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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州大学基础医学院 
2017 年本科教学质量报告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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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院全体教职员工进一步贯彻执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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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教育部本科教学审核评估为抓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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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科教育基本情况 

（一）教育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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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 2017 年 9 月，学院具有临床医学、临床医学（农村订单定向）、麻醉

学、医学影像学、医学检验技术共 5 个专业本科生 1540 人，其中包括临床医

学留学生 1 人，具有硕士研究生 170 人，博士研究生 59 人，本科生人数占学

院在校学生总人数的 87%。学院各专业本科生在校人数详见表 1： 

表 1 基础医学院本科生在校人数统计（截至 2017 年 9 月） 

专业 2016 级 2015 级 

临床医学 451 人 456 人 

临床医学（留学生） 1 人 / 

临床医学（农村订单定向） 238 人 233 人 

麻醉学 25 人 23 人 

医学影像学 29 人 22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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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检验技术 25 人 22 人 

合计 769 人 756 人 

 

根据学校《兰州大学临床类本科学生实施“临床医学院负责制”改革方案》

（校发规〔2017〕14 号），原基础医学院全日制普通本科生从 2017 年秋季学

期开始，进入第一临床医学院和第二临床医学院学习并由第一临床医学院和第

二临床医学院负责管理。具体划分结果见《关于对基础医学院全日制普通本科

生划拨到第一临床医学院和第二临床医学院的通知》（校发〔2017〕35 号）。

自发文之日起，学院完成学生 2017 年秋季学期课程安排、2017 年春季学期期

末考试安排、2017 年秋季学期学生选课等工作后，于 2017 秋季学期起，正式

将学生学籍转至第一、第二临床医学院，并配合相关学院完成了学生管理相关

后续所有工作的交接。 

二、师资与教学条件 

（一）师资队伍情况 

2017 年，学院新增教授 2 人（含青年教授 1 人），副教授 2 人，高级实验

师 1 人；新增博导 2 人，硕导 3 人；教学科研系列选留博士研究生 3 人；2 名

教师赴美国访学，1 名教师赴新加坡访学，1 名教师赴美国进行短期交流学习，

1 名教师继续攻读博士学位。 

学院现有教学科研人员 135 人，实验技术人员 33 人，党政管理人员 13

人。教学科研人员中教授 31 人，副教授 40 人，讲师 58 人。获得博士学位者

83 人，占教学科研人员总数的 61.5%。中国工程院医药卫生学部院士 1 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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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选国家“万人计划”百千万工程领军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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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技术发明二等奖获得者 1 人，中国产学研合作创新奖获得者 1 人，何

梁何利科学与技术创新奖获得者 1 人，吴阶平-保罗•杨森医学药学奖获得者 1

人，宝钢优秀教师特等奖获得者 1 人，省级教学名师 2 人，甘肃省领军人才 4

人，甘肃省“333”、“555”人才 10 人，省卫生厅中青年学科带头人 3 人，省青

年教师成才奖获得者 8 人，甘肃青年科技奖获得者 3 人，甘肃省教学团队 2

支，甘肃省创新创业教育教学团队 1 支。 

（二）本科生主讲教师情况 

2017 年，学院共有 130 名教师、研究员、实验技术人员讲授本科生课程，

共计 20,018 理论学时（仅本院教职工授课），人均讲授 155.2 学时。本科生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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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教师中共有教授 27 名、副教授 36 名，占授课教职工总人数的 48.5%。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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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2 基础医学院教师 2017 年度承担本科生课程情况一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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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5 121 96.8% 28 27 96.4% 37 36 97.3% 60 58 96.7% 

 

2017 年，学院面向本科生开设各类理论课共计 108 门。由教授担任主讲

教师的课程共 37 门，由副教授担任主讲教师的课程共 43 门，占总开课门数的

74.1%（参见表 3）。 

表 3 基础医学院各类职称教师 2017 年度开设本科生课程情况一览 

总课

程门

数 

教授主

讲课程

门数 

教授主讲课程门

数占总课程门数

的百分比 

副教授

主讲课

程门数 

副教授主讲课程

门数占总课程门

数的百分比 

讲师主

讲课程

门数 

讲师主讲课程门

数占总课程门数

的百分比 

108 37 34.3% 43 39.8% 45 41.7% 

 

