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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州大学基础医学院 2014 年度 
本科教学质量报告 

兰州大学基础医学院自 2001 年建院以来，承担着基础

医学院、临床医学院、公共卫生学院、口腔医学院、药学院

等医学相关学院各专业的研究生、本科生、成人继续医学教

育等各种层次、各种类型学生的全部医学基础课教学，是医

学教育的重要基地和医学基础理论的研究中心，是一个多学

科综合的教学、科研部门。2014 年，在学校主管部门、学院

领导、全院师生的共同努力下，基础医学院全院教职员进一

步贯彻执行《教育部关于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的若干意

见》、《兰州大学关于进一步深化教学改革全面提高教学质量

的若干意见》（校教字[2011] 15 号），以教育教学改革为动

力，以全面提高教育教学质量为目标，以学生为中心，以教

师为主导，继续推进兰州大学本科教学质量提升工程的各项

工作并取得了显著的成果。 

 一、学院本科教育基本情况 

（一）本科人才培养目标 

基础医学院依托兰州大学综合性研究型大学平台优势，

确立以“精英教育、特色教育、品牌教育”为特色的办学宗

旨，贯彻“加强基础、培养能力、注重素质、激励创新”的

本科教育理念，致力于为社会培养能够向实用型和研究型延

伸发展的高水平医学人才。其应具备良好的思想品质和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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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养、较强的实践操作能力，较扎实的自然科学、基础医学

和临床医学的基本知识、基本理论、基本技能和一定的预防

医学知识，基本具有临床医学各专业医疗、教学和科研的能

力、自主学习和终身学习的能力、独立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

的能力。毕业后能够在各级卫生保健机构及上级医师指导下

从事安全、可靠、有效的医疗实践工作，兼顾（或深造后）

从事一定的医学教学和科研工作。  

（二）本科专业设置 

我院现有 5个本科专业，分别为临床医学、麻醉学、医

学影像学、医学检验技术、护理学。 

（三）在校学生情况 

目前我院各类全日制在校学生共 1770 人，其中本科生

1555 人，硕士研究生 165 人，博士研究生 50 人，在读本科

生占总学生人数的 87.9%。 

2014 年，我院本科新生招生计划为 790 人，实际录取人

数为 786 人，个别学生未到校报到，部分学生通过考基地班

和转专业等途径转入其他学院，实际在本院学习的 2014 级

本科生为 780 人。我院各专业本科生在校人数见表 1： 

表 1基础医学院本科生在校人数统计 

专业 2014 级 2013 级 

临床医学 437 454 
临床医学（农村订单定向） 236 239 

麻醉学 30 21 

医学影像学 31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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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检验技术 25 18 

护理学 21 18 

二、学院师资与教学条件 

我院现有教职工 206 人，其中教学科研人员 137 人，实

验技术人员 49 人(其中本科实验教学人员 27 人，实验中心

人员 22 人)，党政管理人员 20 人。教学科研人员中教授 26

人，副教授 39 人，讲师 72 人，拥有博士学位教师 63 人，

占教学科研人员总数的 45.7%。其中，“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

教授”1人，“教育部长江学者讲席教授”1人，国家杰出青

年科学基金获得者 1人，“萃英讲席教授”7人，入选教育部

“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 3 人，“跨世纪学科带头人”8

人，“省级教学名师”1 人，“甘肃省领军人才”第一层次 2

人、第二层次 2 人，甘肃省“333”、“555”人才工程第一、

二层次人员 10 人，“省卫生厅中青年学科带头人”3 人，甘

肃省青年教师成才奖获得者 7 人，甘肃青年科技奖获得者 3

人。 

2014 年，我院共有 123 名教师承担本科生教学任务。主

讲教师中有 24名教授、36名副教授，占总授课教师的 48.8%。

90%以上的教授均以主讲教师身份承担本科教学工作（参见

表 2）。 

2014 年，我院面向本科生开设各类课程共计 129 门。由

教授担任主讲教师的课程共 31 门，由副教授担任主讲教师

的课程共 35 门，占总开课门数的 51.16%（参见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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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教师承担本科生课程情况一览表 

教师 教授 副教授 讲师 

总
人
数 

任
课
人
数 

任课教
师占其
总数的
百分比 

总
人
数 

任
课
人
数 

任课教
授占其
总数的
百分比

总
人
数 

任
课
人
数 

任课副
教授占
其总数
的百分
比 

总
人
数 

任
课
人
数 

任课讲
师占其
总数的
百分比

137 123 89.78% 26 24 92.31% 39 36 92.31% 72 57 79.16%

 
表 3 各类职称教师开设本科生课程情况一览表 

总课
程门
数 

教授主
讲课程
门数 

教授主讲
课程占总
课程数的
百分比 

副教授
主讲课
程门数

副教授主
讲课程占
总课程数
的百分比 

讲师
主讲
课程
门数 

讲师主
讲课程
占总课
程数的
百分比 

129 31 24.03% 35 27.13% 63 48.84% 

 

