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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州大学口腔医学院2014年度本科教学质量报告 

     2014 年,在学校各级领导和职能部门的帮助和支持下，经过全

院师生员工的共同努力，口腔医学院在办学条件的改善、师资队

伍的建设、教学改革的推进、人才培养质量和教研水平的提高等

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为了使我院本科教学质量不断提升，根据“《关

于发布学院本科教学质量报告的通知》（校教发〔2012〕35 号）”

文件要求，现将我院 2014 年度本科教学的情况报告如下： 

第一部分 本科教育基本情况 

一、专业的人才培养定位与目标 

（一）培养定位 

本专业培养适应我国口腔医疗卫生事业展需求的具有岗位胜

任能力的，综合素质较高、临床技能扎实、创新能力较强的高水

平创新性医学人才。培养具有熟练的口腔临床能力、终身学习能

力和良好职业素质的口腔医生，毕业后能够成为各级医疗卫生机

构从事口腔常见病、多发病的诊治、修复和预防工作的卓越口腔

医生；具备较高的科研能力，能够继续攻读本专业及相关专业的

硕士研究生，以及到高等院校及科研单位从事教学和科研工作；

具备全面的口腔及相关医学知识和实践经验，可在口腔医疗器械、

材料、设备等公司从事相关工作。 

(二)培养目标 

1.热爱祖国，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制度，

热爱医学，具有崇高的理想和社会责任感，具有良好的思想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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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养和行为规范，遵纪守法，具有良好医德医风，团结协作，愿

意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和临床医学事业献身。 

2.具有较广泛的人文、社会科学知识，较宽厚的自然科学基

础，较坚实的基础医学理论，一定的预防医学知识和能力，较系

统的口腔医学理论知识；具有较强的自学能力；熟练掌握一门外

国语，能较熟练阅读本专业外文资料；富有开拓创新精神，具有

适应当今医学科技竞争和社会需要的基本素质和较大的发展潜力。  

3.具有较强的口腔医学分析和思维能力，基本能独立处理口

腔临床的常见病、多发病和一般的急、难、重症，基本达到卫生

部颁发《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试行方法》中规定第一阶段培训结

束时要求的临床工作水平。 

4.熟悉国家卫生工作方针、政策和法规；掌握文献检索、资

料查询的基本方法，具有口腔医学科学研究和实际工作的初步能

力。 

5.身心健康，达到国家规定的大学生体育和军事训练合格标

准。  

二、专业的基本要求（引自专业认证内容） 

（一）思想道德与职业素质 

1.树立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具有爱国主义、集

体主义精神，忠于人民，愿为祖国卫生事业的发展和维护人类身

心健康奋斗终生。 

2.关爱病人，将预防疾病、驱除病痛作为自己的终身责任，

将提供临终关怀作为自己的道德责任，将维护民众的健康利益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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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自己的职业责任。 

3.具有与病人及其家属进行交流、沟通的意识，使他们充分

参与和配合治疗计划。 

4.在职业活动中坚持原则，兼顾效率和公平，使促进健康、

防治疾病的工作成本低、效果好，发挥可用卫生资源的 大效益。 

5.树立终身学习观念，认识到持续自我完善的重要性，不断

追求卓越。 

6.尊重每一个人，尊重个人信仰，理解其人文背景及文化价

值。 

7.具有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对于自己不能胜任和安全处理

的医疗问题，主动寻求其他医师的帮助。 

8.具有创新意识，为新知识的产生、新技能的发现做出贡献。 

9.尊重同事和其他卫生保健专业人员，具有团队合作精神。 

10.树立依法行医的法律观念，学会用法律保护病人和自身的

权益。 

11.在应用各种可能的技术去追求准确的诊断或改变疾病的

进程时，注意医学伦理学问题，充分考虑病人及其家属的利益。 

12.具有分析批判精神，具有科学态度。 

（二）知识目标 

1.掌握与口腔医学相关的数学、物理、化学、生命科学、行

为科学和社会科学等基础知识和科学方法，并能用于指导未来的

学习和医学实践。 

2.能够概述生命各阶段的人体的正常结构和功能，正常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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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状态；在此基础上，能够说明生命各阶段各种常见病、多发病