（三）教学经费投入及使用情况 

学校 2017 年向学院下达的教学经费共计 287.82 万元，其中实践及实验教

学经费共计 201.23 万元，教学业务费共计 86.59 万元。 

2017 年，学院实践与实验教学经费共计支出 224.39 万元，其中包含：（1）

实验用尸体标本108.60万元，实验室购置药品及各类实验耗材 77.28万元；（2）

实验室建设及维修费 6.15 万元；（3）购置设备费 3.22 万元；（4）教职工差旅

费 12.36 万元；（5）图书及试卷印刷 2.60 万元；（6）学习见习交通费 7.09 万

元；（7）委托服务费 4.76 万元；（8）学院办公费 2.33 万元；（9）基础院转团

委 2016 年创新创业行动计划学院支持经费 4 万元。 

教学业务费共计支出 36.48 万元，其中包含：（1）设备购置 2.46 万元；（2）

实验材料 9.53 万元；（3）图书及印刷费 2.28 万元；（4）差旅费 2.90 万元；（5）

实验室维修费 1.80 万元；（6）学院电话及网络费 3.17 万元；（7）学院办公费

12.40 万元；（8）场地租用及交通费 1.94 万元。 

学校 2017 年 4 月下达学院本科生学生活动费共计 29.72 万元，学生处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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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院毕业生未就业学生帮扶经费 0.1 万元，团委转基础院 2016 年“互联网+”

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支持经费 0.1 万元，学生处转基础院兰州大学“助学、筑

梦、铸人”征文优秀组织奖奖金 0.1 万元，学生处转基础院邢继芸辅导员培训

差旅费 0.09 万元。2017 年学院学生活动费共计 30.11 万元，学院共计支出 16.82

万元用于学生活动。 

三、教学建设与改革 

（一）课程建设 

学院 2017 年度开设各类课程总数为 170 门，其中理论课程 108 门，实验

课程 62 门；2017 年春季学期开课 94 门，2017 年秋季学期开课 76 门。面向全

校学生共开设 18 门选修课，共 32 门次，平均选课率为 100%。2017 年共完成

院内院外本科生教学任务 60,577 学时，其中讲授理论课 20,435 学时，实验课

40,142 学时。实验总人时数为 513,601，为榆中校区讲授理论课 5,697 学时，

实验课 8,010 学时；为医学校区讲授理论课 14,738 学时，实验课 32,132 学时。

此外，学院向本科生进行各类课程课后辅导答疑 7241.3 小时。 

为充分利用信息网络技术和现代教育手段，推进教育教学改革，进一步加

强优质数字化教育资源的开发和共享，2016 年春季学期，学院共有 1 门课程

在学校获批慕课（MOOC）课程建设项目，2017 年秋季学期，学校加大慕课

（MOOC）课程建设力度，学院共有 14 门慕课（MOOC）课程建设项目获批

（参见表 4）。2017 年，学校向 15 门慕课（MOOC）课程建设项目各拨付 2

万元建设经费，15 门慕课陆续进入视频拍摄和制作过程。 

表 4 基础医学院慕课（MOOC）课程建设项目一览 

序号 课程名称 负责人 课程类型 立项时间 

1 循证医学 杨克虎 专业大课类 2016 年 07 月 

2 表达性艺术治疗与心身健康 彭贤 专业大课类 2016 年 12 月 

3 病理生理学 李青 专业大课类 2016 年 12 月 

4 局部解剖学 王德贵 专业大课类 2016 年 12 月 

5 脑结构概论 景玉宏 专业大课类 2016 年 12 月 

6 人体寄生虫学 陈根 专业大课类 2016 年 12 月 

7 外科手术学 白德成 专业大课类 2016 年 12 月 

8 系统解剖学 洪建平 专业大课类 2016 年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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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医患沟通学 张云德 专业大课类 2016 年 12 月 

10 医学生理学实验 蔺美玲 专业大课类 2016 年 12 月 

11 医学文献检索 田金徽 专业大课类 2016 年 12 月 

12 医学心理学 乔昆 专业大课类 2016 年 12 月 

13 中医养生学 徐静汶 专业大课类 2016 年 12 月 

14 医学生物化学 林利 专业大课类 2016 年 12 月 

15 中药保健学 胡燕 专业大课类 2016 年 12 月 

 