我院 2014 年年初教学经费结余加学校 2014 年向我院下

达的教学经费共计 156.18 万元，其中实践和实验教学经费

共计 115.7 万元，教学业务费共计 40.48 万元。 

2014 年，我院实践与实验教学经费共计支出 70.4 万元,

其中包含：（1）实验用尸体标本 5.87 万元，实验用动物 19.55

万元，实验室购置药品及各类实验耗材 25.37 万元;（2）实

验室建设及维修费 2.65 万元;（3）购置实验用设备费 34.25

万元;（4）教职工差旅费 5.29 万元;（5）图书及试卷印刷

2.56 万元。 

教学业务费共计支出 54.48 万元，其中包含：（1）设备

购置 5.22 万元;（2）实验用动物款 9.77 万元;（3）实验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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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 20.52 万元;（4）图书费 1.83 万元;（5）差旅费 1.34 万

元；（6）后勤维修费 5.07 万元;（7）学院电话及网络费 2.29

万元;（8）学院办公费 6.34 万元；（9）印刷费 1.7 万元。 

学校 2014 年下达至我院的本科生活动费共计 21.26 万

元，我院共计支出 13.3 万元用于学生活动。 

三、学院教学建设与改革 

（一）专业建设 

2014 年，我院本科生招生继续实行小专业招生制，招收

临床医学、麻醉学、医学影像学、医学检验技术、护理学 5

个专业的本科生，并接收甘肃农村“免费医学定向生”240

名。 

（二）课程建设 

我院 2014 年度开设课程总数为 189 门，其中理论课程

129 门，实验课程 60 门。面向全校学生共开设 26 门选修课，

达 53 门次，大多数课程班的选课率都能达到 100%。2014 年

度我院共完成院内院外本科生教学任务 48575 学时，其中讲

授理论课 16480 学时，实验课 32095 学时，实验总人时数为

473942。 

我院应用心理学（医学心理学方向）副修专业在 2014 年

度面向全校学生招生 26 人。自 2012 年至今，已有 128 名同

学副修了医学心理学。 

（三）教材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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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质量的教材是教学改革、提高教学质量、实现人才培

养目标的重要保证。2014 年我院进一步完善教材管理办法，

规范教材的编写、选择和使用。同时，我院积极组织开展教

材建设基金申报工作，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研究所修订的

《生物化学实验（第三版）》教材以及护理系白凤霞老师主

编的《常用护理操作技术》教材均获得 2014 年度兰州大学

教材建设基金资助，资助金额各 1万元。 

（四）教学研究 

开展教学研究对推动我院教学改革，培育优秀教学成果

具有重要意义。经学校立项与培育，我院杨克虎教授主持完

成的“探索‘循证医学’教学模式，培养拔尖创新人才”被

教育部授予“2014 年高等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二等奖”。2014

年，我院共组织申报 5项兰州大学 2014 年度教学研究项目，

研究内容涉及本科生生物安全防范、实践教学考核、中医学

临床实践教学模式等多个方面的改革与探索。韩俭副教授主

持的“提高医学类本科生生物安全防范知识和能力的教学方

法研究”在学校立项，并获得 1.2 万元经费支持。此外，早

在 2012 年立项的 2 项教学研究项目均按期结题。其中，潘

元青老师负责的“兰州大学基础医学课程双语教学策略与实

践”获评“优秀”，谢坤老师负责的“医学形态学教学体系

建设的研究与实践——以《组织胚胎学》为例”获评“良好”。 

（五）实践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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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提高本科生的创新实践能力和创业能力，培养适应创

新型国家建设需要的高水平创新人才，我院认真组织申报、

评定各项创新创业教育项目。2014 年度，我院共有 14 项国

家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立项，40 项兰州大学创新创业

行动计划立项，立项数目均较 2013 年度有所增加。在 40 项

兰州大学创新创业行动计划中，学校予以经费支持的为 13

项，学院予以经费支持的为 27 项。 

为进一步规范学院、学校对于本科生实践教学运行的监

督与管理，我院在 2014 年秋季学期作为试点学院首次在实

验课排课系统排课并将排课结果导入了教务系统，实现了教

务系统中明确显示每一节实验课的上课地点、上课时间以及

上课教师等信息。 

2014 年，我院申请的《医学形态/机能学实验室本科实

践教学急需设施建设》项目和《医学生物化学本科实验急需

设备购置》项目经费已到位，着重完成了设备的购置、装配、

调试工作，极大地改善了医学形态学、机能学和医学生物化

学的实验教学条件。 

四、 学院质量保障体系 

（一）坚定不移坚持人才培养的中心地位 

人才培养是学院立院之根本，人才培养质量是学院的生

命线，教学工作是学院的中心工作。我院党政领导高度重视

本科生的培养工作，将不断提高本科教学质量作为学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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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永恒主题。我院于每学期开学、学期末分别召开教学工作