的发病原因，认识到环境因素、社会因素及行为心理因素对疾病

形成与发展的影响，认识到预防疾病的重要性；能够说明生命各

阶段各种常见病、多发病的发病机制、临床表现、诊断及防治基

本原则；能够说明基本的药理知识及主要的口腔常用药物的临床

合理用药原则；能够了解健康教育、疾病预防和筛查的基本原则；

能够说明临床流行病学的有关知识与方法，理解科学实验在医学

研究中的重要作用；能够了解中国传统医学的基本特点、辨证施

治原则及其在口腔医学中的应用；能够说明传染病的发生、发展

以及传播的基本规律，了解常见传染病的防治原则。 

3.能够概述口腔基础医学的基本理论和口腔颌面部疾病发生

的基本知识。 

4.能够概述口腔临床医学的各种理论和口腔常见疾病的临床

表现和发病机制，了解其诊治原则，包括牙体牙髓病、牙周病、

口腔黏膜病、儿童口腔疾病、牙列缺失与缺损、牙颌面畸形、肿

瘤、外伤、感染及颅颌面发育异常等。 

（三）医学技能目标 

1.全面、系统、正确地采集全身病史的能力。 

2.系统、规范地进行体格检查和专科检查的能力，规范书写

病历的能力。 

3.较强的临床思维和表达能力，并学会运用循证医学的原理

进行医学实践，完善诊治方法。 

4.内科、外科、儿科等常见病、多发病的一般诊断能力；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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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急症的诊断、简单处理能力；临床常见疾病的辅助检查方法和

主要结果判断能力。 

5.具有与病人及其家属进行有效交流的能力和与医生、护士

及其他医疗卫生从业人员交流沟通的能力。 

6.结合临床实际，能够独立利用图书馆和现代信息技术，研

究医学问题及获取新知识与相关信息，能广泛阅读英文医学文献。 

7.能够对病人和公众进行有关健康生活方式、疾病预防等方

面知识的宣传教育。 

8.具有自主学习和终身学习的能力。 

（四）口腔医学技能目标 

1.口腔专业应具备的基本技能：①病历书写与分析：包括问

诊、病史采集、正确选择辅助检查方法和诊断、鉴别诊断与治疗

原则等。②基本操作技能：包括无菌操作、龋洞充填术或开髓术、

洁治术、传导麻醉和牙列印模制取等。③辅助检查结果判读：牙

髓活力测定结果、X 线片和检验结果阅读等。 

2.口腔专业技能和临床思辨能力：①常见病症的诊断、鉴别

诊断及治疗原则：包括龋病、牙髓病、根尖周病、牙周炎、常见

口腔黏膜病、牙外伤、智牙冠周炎、下颌骨骨髓炎及牙列缺损、

缺失等。②其他：包括拔牙适应证和禁忌证、乳牙替换的年龄和

顺序、“牙痛”的鉴别诊断等。 

三、本科专业设置情况  

口腔医学是研究口腔疾病发生、发展规律及其诊断、治疗和

预防的系统学科。口腔医学专业特色鲜明，实践性很强，拥有大



 

6 
 

量的患者群，专业人员需求量大。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人口

的老龄化、口腔疾病谱的改变、人群对口腔医疗及保健的需求多

样化，口腔医学的地位和受重视的程度不断提升，在保障人民身

心健康、提高生活质量方面具有重要的地位。  

口腔医学为一级学科, 分基础和临床两大二级学科，临床口

腔医学包括牙体牙髓病学、牙周病学、儿童口腔医学、口腔黏膜

病学、预防口腔医学、口腔颌面外科学、口腔修复学、口腔正畸

学、口腔种植学和口腔颌面医学影像学等分支学科。基础口腔医

学包括口腔基础医学已建立了口腔颌面解剖学(含局解)、口腔生

理学、口腔组织胚胎学、口腔病理学、口腔材料学、口腔生物学

（含口腔微生物学、口腔免疫学、口腔生化学、口腔分子生物学

等)等分支学科。 

                  第二部分 教学与师资建设 

一、师资数量及结构 

口腔医学院现有教职工 43 人，教师 27 人，教辅人员 9人，

管理人员 7人。具有研究生学位教师 26 人。其中具有博士学位教

师 7人，有 4位老师正在攻读博士学位。具有高级以上专业技术

职务人员 16 人。其中具有正高级专业技术职务人员 8人，具有副

高级专业技术职务人员 8人。16 人次分别担任教育部教学指导委

员会、中华口腔医学会、中华医学会及中国医师协会各专业委员

会常委、委员，甘肃省口腔医学会副会长、全国高等医药教材评

审委员会委员，10 人次担任国内外专业学术刊物的编委、副主编、

SCI 杂志论文评阅人。有 4位教授专家分别作为全国高等学校十二



 

7 
 

五规划教材口腔医学专业中《牙体牙髓病学》、《口腔修复学》、《牙

合学》、《口腔材料学》、《口腔解剖生理学》等教材编委。另外，

聘请国家教学名师四川大学华西口腔医院院长、口腔疾病研究国

家重点实验室主任周学东教授为我校讲席教授，中国口腔医学界

第一位院士邱蔚六教授为我院名誉院长，国内其他口腔著名专家

12 名为兼职教授。有 5人次获甘肃省青年教师成才奖、4人获甘

肃省卫生厅学术带头人。 

二、本科生课程主讲教师情况  

2014 学年，本科生理论课和实验课的代课教师共 40 人。春季

学期和秋季学期均有 7名教授和 9名副教授承担本科教学任务。

教授和副教授授课率达到 100%。 

三、课程建设  

课程建设是教学建设的基础工作，是提高教学质量的重要途

径。2014 年学院鼓励教师将新知识、新理论和新技术充实到教学

内容中。推进教学方法、教学手段和考试方式的配套改革，提升

多媒体教学手段的使用效果。  

2014 学年，我院为本科生共开理论课 26 门，实验课 16 门。

学院均开设有公共选修课，向全校学生相继开设《口腔审美学》、

《口腔预防保健》两门通识选修课，要求每个学生跨学科至少选

修 10 个学分的通识或公共选修课程。学院提倡理论与实践教学相

结合，要求各专业结合人才培养方案修订，增加实践教学比重，

不断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 

四、人才培养方案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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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满足国家对研究型大学人才培养质量的要求，主动适应

