景 

大兴安岭地区人民医院拥有固定资产约 3 亿元，拥有先进大中型医疗设备 150

余台套，其中新华 XHA600D直线加速器、美国 GE1.5T超导光纤磁共振、日本东芝 64

排 CT、数字化 X射线成像设备、美国 GE公司四维彩超及 C型臂 X光机、1600测试点

大生化、腹腔镜、关节镜及纤维支气管镜等设备，在国内处于领先水平。医院开展的

心血管疾病介入诊疗技术、永久双腔起搏器植入技术、左主干支架术、人工全髋关节

置换技术、胫骨微创钢板内固定技术（MIPPO）、钬激光碎石术、神经外科介入技术、

在支撑喉镜下行会厌肿物切除术、腹腔镜下胆囊切除术、妇科肿瘤切除等微创手术、

口腔科开展的牙种植技术达到省内先进水平。开展的人乳头瘤状病毒(HPV)DNA 检测

技术、外周静脉穿刺中心静脉置管（PICC）技术，关节镜、纤维支气管镜、无痛胃肠

镜下手术治疗、产科四维彩超诊断技术、伤椎置钉治疗胸腰椎爆裂性骨折、肝门部胆

管癌切除术、左右肝管成型、高位肝管空肠吻合术、心脏大血管的磁共振成像、骨密

度测定等 200余项难度大、效果好的新治疗技术，添补了大兴安岭地区的医疗空白。 

大兴安岭地区人民医院成立有黑龙江省内比较领先的 PCR分子试验室，诊疗已进

入基因层面水平。试验室开展的载脂蛋白 E（ApoE）检测，可检测出心脑血管疾病及

老年性痴呆的易感基因型，为地区冠心病、糖尿病、高脂血症、脑梗塞、老年性痴呆

http://baike.baidu.com/view/62956.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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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疾病的早发现、早预防提供精确的诊断依据。 

 

  

图 1-3  大兴安岭地区人民医院部分设备 

大兴安岭地区人民医院与哈医大四院、黑龙江省人民医院、齐齐哈尔市第一医院、

齐齐哈尔医学院附属三院是协作医院。大兴安岭地区人民医院安装有 HIS、LIS和 PACS

三大医疗信息管理系统，与北京 301医院、上海瑞金医院、哈医大四院 3家医院开通

远程会诊，并为大兴安岭地区 11 家二级医院及周边 4 家内蒙医院设置网络接口，实

现医疗资源共享。 

二、大兴安岭地区人民医院资源投入情况 

大兴安岭地区人民医院对大兴安岭职业学院资源投入主要为人力资源投入。 

1、医院院长兼任学院副院长 

大兴安岭地区地委、行署为保证大兴安岭地区人民医院能高效参与到高等职业教

育中，任命大兴安岭地区人民医院院长时，同时任命其兼任大兴安岭职业学院副院长。

从组织层面支持医院与学院的长效、紧密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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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2-1  大兴安岭地区人民医院李东院长简介 

 

李东 大兴安岭地区人民医院党委副书记、院长，兼大兴

安岭职业学院副院长。普外主任医师，黑龙江省抗癌协会理事，

省乳腺癌专业委员会、省大肠癌专业委员会、省伤残医学委员

会委员，省地劳动能力工伤鉴定专家库成员，大兴安岭地区普

外学科带头人。曾先后在上海、广州、昆明、沈阳、哈尔滨等

地进修学习，擅长甲状腺疾病、乳腺疾病、消化道肿瘤等疾病

的治疗。 

2、安排医院专业技术人员担任学院兼职教师 

大兴安岭地区人民医院无条件地允许或安排医院水平比较高的专业技术人员，克

服工作量大等困难，到大兴安岭职业学院兼职授课。2015-2016 学年，医院派 17 名

专业技术人员到学院兼职授课。 2016-2017学年，医院派 19名专业技术人员到学院

兼职授课，比 2015-2016学年增长了 11.8%，兼职人员占医院专业技术人员的 3.6%。 

表 2-1  为大兴安岭职业学院授课专业技术人员名单（2016-2017 学年） 

姓名 职称 职务 在职业学院用教工号 

1 吴荣娟 副主任护师 妇产科护士长 2008030022 

2 张杰 副主任护师 五官科护士长 2008030021 

3 周玉红 副主任护师 副主任护师 2012030003 

4 戚大雷 副主任医师 副主任医师 2014030010 

5 卲洪武 主任医师 眼耳鼻喉科主任 2015030013 

6 吴迪 初级专业技术职务 眼耳鼻喉科大夫 2015030014 

7 吴静玲 副主任医师 副主任医师 2015030017 

8 闫丽丽 主治医师 主治医师 2015030018 

9 张桂兰 副主任医师 副主任医师 2015030019 

10 姜盼 主治医师 血透室主治医师 2016030301 

11 李艳敏 副主任医师 血透室副主任医师 2016030302 

12 宋伟钗 副主任医师 内一科副主任医师 2016030303 

13 丛日升 副主任医师 口腔科副主任医师 2016030304 

14 刘艳 主管护师 采血室护士长 2016030306 

15 牛彩凤 副主任护师 手术室护士长 2016030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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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职称 职务 在职业学院用教工号 