此外，为进一步加强学校优质数字化教学资源建设，加快推动教育教学模

式改革，大力促进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深度融合，根据《教育部关于加强高等

学校在线开放课程建设应用与管理的意见》（教高〔2015〕3 号）等有关政策

精神，学校拟于 2017 年起，每年重点培育一批精品在线开放课程。学院共 4

门课程申报学校首批精品在线开放课程重点培育项目，杨克虎教授主讲的循证

医学获批。 

为进一步加强本科生的高阶文化素质教育和跨学科教育，培养全面发展和

个性发展有机统一的学术型、应用型、复合型精英人才，根据《兰州大学本科

通识教育实施方案》，学校于 2017 年启动了本科生通识教育选修课申报与评审

工作。学院认真组织，广泛动员，共有涉及科学精神与生命关怀、思维训练与

科研方法、艺术体验与审美鉴赏、中华文明与世界文明 4 个领域的 17 门课程

申报，中国古代哲学与中医学、《黄帝内经》之生命观、微生物与健康、优生

与遗传 4 门课程获批，定于 2018 年春季学期起面向全校本科生开设。 

（二）教材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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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年学院进一步完善教材管理办法，规范教材的编写、选择和使用。马兴

铭教授主编的《临床免疫学检验（案例版）》、王德贵教授主编的《人类疾病实

验模型制作方法》、马岚副教授主编的《医学形态实验学》和祝秉东教授主编

的《医学微生物学教学案例与学习指导》分别获得 4 万元、3 万元、2 万元和

1.5 万元的 2017 年度中央高校教育教学改革“教材建设”专项经费资助。 

此外，2017 年学院继续鼓励教师积极参加各种类型的教材编写工作，截

至 9 月 30 日，全院教师共 27 人次主编或参编各类教材共计 8 部，包含电子书

包和纸质版教材（参见表 5）。学院还承办了全国高等学校五年制本科临床医

学专业第九轮规划教材《医学微生物学》编写会，有共 21 个高校的从事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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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生物学教学和科研的专家参加。 

表 5 基础医学院教师 2017 年度编写教材一览 

序号 姓名 教材名称 
第一主编姓

名 

出版日

期 
出版单位 

主编或

参编 

1 陈新年 病理生理学（第二版） 黄宁、赵敬 2017.1 科学出版社 副主编 

2 乔昆 心理学导论 张云德 2017.1 
兰州大学出版社

出版 
副主编 

3 杨克虎 
循证放射肿瘤学手册

（第二版） 

主译：张秋

宁、冉俊涛 
2017.1 人民军医出版社 顾问 

4 韦凤美 常用基础护理技术 白凤霞 2017.7 兰州大学出版社 参编 

5 陈耀龙 
GRADE 在系统评价和

实践指南中的应用 
陈耀龙 2017.7 兰州大学出版社 主编 

6 田金徽 
网状 Meta 分析方法与

实践 

杨克虎、田

金徽、李伦 
2017.7 

中国医药科技出

版社 
主编 

7 杨克虎 
网状 Meta 分析方法与

实践 

杨克虎、田

金徽、李伦 
2017.7 

中国医药科技出

版社 
总主编 

8 祝秉东 
医学微生物学教学案

例与学习指导 
祝秉东 2017.8 兰州大学出版社 主编 

9 窦建琳 
医学微生物学教学案

例与学习指导 
祝秉东 2017.8 兰州大学出版社 副主编 

10 牛红霞 
医学微生物学教学案

例与学习指导 
祝秉东 2017.8 兰州大学出版社 参编 

11 辛奇 
医学微生物学教学案

例与学习指导 
祝秉东 2017.8 兰州大学出版社 参编 

12 周海霞 
医学微生物学教学案

例与学习指导 
祝秉东 2017.8 兰州大学出版社 参编 

13 侯一平 

格氏解剖学-临床实践

的解剖学基础（第 41

版） 

丁自海 2017.8 
山东科学技术出

版社 
编委 

14 雒艳萍 医学免疫学（第二版） 马兴铭 2017.9 清华大学出版社 参编 

15 马兴铭 医学免疫学（第二版） 马兴铭 2017.9 清华大学出版社 主编 

16 张李峰 医学免疫学（第二版） 马兴铭 2017.9 清华大学出版社 参编 

17 白德成 外科手术学基础 白德成 2017.9 兰州大学出版社 主编 

18 何晓东 外科手术学基础 白德成 2017.9 兰州大学出版社 参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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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赵秉江 外科手术学基础 白德成 2017.9 兰州大学出版社 副主编 