社会发展趋势和不断深化的教育教学改革，加强对创新型人才的

培养，在 2014 年年底学院根据医学院发布的《关于修订医学本科

人才培养方案的通知》，启动了学院新一轮人才培养方案修订工作。

根据厚基础、宽口径、高素质、重能力的培养原则，努力构建专

业理念先进、专业目标具体、专业特色鲜明、课程体系科学、课

程安排合理、课程大纲详实的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学院立足口腔医学的特色、初步制定了口腔医学教学计划。

根据口腔医学学科发展，增加了实验课教学时数、实验组数，增

强了师生互动性，学生动手操作能力得到很大提高。面向全校开

设《口腔审美学》、《口腔预防保健学》两门通识选修课。针对即

将毕业的 2010 级开设《口腔种植学》、《口腔科研论文阅读》等具

有针对性的专业限选课程。将《口腔颌面外科学》学时和授课内

容进行了调整，增加至 216 个学时。根据实验室条件的改善,现已

将《口腔正畸学》进行了新方案的改革,从教学方法,实验内容等

多方面增加新的知识,新的操作，极大提高了学生学习兴趣,认识

分析问题能力，操作动手水平。学院进一步完善实践教学体系，

更加重视对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在人才培养方案修订中充分体

现高等教育国际化的思想，查阅了国内外多家口腔专业教学培养

方案，利用学院及学校优质教育资源，提升办学的国际化水平。  

 

五、特色创新实践教学  

2014年学院继续加大“创新性实验计划”、“创新创业行动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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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等项目的支持力度与覆盖面，将实验教学、创新实践和综合

实践有机融合，建立与理论教学相适应的实践教学体系，锻炼学

生运用知识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促进学生在知识、能力

和素质等方面的协调与全面发展。 

（一） 国家大学生创新性实验计划项目  

国家大学生创新性实验计划项目是教育部“本科教学质量与

教学改革工程”的重要内容之一，学院十分重视本科学生的科研

创新能力培养，采取了学校立项，学院支持的方式，在学校支持

的基础上，按照1:1,1:2进行配套，使更多的学生参加到创新创业

项目之中，形成了形式多样的学术科技文化活动、科技型与学术

型社团，涌现出了一批极具科学精神的拔尖创新人才，逐渐形成

了浓厚的学术科技文化氛围。 

已获资助名单如下： 

2014年我院本科生在研的国家级创新创业6项 

序号 项目名称 主持人 所在年级 参与人 指导教师 项目执行起止时间

1 

静电纺丝素/胶原

/聚左旋乳酸牙周

再生复合支架的

制备及其理化性

能、生物相容性研

究 

余红豆 2011 
贾妮、甘

雨虹、

余占海/殷

丽华 
2013.10-2014.10

2 

四种唇膏对西北

地区紫外线所致

光化性唇炎的预

防作用比较 

唐筱熙 2011 
石旭妍、

魏秋菊
刘斌 2013.10-2014.10

3 

安氏Ⅱ类 2分类患

者咬合因素对颞

下颌关节疾病发

病机制的贡献值

分析 

丁张帆 2011 
康龙、赵

颖 

康宏/任利

玲 
2013.10-201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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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热休克因子 1和

热休克蛋白27在

牙髓炎中的表达

及作用 

吴晓恋 2011 
魏亚娟、

张盛丹
赵媛 2014.10—2015.10

5 

DPP 及 TGF-β在

大鼠第一磨牙盖

髓术后的表达及

其相关性的实验

研究 

刘焱萍 2011 
唐玉尧、

朱博武
张洁 2014.10—2015.10

6 

兰州大学口腔医

学院毕业生就业

质量调查 

吴沈林

恩 
2012 

薛阳、刘

佳 
马赛凤 2014.10—2015.10

2014 年申请立项兰州大学创新创业校级、院级共 10 项，其中学校

支持 4项，学院支持 6项。 

序号 项目名称 负责人 所在年级 指导老师 

1 
雌激素水平对大鼠龋坏程度

影响的初探 
李强 2012 王静 

2 

茶多酚对于变形链球菌和粘

性放线菌的抑制作用和粘附

影响 

张学琛 2011 何祥一 

3 

2014 年住院医师规范化培

训制度对医学生职业规划的

影响——以兰州大学为例 

邓佳佳 2012 徐焱炀 

4 
市售多种人造牙硬度和摩擦

性能的比较分析 
陈煜鑫 2012 刘斌 

5 
中药煅自然铜对大鼠正畸牙

移动影响的实验研究 
钟巍 2011 任利玲 

6 
兰州大学口腔医学院本科生

心理资本分析 
高洁 2012 马赛凤 

7 
黄芩苷对口腔白假丝酵母菌

致病性的影响 
常尧仁 2011 何祥一 

8 
三种常用牙膏的防龋性能研

究 
丁芳平 2011 王雪梅 

9 
探究口腔厌氧菌与鼻炎/鼻

窦炎成因的关联性 
杨宇洁 2013 李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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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研究当下医患关系背景对医