会议，传达教学精神，布置教学工作，听取教师在教学实践

中产生的新观点、新思路，并择优在全院范围内推广。 

（二）进一步加强学院教师队伍建设 

在教学工作中，拥有一批德才兼备的教学骨干是提高学

院整体教学质量的重要保障。2014 年，我院杨克虎教授荣获

“兰州大学隆基教育教学名师奖”，陈红梅老师荣获“兰州

大学 2014 年度隆基教育教学新秀奖”。我院鼓励青年教师积

极参加国家级、省级、校级、院级各类教学技能竞赛。谢坤

老师代表兰州大学参加了由甘肃省总工会、甘肃省教育厅主

办，西北师范大学承办的“甘肃省第二届高校青年教师教学

大赛”，获得自然科学基础学科第二名，与第一名成绩仅相

差 0.1 分。 

我院认真执行《兰州大学青年教师教学水平提升计划

(试行)》，安排新选留、调入任职的青年教师在前 2 年担任

专业主干基础课程助教，并为其确定 1名副教授以上（或副

教授）专业技术职务、具有 10 年以上教龄的教师作为指导

老师。我院每学期将其指导青年教师情况，青年教师担任主

干课程助教情况，青年教师参加教学观摩、教学点评交流情

况等上报教务处教师发展中心备案。此外，为解决学院师资

紧缺的问题，我院依照《兰州大学授课准入制度实施办法》

实施青年教师授课准入制，对拟承担主讲任务的 6名新任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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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进行了课堂教学水平考核，允许考核通过的教师承担少

量课堂教学工作。 

2014 年，根据《兰州大学本科专业“主干基础课程教学

团队”建设方案（试行）》，我院申请并获批建设第 1支“主

干基础课程教学团队”——人体解剖学教学团队，并计划在

5 年之内分批次申请建设其他它学科的教学团队。在以研究

所（系）为教学单位开展教学活动的基础上，建设专业“主

干基础课程教学团队”，将进一步加强团队合作与共同成长，

优化专业管理规范，推进教学工作的传帮带和老、中、青年

教师思想的融合。 

（三）高度重视教学监控和督查工作 

我院各级党政领导、研究所（系、中心）所长及教

学秘书，高度重视及肯定教学监督工作在保障教学质量

中所起作用。我院党政领导通过开学检查、随堂听课、期

中检查、期末巡考等方式深入教学一线，切实掌控我院本科

教学工作的运行状态。依托全校教学质量监控及评价平台，

我院认真组织本科生进行网上评教，并将评教结果及时

反馈给教师本人。同时，我院各年级辅导员均指定了专

人负责监督、保证每节课学生的出勤率。 

（四）健全教学管理工作体系 

2014 年，我院教学指导委员会在学校“本科教学指导委

员会”统筹安排和我院党政领导的大力支持下，认真投入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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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组织工作，积极推动教学管理改革、加强教学基本建设、

开展质量保证与监控工作，形成了教学副院长、教学秘书和

各研究所教学秘书之间上下联系、紧密协作的现代化、秩序

化教学管理模式，高效、高质量地完成了教学管理部门和本

单位布置的各项工作任务。龙瑶老师获得了“兰州大学 2014

年度隆基教育教学管理奖”表彰。 

五、学生学习效果 

我院采用问卷调查的方式对 2013、2014 两个年级，临

床医学、临床医学（农村订单定向）、医学影像学、医学检

验技术 4个专业共 585 名学生进行了学习满意度调查，参与

调查学生占总学生总人数的 37.6%。调查问卷共设置 12 个问

题，涉及学生对所学专业、培养方案、课程设置、教学水平、

教学条件、管理与服务等各个方面的满意程度。对回收问卷

进行整理分析，可得出以下几点结论： 

1．总体来看，86.8%以上的学生对各方面的满意程度分

布在“很满意”和“基本满意”的区间。其中，对教师水平、

教学效果、学习风气、教材质量、教学内容、就业情况、目

前所学专业、教学管理和服务的满意程度都较高；对“目前

的教学条件（如自习教室、实验室及仪器设备、实习基地、

图书网络资料等）能否满足专业学习需要”，27.5%的学生

认为“不能满足”或“完全无法满足”，对“本专业对学生

实践能力的培养是否满意”，19.5%的学生表示“不满意”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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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不满意”。 