20 程菊 外科手术学基础 白德成 2017.9 兰州大学出版社 副主编 

21 康迎英 外科手术学基础 白德成 2017.9 兰州大学出版社 参编 

22 朱奕蒙 外科手术学基础 白德成 2017.9 兰州大学出版社 参编 

23 白德成 外科手术学实验指导 赵秉江 2017.9 兰州大学出版社 参编 

24 何晓东 外科手术学实验指导 赵秉江 2017.9 兰州大学出版社 参编 

25 赵秉江 外科手术学实验指导 赵秉江 2017.9 兰州大学出版社 主编 

26 程菊 外科手术学实验指导 赵秉江 2017.9 兰州大学出版社 主编 

27 康迎英 外科手术学实验指导 赵秉江 2017.9 兰州大学出版社 参编 

28 朱奕蒙 外科手术学实验指导 赵秉江 2017.9 兰州大学出版社 参编 

 

（三）教学研究与成果 

开展教学研究对推动学院教学改革，培育优秀教学成果具有重要意义。

2017 年，学院教师和实验技术人员主动开展教学研究与教学改革的积极性较

往年大幅提升。学院 2015 年、2016 年立项的 5 个教学研究项目中，2 个项目

按期结题，2 个项目通过中期检查，1 个项目延期。由李青副教授主持，雒彧、

李娟、代亚非、米友军、陈新年、王晶宇参与的“基于 PBL 复合型医学人才培

养模式”获批甘肃省教育厅 2017 年高等学校创新创业教育改革项目，建设经费

1 万元。2017 年，学校共下拨学院 11 万元教学研究项目经费，学院通过组织

申报、答辩，最终按照项目实际情况分 4 个额度支持 16 个教学研究项目。由

景玉宏教授主持的“围绕基础医学主干课程探索 MOOC 与课堂教学的衔接、互

补、综合评价”和方泉教授主持的“‘医学生理学开放’式教学体系构建”分别获批

学校重点项目，研究经费分别为 3 万元和 1 万元，另有 1 项管理人员的教学研

究项目“基础医学本科教学学生评教模式改革与探索”获批学校一般项目，研究

经费为 1 万元。基础医学院 2017 年在兰州大学立项的教学研究项目参见表 6。 

表 6 基础医学院 2017 年在兰州大学立项的教学研究项目一览 

项目名称 
项目负

责人 
项目组其他成员 

资助额度

（单位：

万元） 

起止时间 项目类型 

围绕基础医学主干课程探索

MOOC 与课堂教学的衔接、互

补、综合评价 

景玉宏 
王德贵、洪建平、

邢丽娜、尹洁 
30000 2017.07-2019.07 重点项目 

“医学生理学”开放式教学体系

构建 
方泉 

蔺美玲、金珊、陈

红梅、强时茸 
20000 2017.09-2019.09 重点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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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医学本科教学学生评教模