学生影响的程度——以兰州

大学、甘肃中医学院、甘肃

省卫校为例 

吴沈林恩 2012 徐焱炀 

    2014年度学院采取了学校立项，学院支持的方式（学院资助

项目占三分之二），在学校支持的基础上使更多的学生参加到创新

创业项目之中，形成了形式多样的学术科技文化活动、科技型与

学术型社团，涌现出了一批极具科学精神的拔尖创新人才，逐渐

形成了浓厚的学术科技文化氛围。  

（二）特色实训实习项目  

口腔专业实习基地为学生从医学生到医生创造了良好的实习

实践环境，需要设备先进、技术力量雄厚的大型专科医院，具有

大量的各类专科疑难病例，实现医学生临床思维的完整训练与实

际工作能力的培养。实验内容由牙体牙髓科、牙周粘膜科、口腔

预防科、儿童牙病科、口腔颌面外科、口腔修复科、口腔放射科

等组成。学院以综合性实验教学为主，提高学生综合运用各种实

验技能，解决临床实际问题的能力。以口腔执业医师实践技能考

试为规范，加强毕业生临床实习阶段基本功训练，导入病例分析

与汇报，实施视频同步教学，毕业实习实施优势科室实习，重视

动手能力、临床操作能力、临床思维能力的培养，积极建设优秀

实习基地，提高带教老师的积极性和工作主动性。学院在 2003 年

开始调整了实际计划，专业课提前至 14 周结束提前一个月时间进

入实习点，这样既保证了实习时间的连贯完整又为学院学生考研

留存了复习时间，即保证了实习质量又提升了考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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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学院经过多方沟通为即将进入临床实习的 2011 级本

科生联系到了兰州市口腔医院，作为新的本科生临床实践基地与

兰州市口腔医院签订合作培养协议，在此基础上一定的缓解了学

院实习基地实习生容量紧张的问题。 

2011 级临床实习采用轮转方式进行，时间安排在第八、九学

期，共计 49 周，具体安排如下：口内实习 14 周：牙体牙髓病科 8

周，牙周病科与黏膜病科 4 周，洁牙室 1 周，儿童牙病科 1 周；

口外实习 12 周：门诊 4周，病房 8周，放射科 1周，种植科 1周；

口腔修复科实习 14 周：临床 12 周，技工室 2 周；口腔正畸科 7

周；国家法定节假日随各实习科室安排执行。 

2014 年学院副书记黄剑华老师针对即将进入实习点的 2011

级本科生量身制定了全新的实习轮转表。将 75 名学生根据各个实

习点的容量情况分至兰州大学口腔医院、兰州市口腔医院、兰州

大学第二医院口腔科和兰州军区总医院口腔科四所实习基地。每

一位学生都编有一个专属代码，在为期 49 周的实习计划里实习学

生无论轮转到了哪一个实习点、哪一个科室都可以很明确的定位，

实时检测实习效果。 

每科实习结束后，由所在科室根据教学计划要求；对学生掌

握的理论知识、实际操作技术及服务态度进行全面考核。成绩以

优秀、良好、及格、不及格记载，由学生所在实习科室主任签字，

并记入学生实习手册, 进入学生档案。 

六、教学实践活动开展情况 

（一）邀请国内外知名学者访问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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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 8 月 29 日学院邀请到四川大学校长助理、研究生院院

长、华西口腔医学院副院长陈谦明教授在兰州大学口腔医院五楼

报告厅进行讲学。陈谦明教授以《SCI：梦想与现实》为题，从 SCI

的概念、发表技巧、临床上发表 SCI 的途径等进行了深入浅出的

报告。陈谦明教授幽默的语言风格，具体的实例、生动的讲解给

在场听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同时也为口腔医学院学生发表 SCI

提供了一条新的路径和思维模式。 

     2014 年 12 月 18 日、19 日，美国佛罗里达大西洋大学工程和

计算机学院生物工程系康云清副教授应兰州大学口腔医学院邀请，

为兰州大学榆中校区 2014 级本科生和医学校区的研究生、本科生

举办讲座。 榆中校区的讲座以《我的学术研究之旅》为题，讲述

美国本科教育和研究生教育。医学校区的讲座分为上、下二场，

题目为《血管化骨组织工程支架材料的研究》、《微环境对细胞行

为的调控》。康教授以骨缺损修复现状背景作为讲座的开始，向大

家讲解了生物陶瓷支架的血管化问题，以自己的科研实验跟大家

分享管腔内支架材料、人工血管、骨膜的制备。康教授课题组通

过模拟细胞外基质微环境，构建生物仿生微环境。康云清教授就

中国组织工程运用的支架材料、生长因子、再生医学及组织工程

的新发展等问题与进行了深刻的探讨。 

    这些国内外优秀学者的讲座不仅开阔了口腔医学院学生的视

野、介绍了国外先进学术知识，同时为学生搭建了一条国外学习、

交流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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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全国口腔种植研讨会 