16 姜国华  副主任医师 普外科副主任 2016030309 

17 段志杰  主任医师 普外科副主任 2016030310 

18 潘颖  主任医师 传染科 2014030022 

19 庄凯 副主任医师  妇产科副主任 2016030311 

总计： 19 人  占医院专业技术人员： 3.6% 

三、大兴安岭地区人民医院参与学院人才培养情况 

1、参与学院护理专业人才培养模式改革方案制定与实施 

大兴安岭地区人民医院参与了大兴安岭职业学院护理专业人才培养模式改革方

案制定与实施。与学院共同制定了护理专业体现“院校结合，校企共育”模式的人才

培养方案。学院用 3.5个学期在校为护理专业学生讲授基础知识、基本理论和基本技

能，用其余 2-2.5个学期，安排护理专业学生到大兴安岭地区人民医院进行“轮科”

实习。“轮科”实习期间，大兴安岭地区人民医院重点培养学生职业精神、医护礼仪

养成教育和全科护士技能。 

 

图 3-1  医院和学院共同研究护理专业 “院校结合，校企共育” 模式人才培养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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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  “院校结合，校企共育”人才培养模式实施阶段框架 

 

图 3-3  医院专业技术人员在学院讲授护理专业基本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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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4  “院校结合，校企共育”人才培养模式阶段图和学生在医院学习情景 

2、参与学院临床医学专业“1+1+1” 模式人才培养 

为体现“做中学、学中做”一体化教学特色，大兴安岭职业学院临床医学专业在

传统“2+1” 人才培养模式的基础上进行改革，实行“1+1+1”人才培养模式，即：

第一年上专业基础课+第二年上临床实训课+第三年顶岗实习。其中，第二年的临床实

训课由大兴安岭地区人民医院承担教学任务。2016-2017学年，大兴安岭地区人民医

院 49名临床一线专业技术人员担任带教老师，按照教学计划，对 2015级临床医学专

业的 159名学生临床实训学习进行了授课与指导。 

 

图 3-5  2015 级临床医学专业学生在大兴安岭地区人民医院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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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6  大兴安岭地区人民医院带教老师指导 2015级临床医学专业学生临床实训 

3、与学院共同成立了院校互建校企合作工作站 

大兴安岭地区人民医院与大兴安岭职业学院共同成立了院校互建校企合作工作

站，工作站分别设在医院医务处、学院医学技术系教务办。 

 

图 3-7  公布校企合作工作站信息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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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参与了学院医学技术系的课程建设 

大兴安岭地区人民医院的部分专业技术人员，参与了大兴安岭职业学院医学技术

系的课程建设，与大兴安岭职业学院老师合作出版了《护用药理知识与技能 》、《妇

产科诊疗技术》和《外科护理学与妇产科护理学》等 3部教材。 

表 3-1  大兴安岭地区人民医院专业技术人员参编教材情况表 

教材名称 医院参编人姓名 职称 教材性质 

1 护用药理知识与技能 

王先军 主任医师 

校本教材 
宋英华 副主任药师 

2 妇产科诊疗技术 王哲 主任医师 校本教材 

3 外科护理学与妇产科护理学 吴荣娟 副主任护师 校本教材 

5、承担了学院部分学生的跟岗实习 

2016-2017 学年，大兴安岭地区人民医院承担了大兴安岭职业学院 15 级临床医

学专业、15级口腔医学专业和 15级护理专业共 83名学生的跟岗实习。 

表 3-2 大兴安岭地区人民医院承担大兴安岭职业学院学生跟岗实习情况表（2016-2017 学年） 

年级专业名称 在校生数（人） 医院承担数（人） 占比 

1 15级临床医学专业 153 27 17.6% 

2 15级口腔医学专业 174 7 4.0% 

3 15级护理专业 345 49 14.2% 

四、大兴安岭地区人民医院参与学院人才培养的成效 

大兴安岭地区人民医院积极参与大兴安岭职业学院人才培养，使得学院教育教学

任务完成和教学质量提高有了保障，同时，学院为医院提供了充足的、有较高质量的

落地人才支持，实现了互惠互利、合作共赢。 

1、院校合作打造了稳定的专兼职专业教师队伍 

大兴安岭职业学院医学技术系的专兼职专业教师共 53 人。其中，大兴安岭职业

学院专职专业教师 25人，占专业教师的 47.2%；大兴安岭地区人民医院兼职 19人，

占专业教师的 35.8%；卫生局、加区医院等其它单位兼职 9人，占专业教师的 17.0%。

大兴安岭地区人民医院在大兴安岭职业学院医学技术系专业教师队伍建设上，发挥着

重要主要，是医学技术系专业课教学的主力军，为专业课教学质量提高提供了关键性

支持与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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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4-1  形成了稳定的专兼职专业教师队伍 