式改革与探索 
邢丽娜 

宋焱峰、田金徽、

董睿、李森、董志

娟、张元元 

10000 2017.07-2018.07 一般项目 

CBL 教学法在护理本科专业人

体解剖教学中的应用 
洪建平 

宋焱峰、张彩霞、

邵玉峰、杨旭光 
10000 2017.06-2018.06 一般项目 

移动 PBL 教学在中医学教学改

革中的应用与实践 
胡燕 

龙瑶、王学习、徐

静汶、董睿 
10000 2017.09-2018.12 一般项目 

“病理学”高效课堂和有效教学

模式研究 
李敏 

马岚、王晨昱、刘

沨、刘伟 
10000 2017.06-2018.06 一般项目 

“病理生理学”PBL 大班授课教

学方法研究 
李青 

陈新年、王晶宇、

雒彧、李娟、代亚

非 

6000 2017.09-2019.08 一般项目 

基于病案微课中医学虚拟实践

教学研究 
李雪峰 

王学习、吕晓云、

王敏、徐静汶 
6000 2017.06-2019.05 一般项目 

PBL 教学在临床医学专业“医学

免疫学实验”教学中的应用研究 
雒艳萍 

马兴铭、王竞秋、

张李峰、于红娟 
5000 2017.07-2018.07 一般项目 

“医学形态实验学”教材建设与

应用 
马岚 

于红娟、王敏、谢

俊秋、苗小康、王

毅君 

5000 2017.06-2018.06 一般项目 

“医学免疫学”手机 APP 课程（单

机版）的开发及其在翻转课堂教

学改革中的探索 

马兴铭 
王竞秋、张李峰、

雒艳萍 
12000 2017.07-2018.07 一般项目 

“免费医学定向生”专业基础课

教学体系改革与实践 
齐社宁 

谢坤、杨婧、马瑞

生、姜信诚 
5000 2018.01-2019.12 一般项目 

运用表达性艺术团体辅导提升

医学生心理弹性和共情能力 
韦凤美 

齐文皎、索梦弦、

姜月、乔昆、彭贤、

白启峰 

5000 2017.04-2019.04 一般项目 

POPS 教学法在护理学本科“医

学免疫学”教学中应用的探索 
张李峰 

马兴铭、雒艳萍、

王竞秋、梁亚玲 
5000 2017.07-2018.07 一般项目 

以慕课建设和双语教学为契机，

提升实验动物学教学水平 
王芳 

魏虎来、董淑弘、

刘霞、孙婧、张丽

娟、谢蓓 

5000 2017.06-2018.06 一般项目 

通识课程中融入实训环节的探

索与实践——以“动物实验伦理

与技术”为例 

魏虎来 

陈静、程杰、张哲

文、孙婧、刘霞、

董淑弘、席晓霞、

田永刚 

5000 2017.06-2018.12 一般项目 

微视频模式在病理学信息化教

学中的应用 
张晨丽 

张煦、张建刚、朱

艳芳、杨爱军 
6000 2017.09-2018.12 一般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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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计算机 mooc 平台课程改革

的“医学心理学”教学效果实证

研究 

乔昆 

韦凤美、白启峰、

汪子琳、刘小丽、

许林宗 

5000 2017.06-2018.12 一般项目 

“病理生理”学实验开展多元化

教学改革的探索与实践 
王晶宇 

陈新年、李青、雒

彧、李娟、代亚非、

米友军 

10000 2017.07-2019.07 一般项目 

 

学院共获得兰州大学 2017 年度教学成果奖 5 项，其中一等奖 3 项：王学

习教授主持，路莉、胡燕、李晓彬参与的“医学本科生科研创新能力培养模式

的探索”，马兴铭教授主持，雒艳萍、王竞秋、张李峰等参与的“基于能力培养

的临床免疫学检验多维教学体系的构建与实践”，洪建平主持，张彩霞、王德

贵、邵玉峰等参与的“护理本科专业人体解剖学教学改革与探索”；二等奖 2 项：

齐社宁教授主持、谢坤参与的“医学形态学实验课教学改革与实践”，蔺美玲主

持，田治峰、金珊、强时茸参与的“SPOC DIY-生理学实验教学的有效辅助”。 

2017 年，学院教师以第一作者公开发表教学研究论文共 3 篇。其中，洪

建平老师发表的《护理本科专业人体解剖学教学改革与探索》获得中国解剖学

会护理解剖学分会第十三届护理解剖学学术年会会议论文交流一等奖。学院共

30 人次参加国内教学研讨会，涉及教材编写与改革、在线课程设计、机能实

验教学研讨、整合课程等各方面主题；共 3 人次参加国内教学业务培训，包括

PBL 导师培训和医学院校教学管理干部培训。 

（四）创新创业教育 

为提高本科生的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培养适应创新型国家建设需要的高

水平创新人才，学院主要实施了以下举措： 

1.认真组织申报、评定各类创新创业教育项目 

2017 年，学院共有 17 项国家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立项，包括创新

训练项目 15 项，以及首次在学院立项的创业实践项目 1 项、创业训练项目 1

项。17 个项目已全部顺利结项，并取得了较好的成果。其中，马兴铭教授指

导、王瑾主持的创业训练项目“黑枸杞高附加产值产品的开发与推广”即将在第

十一届全国大学生创新创业年会上进行展示；魏虎来教授、陈静研究员共同指

导、金书丞通过创新训练项目“双氢青蒿素诱导白血病 K562/ADM 细胞发生铁

死亡的分子机制研究”撰写的学术论文《双氢青蒿素诱导 K562/ADM 细胞发生

铁死亡的研究》即将在第十一届全国大学生创新学术年会上进行报告交流。此

外，69 项兰州大学创新创业行动计划在学院立项，学院支持经费 5 万元。 

截至 2017 年 9 月 30 日，学院教师 2017 年度指导本科生发表论文 4 篇，

其中 1 篇 SCI 论文（宋焱峰教授、王德贵教授指导的第二临床医学院 2013 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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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医学专业本科生郭映笠同学在 Cell Cycle（IF:3.95）发表论文《Function of 