2014年9月由中华口腔医学会口腔种植专业委员会主办，兰州

大学口腔医学院承办2014年度国家种植林创新技术学习班在兰州

大学召开。邀请全国知名口腔种植学专家和教授，并安排培训学

习课程，参会人数达到150人。促进国内口腔种植技术的发展的同

时增强了学院教师在口腔种植临床技术方面的提升。 

第四部分 教学质量保障体系 

一、突出本科教学中心地位  

2014 年度本科教学工作任然是学院的中心工作，口腔医学院

高度重视教学工作，不断提高教学质量，明确教学工作是“一把

手工程”，紧紧围绕“厚基础、宽口径、高素质、重能力”的培养

原则，努力构建理念先进、组织合理、管理科学、质量优良的本

科教学新体系，使教学质量达到一流。  

学院多次召开了“本科教学工作会议”。多次召开教学座谈会,

毕业生反馈会,新生老生联谊会,交流生汇报会等,有利于教师与

学生,学生之间的交流,也为教学监督及教学信息的及时反馈搭建

了良好的平台。学院组织编写了《口腔医学院 2013 年本科教学质

量报告》。围绕本科教育教学改革，开展本科教育教学思想解放大

讨论，破解本科教育教学发展难题，有力推动了学院进行本科教

育教学改革。  

二、加强对本科教学的宏观决策与指导  

学院领导班子历来重视本科教学工作，根据《兰州大学“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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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五”建设与发展总体规划（2011-2015 年）》及六个重点专题规

划，指导学院教学基本工作。根据 “兰州大学本科教学质量提升

工程”（“3468”工程）。提出我院重点培养复合型的精英人才；提

升学生创新能力、实践能力、自主学习能力和就业创业能力等 4

种能力；实施“本科生综合素质提升计划”、“实践教学质量提升

计划”、“隆基教育教学奖励计划”和“青年教师教学水平提升计

划”等计划，大力加强师资队伍建设、专业建设、课程建设、教

材建设、实践平台建设、教学信息化平台建设、质量保障体系建

设和国际化教育平台建设等建设内容，全面提高教育教学质量。  

三、完善教学监控体系  

（一）教学顾问督导  

学院成立有以教学骨干、专家及研究室主任为主体的口腔医

学教学指导委员会，并先后聘任冯耀政、戴玉景、朱玉真和封士

兰等教学经验丰富、教学水平高，热心于本科教学及改革的退休

教授做本科教学顾问。教学顾问每学期深入课堂对教学工作进行

视察、指导，对发现的问题随堂反馈给教师本人，并针对我院教

学及改革中的难点问题进行专题研究。这对学院及时了解教学情

况，采取相应措施解决问题，保证教学质量，帮助青年教师成长

等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二）教学常规检查  

2014 年领导干部检查教学依旧是工作的重要任务之一，其目

的就是通过检查、了解教学一线的工作情况，督促教师重视课堂

教学效果，提高课堂教学质量。每学期开学前，领导带领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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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负责人检查开学前各项准备工作。每学期期末考试，学院领导