2．两个年级相比较，2014 级学生的整体满意度明显高

于 2013 级。对于本专业办学质量的总体满意度，2014 级有

96.3%的学生表示满意，而 2013 级则有 90.7%的学生表示满

意。2013 级相对于 2014 级学生满意度相差较大的方面仍集

中在教学条件和对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这两个方面。 

3．四个专业相比较，医学影像专业对本专业办学质量

的总体满意程度最高，而医学检验技术专业的总体满意程度

最低。医学检验技术专业学生除在学习风气方面的满意程度

较高以外，在所学专业、教学内容、教师水平等其它方面的

满意程度均低于另外三个专业。临床医学（农村订单定向）

专业学生对于学习风气的满意程度明显低于其它三个专业

的学生。 

4．调查问卷中部分学生对于不满意的方面做出了具体

说明，其中 80%的学生提到了“基础设施较差、实验室设备

老旧或缺乏”等。 

综上所述，学生主要对教学条件和对其实践能力的培养

方面存在不满，医学校区的教学条件和实践教学条件与榆中

校区相比带给学生较大的心理落差。虽然我院实践教学设备

条件已有所改善，促使学生对于我院本科生培养各方面的满

意程度较以前均明显提升，但我院仍需进一步改善实验设备

和标本等条件，进一步深入开展现代医学实践课程改革。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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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医学检验技术专业学生在学习各方面的满意程度明显低

于其它专业学生，表明医学检验技术专业人才培养目标、培

养模式、招生政策等需进一步优化与改革，且应加强该专业

本科生职业认知、职业生涯发展与规划方面的教育，争取不

断提升学生满意度。 

六、学院本科教学工作的特色与经验 

1．我院以研究所（系）为单位承担具体课程的教授工作，

各研究所（系）依然保持着集体备课、集体编写教案的良好

习惯。 

2. 在对青年教师的培养方面，依然延续着以老带新的优

良传统，指定有经验的老教师对青年教师进行指导，由实验

课开始逐步过渡到讲授理论课。 

3. 我院充分利用电子邮件、学院网站、协同通信、电话

等信息传播工具，形成由教务处和医学院教育教学部到学院，

由学院到各研究所（系、中心）之间的信息传递链，实现上

令下达、下意上传、无障碍沟通，确保信息公开透明，准确、

快速传递。 

4. 我院利用各种机会，邀请国内外医学领域的专家、学

者来我校为学生进行讲学，从专业知识到人生规划，从学术

创新到诚信做人，从智育、德育、美育各个方面引导学生。 

七、学院本科教学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及解决措施 

2014 年度我院本科教学工作已取得一些成绩和较大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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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但仍存在以下突出问题： 

1. 师资力量尚需补充和提高：我院承担本科生教学工

作量大，专业授课教师人数不足，仍需进一步补充。根据学

校要求，今后要逐步开展双语及全英文课程的教学工作，在

职教师的英文授课水平尚需提高。 

2. 实验教学环境较差：尽管我院已经投入大量经费用

于改善部分实验室设备和设施，但实验楼仍因年代久远、鼠

患严重，存在结构、水电、实验废弃物等各项安全隐患，教

学面积不达标。改善实验教学环境和条件仍为亟需解决的一

项重大问题。 

3. 教学经费不足：医学教育是精英教育，尽管学校已

在原有基础上增加了教学经费，但鉴于医学专业的特殊性，

经费仍显不足。尤其学校要求实验课改为分组教学后，实验

器材耗资很大，学生前往第二临床医学院进行见习的交通费

用也大幅增长，希望学校能够适当增加教学业务费以保证高

质量的正常教学运行。 

4. 专业偏倚较明显：学生对于 5 个专业的偏好性有所

减低，但依旧较明显，以检验、护理专业为甚，导致部分学

生学习积极性较低；临床医学（农村订单定向）专业学习风

气明显低于其他专业学生。 

为解决以上突出问题，我院正通过各种渠道积极引进国

内外高水平人才来我院任教，鼓励在职教职工继续深造、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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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进修，补充师资力量，提高教学水平。我院将合理计划、

妥善使用目前已经获批的各类、各级实践教学条件改善项目

经费，争取在近两年内将陈旧、不能继续使用的实验设备更

新完毕，进一步补充人体解剖学实验标本、动物实验标本，

保证现有实验教学的正常运行。近 5年内增购现代实验设备，

调整实验教学内容，为医学生提供更适应现代医学发展水平

的实践教学课程。此外，我院将加强与校内外、国内外临床

医院之间的联系，开展专业结构、培养模式的研究与调整，

为培养既适应医疗卫生事业需要，又切合学生自身发展需要

的专业人才而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