案例：学院临床医学专业专兼职专业教师队伍稳定、结构合理 

大兴安岭职业学院临床医学专兼职专业教师共 30人。其中，大兴安岭职业学院专

业教师 13 人，占的 43.3%；大兴安岭地区人民医院兼职 8 人，占 26.7%；卫生局、加

区医院等其它单位兼职 9 人，占 30.0%。双师型教师 9 人，占 30%；专任教师 10 人，

占 33.3%；副高以上职称 24人，占 80%。 

 

图 4-1  大兴安岭职业学院临床医学专业专兼职专业教师结构分析图 

2、院校合作使学生质量得到很多用人单位认可 

院校合作，保障了学院医学技术系的人才培养质量提高。根据第三方市场调查，

用人单位对大兴安岭职业学院毕业生总体满意率为 96.50％。其中，职业精神、职业

道德、团队意识、工作能力、综合素质等方面的评价满意率在 92.5％以上，专业知

识、技能水平、吃苦精神、动手能力、发展潜力的满意率在 91％以上。用人单位普

遍认为大兴安岭职业学院毕业生的综合素质好，适应能力强，能够很好地满足岗位要

求，具备较强的实践操作能力和良好的职业道德风貌。学院 2017年就业率达 93.2%，

比 2016 年上升了 1.3%。毕业生对母校满意度达到 97.55%。2017 年，扬子、徐悦、

赵春红、张博同学组队参加了黑龙江省护理技能大赛，获优秀奖。  



 

11 

    

图 4-3  工作中的曾庆生 

    

图 4-4  正在为患者讲解的马超 

专栏 4-2   院校合作培养学生的质量得到用人单位认可 

案例 1：福建闽江人才服务中心认可院校合作培养的学生的质量 

大兴安岭职业学院自 2013 年与福建闽江人才服务中心开展校企合作以来，已连

续向福建省县乡镇医疗卫生事业单位输送优秀毕业生百余名。这些毕业生到达福建

后，顺利取得事业单位编制，就业待遇依照国家亊业单位工资标准和政策规定统一发

放，单位提供优质的食宿条件。学院毕业生对能够通过“订单培养”实现顺利就业和

在福建省工作、生活表示非常满意，纷纷致谢母校表达感激之情，企业更对学院毕业

生良好的职业素养和过硬的业务本领表示高度认可。目前，学院与福建省闽江人才服

务中心的订单培养协议已涵盖临床医学、护理、助产三个专业，年毕业生需求量基本

保持在 100人左右。 

  

图 4-2   学院 2017 届临床医学、护理、助产毕业生赴福建省就业招聘与签约会 

案例 2  社会认可，雇主满意 

 

曾庆生，医学技术系 2017届毕业生，现工作于

黑龙江省黑河市第一人民医院普外二科，工作以来

能严格遵守各项规章制度，热爱自己的本职工作，

刻苦严谨，能够及时准确地完成病历病程录书写，

对外科常见疾病独立诊断与治疗，很好的完成自己

的本职工作。                                    

 

 

 

马超，医学技术系 2017 届毕业生，现就职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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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江省齐齐哈尔市昂昂溪区人民医院，她工作细心，表现优秀。工作中，她能急时发

现患者病情变化，做出必要处理，减轻患者病痛，得到医院、患者及家属的一致好评。 

 

3、学院为医院的发展提供了具有较高技能的人才 

在大兴安岭地区人民医院，83.1%的护士、49.7%的医生取得第一学历的学校是大

兴安岭职业学院。2017 年，大兴安岭地区人民医院接收大兴安岭职业学院 6 名毕业

生就业。 

表 4-1  2017 年大兴安岭地区人民医院接收大兴安岭职业学院毕业生就业名单 

姓名 性别 专业 

1 战诚然 女 护理大专（5年制） 

2 韩非彤 女 护理大专 

3 陈金琪 女 护理大专 

4 张雪静 女 护理大专 

5 尹鹏雲 女 临床医学大专 

6 王美晨 女 护理大专 

五、问题与展望 

1、存在的问题 

（1）在大兴安岭职业学院授课的 19名专业技术人员，虽然有比较丰富的理论知

识、实践经验和较强的工作能力，但向学生传授知识和技能的能力却参差不齐，且都

未取得高等学校教师资格证。 

（2）大兴安岭地区人民医院专业技术人员同时晋升高校教师系列职称的通道尚

未形成，对医院专业技术人员为学院学生授课的积极性有一定影响。 

（3）19名专业技术人员是大兴安岭地区人民医院的骨干，日常工作量比较大，

有时会因有比较紧急的医院工作，不能准时到学院授课，出现临时调课现象，不利于

学院的教学秩序管理。 

（4）大兴安岭职业学院的双师型医类专业教师到医院参加实践的体制机制尚未

形成。 

2、展望 

今后，大兴安岭地区人民医院将安排更多的、有较高水平的专业技术人员到大兴

安岭职业学院兼课，并全力承担学生到医院学习、实习实训的教学任务。支持医院专

业技术人员参加《教育教学基本素质和能力》、《教育学》和《教育心理学》课程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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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励专业技术人员考取高等学校教师资格证，提高医院专业技术人员授课和带教质

量。同时，把大兴安岭职业学院作为大兴安岭地区人民医院实用落地人才培养基地，

满足医院发展对技能型人才需要。使院校合作再上新台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