亲自参与巡视和检查。学院领导班子成员也通过开学前检查、随

堂听课、期中检查、期末巡考等方式深入教学一线。  

（三）评教评学  

每学期期末，组织学生通过教务管理系统对任课教师的教学

效果进行评价。学生评教结果下学期初由教务处反馈给各学院。

针对学生评价得分较低或学生反映意见较大的教师，教务处和学

院将分别安排专人听课，详细了解具体情况，查找原因。对这些

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有针对性地对他们进行

帮助，以提高他们的教学水平。对个别在学生中造成不良影响的

教师，学校暂停其授课，并安排专人指导，直至合格。  

2014 年度教务系统中口腔医学院全部课程评教打分情况： 

评估时间：2014 春     评估院系：口腔医学院 课程类型：讲授 

课程号 所评课程名称 
所评教

师姓名 

参与

人次 

所评平

均分 
标准差 

所属

等级

所评

高分 

所评

低分 

6085011 口腔材料学 刘斌 71 95.76 0 优 98.02 69

6085017 口腔医学新进展 王静 3 98.01 0 优 98.02 98

6085020 X 线投影测量 曹宝成 3 98.01 0 优 98.02 98

6085034 口腔正畸学(上) 曹宝成 71 96.14 0 优 98.02 67

6085004 
牙体牙髓病学（口腔内

科学上） 
司庆宗 71 96.35 0 优 98.02 69.01

6085010 口腔修复学（上） 康宏 71 95.7 0 优 98.02 68

6085033 口腔专业英语 康宏 3 98.01 0 优 98.02 98

6085007 口腔颌面外科学（上） 李志革 71 96.66 0 优 98.02 68.02

6085022 口腔设备学 康宏 79 95.65 0 优 98.02 73.99

6085201 口腔审美学 余占海 109 95.99 0 优 98.02 77.03

6085021 牙齿雕刻学 王静 79 96.52 0 优 98.02 80.99

6085202 口腔预防与保健 刘斌 109 96.19 0 优 98.02 77.02

评估时间：2014 春     评估院系：口腔医学院 课程类型：实验 

课程号 所评课程名称 
所评教

师姓名 

参与

人次

所评平

均分 
标准差 

所属

等级

所评

高分 

所评

低分 

4085021 牙齿雕刻学实验 张洁 79 96.08 0 优 98.02 84.02



 

17 
 

4085010 口腔修复学实验（上） 康宏 71 95.26 0 优 98.02 65

4085007 
口腔颌面外科学实验

（上） 
李志革 71 96.61 0 优 98.02 61

4085011 口腔材料学实验 刘斌 71 94.43 0 优 98.02 69.97

4085022 口腔设备学实验 康宏 79 95.5 0 优 98.02 76.02

4085004 
牙体牙髓病学实验（口

腔内科学实验上） 
司庆宗 71 96.27 0 优 98.02 68.98

4085034 口腔正畸学实验（上） 曹宝成 71 96.36 0 优 98.02 69.01

   评估时间：2014 秋     评估院系：口腔医学院 课程类型：讲授 

课程号 所评课程名称 
所评教

师姓名 

参与

人次 

所评平

均分 
标准差 

所属

等级 

所评

高分 

所评

低分 

6085008 
口腔颌面影像诊断

（口腔 X 线诊断学）
张凯亮 72 96.49 0 优 98.02 64.02

6085024 
牙周病和粘膜病（口

腔内科学下） 
司庆宗 72 96.69 0 优 98.02 66

6085001 口腔组织病理学 张洁 71 96.78 0 优 98.02 76.01

6085009 口腔医学导论 李志革 74 96.77 0 优 98.02 81.98

6085201 口腔审美学 余占海 108 94.11 0 优 98.02 62

6085002 口腔解剖生理学 王静 71 96.73 0 优 98.02 83.01

6085202 口腔预防与保健 刘斌 110 96.55 0 优 98.02 80.98

6085003 口腔预防医学 司庆宗 72 96.84 0 优 98.02 60.99

6085005 儿童牙病学 司庆宗 72 97.08 0 优 98.02 61

6085030 口腔修复学（下） 康宏 72 96.78 0 优 98.02 61

   评估时间：2014 秋     评估院系：口腔医学院 课程类型：实验 

课程号 所评课程名称 
所评教

师姓名 

参与

人次 

所评平

均分 
标准差 

所属

等级 

所评

高分 

所评

低分 

4085005 儿童牙病学实验 司庆宗 72 96.94 0 优 98.02 63.99

4085024 

牙周病和粘膜病实

验（口腔内科学实验

下） 

司庆宗 72 97.05 0 优 98.02 63

4085030 
口腔修复学实验

（下） 
康宏 72 96.66 0 优 98.02 64

4085003 口腔预防医学实验 司庆宗 72 96.54 0 优 98.02 67

4085002 
口腔解剖生理学实

验 
张洁 71 97.21 0 优 98.02 77.94

4085008 

口腔颌面影像诊断

实验（口腔 X 线诊断

学实验） 

张凯亮 72 96.25 0 优 98.02 61

4085001 
口腔组织病理学实

验 
张洁 71 96.7 0 优 98.02 76

1.毕业班教学座谈会 

2014 年为加强学院教学管理、提升教学水平，同时了解毕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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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级思想动态，增进师生间的交流，口腔医学院专门举办毕业年

级座谈会。座谈会针对我院 2009 级本科生教学、实习、实验等方

面存在的问题和不足及需要改进的方面进行交谈，并希望毕业生

对学院目前的教学、管理、服务等各项工作提出一些建设性意见。

在轻松愉快的交流氛围中，同学们踊跃发言，纷纷提出自己在大

学五年间学习、实习、就业、生活等方面的困惑，同时提出了希

望优化教学课程，有针对性的开展教学；希望实验室的教学资源

进一步向学生开放；希望学院拓展就业渠道，加强与同学的沟通

等意见与建议。  

      毕业生座谈会是我院加强管理和教学实践的重要反馈环节，

为学院教学更全面的发展和为在读本科生的培养等各项管理工作

提供良好的意见和建议。    

2.实践教学总结会  

为了提升本科生临床实习与效果，学院在 2014 年专门举办了

口腔医学院扬帆起航——2010 级实习总结大会暨 2011 级实习动

员大会。邀请各个实习点的带教老师和医学院的相关领导出席。

在学院领导及各位老师的大力支持下，经过同学们的不断努力，

2010 级的 75 位同学圆满完成了自 2013 年 12 月 16 日至 2014 年

11 月 23 日历时 49 周的临床实习，并取得了优异的成绩。学院评

出了 8名优秀实习生，2010 级的实习生代表金姗姗、马宏菲、陈

凯瑞，就兰大口腔医院、兰州军区兰州总医院和兰大二院的实习

经历，与大家分享实习一年的学习成果：颌面外科要求严格的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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菌操作，修复科要求多学科的精密整合，口腔内科要求在每一点

细微的情况中发现诊断线索……走出实验室，走进临床，除了对

专业知识和技能的要求，在法律知识、医保问题等其他方面，也

要有所了解。手术室里身着手术服累到瘫倒在地、偷空才能休息，

门诊病房中口腔灯下耐心地对着一颗牙齿进行修补，医院墙上一

幅崭新的锦旗里不仅刻着老师的名字还有我们的实习生们，一张

张临床剪影，记录下充实的实习生活。 

学院还评出了本年度实习“优秀带教老师”。李珊老师代表老

师进行发言，她表示，获得这项奖励，对自己是一个很大的鼓励。

李老师向在坐的同学们提出自己对于实习的意见：第一，实习本

身是对临床医学的完善和提高，一定要重视知识的运用，不要“背

诵熟练，诊断失误”。第二，医患沟通是要不断学习和提高的能力，

博得患者的信任和肯定，治疗才事半功倍。第三，“实习”与“考

研”并不相矛盾，大家一定要平衡好。 

“优秀实习生”代表林春平把凝结着 2010 级全体同学智慧的

“实习攻略”和“临床常见问题解答”小册子作为出科礼物送给

学弟学妹和医院。学院王静教授对 2011 级学生进行实习培训。王

老师从“接诊”“检查”“治疗费用”“沟通”等几个方面，结合实

例，全面提出了实习指导意见。刘斌教授则结合自身对实习的感

受，以“初恋”来形容临床实习的意义。恰当的比喻，准确地传

达了实习的重要性。他借武侠小说中的高手作比，告诉同学们真

正的大牛是各科精通的，无论是口腔专业，还是口腔专业涉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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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领域如美学、材料学、分子生物学等，希望大家都能够成为

卓越的医师、优秀的科技人员。 

本次实习总结大会不仅使2010级的同学们总结了一年的实习

经验，同时也让 2011 级即将踏上实习学习的同学们对 49 周的实

习有了初步的认识，为达到更好的实习目标而努力。 

四、注重青年教师发展、提升青年教师教学水平  

为了提升我院青年教师的教学水平，培养和造就业务能力强、

教学水平高、教学效果好和具有发展潜力的青年教师队伍，我院

采取多项措施，包括教学观摩、师生座谈、教学授课比赛和口腔

技能大赛等。2014 年学院继续加大对青年教师教课技能提升培训，

2014 年学院派出口腔基础研究室张洁老师、内科研究室张瑞老师

和学院教学秘书倪云霞老师参加了 10 月 29 日—11 月 2 日在重庆

医科大学主办的全国口腔医学教育教学模式研讨会暨全国口腔医

学院青年教师授课技能竞赛。本次会议由中华口腔医学会口腔医

学教育专业委员会主办，重庆医科大学口腔医学院、附属口腔医

院承办。来自全国各口腔医学院校的 300 余名代表参加会议。本

次研讨会。 

         张洁老师代表学院参加了全国口腔医学院青年教师授课技能

大赛。参加本次全国授课技能竞赛的教师共 40 名，为时两天的比

赛紧张而激烈，现场的专家评委点评提问更是犀利。张洁老师精

心准备，全身心投入，精心设计教学内容；讲课过程中理论联系

实际，并且熟练采用多种教学方法，注重互动；科学合理使用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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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教具等教学手段，在激情讲授中以新颖独特的教学方法，

充分展现了我院青年教师的教学水平和风采，给专家评委们留下

了深刻印象， 终获得了全国口腔医学院青年教师授课技能竞赛

优秀奖。本次竞赛为我院青年教师培养与授课能力提升打下了坚

实的基础。 

第五部分   学生学习效果 

一、2014届本科毕业生基本情况  

本年度学院 2014 届本科毕业生 73 人，获得毕业证 72 人，获

得学位证 72 人，毕业率 98.63%，学位授予率 98.63%，上研人数

30人，上研率41.10%，截止到12月本科毕业生就业率达到98.63%。

研究生毕业 37 人，获得毕业证 36 人，获得学位证 32 人，毕业率

97.30%，学位授予率 86.49%。截止到 12 月本科生平均就业率为

95.27%。全校就业率排名第一。 

二、本科生获奖情况  

（一）评奖评优情况  

2014年学院还参选了校内奖学金和其他各类奖项 

2014年本科生奖优获得情况一览 

学年 

奖学金(人数) 

优秀学生一

等奖学金 

优秀学生二

等奖学金 

优秀学生三

等奖学金 

国防生长城

奖学金 

科研创新  

一等奖学金

文体二等

奖学金 

2014 10 24 36 0 2 1 

 

2014年本科生各类荣誉奖项情况一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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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年 

荣誉类奖项(人数) 

优秀学

生干部 

优秀毕

业生 

优秀学

生标兵

先进班集

体 
文明宿舍

国防生

标兵 

优秀国

防生 

文明

风尚

奖 

2014 13 8 30 1 6 0 0 0 

（二）校园文化建设 

2014 年学院举办首届兰州大学口腔医学院科技文化体育艺术

节，举办了三院联合运动会、第二届我爱记单词大赛，宿舍文化

节，各类体育比赛等，校园文化活动进一步与学生专业相结合，

把学生活动作为学生专业课程的第二课堂的良好阵地，举办第八

届牙雕大赛、第五届口腔医学技能大赛，医患模拟活动，提升学

生专业兴趣和操作技能。积极参加学校组织的各项校园文化活动，

在医学之王大赛中获得一、二等奖，在兰州大学首届啦啦操大赛

中获得二等奖，在首届广播操大赛中获得第六名，在羽毛球联赛

中获得第一名等。 

（三）社会实践与创新创业 

2014 年我院青年志愿者协会甘肃省红十字会志愿小分队申报

并完成甘肃省二级项目“口腔保健进校园”；学院团委成功申报中

国牙防基金社会实践项目，深入甘肃省贫困地区开展口腔医疗健

康志愿服务，把我院志愿者活动推向一个新的阶段。 

暑期社会实践 6 支团队成果显著，其中一支获得学校优秀团

队、一支获得省红十字会的支持、一人获得兰州大学优秀指导教

师荣誉称号、一人获兰州大学社会实践先进个人荣誉称号，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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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兰州大学暑期社会实践优秀队员。 

（四）校外交流情况 

    2014 年度学院按照教务处发布的国内交流选拔条件，在 2012

级中选拔出 4 名同学分别赴山东大学口腔医学院和吉林大学口腔

医学院进行为其一学年的交流学习。在与国内知名大学交流的同

时对比本科生人才培养模式，有针对性的对本学科人才培养方案

调整。使本学院的人才培养更具科学性。 

第六部分 问题与展望 

目前，虽然口腔医学院已基本形成学生实践创新能力培养的

“多层次架构、多学科覆盖、全方位建设”的工作格局，但也存

在一些问题，如学科发展不平衡、管理制度不健全、实践课程建

设不足、实验室面积建设不足、实习基地建设不够、实践教材建

设不够、学生实践意识的缺乏、实践实习经费缺乏，实验教学队

伍结构不合理和人数偏少、以及实践教学活动的支持力度、研究

与评估还有待加强等。 

从总体上来看，目前学院呈现出了蓬勃发展的良好态势，取

得了比较显著的成绩。但是由于我校地处经济发展滞后的西北，

受各方面因素的制约，与东部兄弟院校的发展相比仍有很多不足。

学院全体师生将努力寻找差距，提高自身能力，努力发扬“以苦

干求生存，以改革求发展”的精神，进行学院建设，促进学院发

展。 

今后，我们要加强实践教学质量保障体系建设，加大实践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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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各方面的投入力度，不断深化实践教学改革，完善实践教学体

系。一方面要统筹协调的有实践学分设置、实践教学模式改革、

实践教学工作量核定、实践教学运行管理、实践教学基地建设、

实践教学课程设计、实践教学考核与评价、实践教材选定与编写、

实践教学队伍建设，以及合作育人和协同育人机制的构建等，另

一方面要重视把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与综合素质的提高更紧密的

结合起来，与创新能力的激发更紧密的结合起来，与创业能力的

拓展更紧密的结合起来，与实践意识的培养更紧密地结合起来，

与实践活动的指导更紧密地结合起来，与实践教学的监控更紧密

地结合起来，与实践条件的改善更紧密地结合起来。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口腔医学院将秉承兰州大学“自强不

息、独树一帜”的校训，弘扬兰大精神，强化开放意识，注重内

涵建设，提升教育质量，坚持人才强校战略，努力构建和谐校园，

以更加广阔的视野、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执着的努力，开创学

校事业发展的新局面，使口腔医学院成为国家特别是西部口腔医

学高层次人才汇聚中更加重要的人才高地。 

兰州大学口腔医学院也将借助学校发展的东风,以党的十八

大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系列讲话精神为指导，凝心聚力，积极向

国内其他兄弟口腔院校学习，狠抓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质量，注

重人才队伍建设，不断改善基础设施条件，积极开展科学研究和

教学研究，提升办学层次和社会服务能力，建设具有专业特色的

高水平的教学研究型的学院，建设和谐奋进的大家庭，为我国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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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是甘肃省口腔医学事业的腾飞做好排头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