RAD6B and RNF8 in spermatogenesis》），3 篇中文核心期刊论文。 

2.积极开展学生创新发展论坛等系列讲座 

2017 年，学院、甘肃省循证医学与临床转化重点实验室、GRADE 中国中

心、甘肃省医师协会、甘肃省医学会循证医学专业委员会承办的“2017 中国医

师协会循证医学专业年会暨甘肃省医师协会/甘肃省医学会循证医学专业年

会”，以及学生创新发展论坛，在开拓学生视野、增强专业信心，提高学生的

创新意识和人文素养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 

3.开设创新创业教育课程 

为进一步强化创新创业教育，学院于 2017 年秋季学期正式开设创新创业

教育课程（36 学时，2 学分），由新药设计与合成研究所教师承担其教学任务。

课程主要面向临床医学、临床医学（农村订单定向）、麻醉学、医学影像学、

医学检验技术专业。旨在逐步完善医学本科人才创新创业教育课程体系，向学

生介绍医学研究方法、医学学科前沿等内容，进一步加强学生创新创业意识和

能力的培养。 

四、质量保障体系 

（一）人才培养的中心地位 

学院党政领导高度重视本科生的培养工作，将教学工作视为是学院的中心

工作，将不断提高本科教学质量作为学院发展的永恒主题。学院教学指导委员

会在学校“本科教学指导委员会”统筹安排和学院党政领导的大力支持下，能够

认真投入教学组织工作，积极推动教学管理改革、加强教学基本建设、开展各

项教学质量监控工作。学院认真执行《兰州大学基础医学院教学工作例会制度》，

于每学期开学初、学期末分别召开教学工作例会，传达学校文件、指示，讨论

研究贯彻文件精神或措施；讨论教学工作计划，安排部署有关工作；通报教学

工作进展情况及交流汇报典型经验；研究解决、协调教学中出现的问题等。 

为进一步鼓励学院教师积极做好本科教学工作，表彰在本科教学工作中的

突出贡献者，促进学院本科教学工作的快速发展，学院根据《兰州大学基础医

学院科研教学奖励办法（2016 年 12 月修订）》对所有在教学工作中具有突出

成绩的教师进行奖励。2017 年度累计发放教学奖励 3.25 万元。 

（二）教学督导与评价 

学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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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6

月 4 日-9 日，学校全面迎接了教育部对兰州大学本科教学的审核评估。在学校

统一部署下，学院将本科教学审核评估工作视为年度重点工作，全院上下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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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视，认真准备，全面开展了本科教学审核评估迎评和整改工作：（1）3 月 3

日-15 日，学院就“教学运行”、“实践教学”、“创新创业教育”等方面本科教学

状态数据进行再一次的填报、修订和完善；（2）3 月 14 日，学院各研究所、

中心接受学校专家对学院本科教学审核评估自评工作的第三次现场检查；3 月

16 日，学院以正式通知的方式，将学校专家检查结果下发各研究所、中心，

对存在的问题进行整改落实；（3）3 月-5 月，由院领导、各研究所所长（中心

主任）组成听课小组，对基础医学院 2017 春季学期开设的所有课程进行现场

听课和意见反馈；（4）4 月，修改并最终印发《基础医学院本科教学审核评估

自评报告》；（5）5 月，学院建成了集本科教学、学生培养有关资料存放与展

示、召开小型会议、打印复印等功能为一体的本科教学资料室，专门迎接本科

教学审核评估专家现场考察，并规范了本科教学资料管理的相关制度；（6）6

月 4 日-9 日，本科教学审核评估工作，学院接受了国内、外生物、医学领域专

家对本科教学资料和课堂教学的检查；（7）6 月 20 至今，学院就《兰州大学

关于本科教学工作审核评估现场反馈意见的整改落实方案》专家提出的问题，

印发《基础医学院关于本科教学工作审核评估现场反馈意见的整改落实方案》，

并进行整改落实工作。 

迎接教育部本科教学审核评估，有效促进了本科教学规范化、标准化运行，

促使学院进一步明确了学院本科人才培养工作中的短板，人才培养的中心地位

在学院进一步加强。 

2017 年，学院党政领导继续通过开学检查、随堂听课、期中检查、期末

巡考等方式深入教学一线，切实掌控学院本科教学工作的运行状态。学院认真

贯彻落实三级听课制度，共听课 164 门次，其中党政领导听课 51 门次，教学

管理人员听课 4 门次，研究所所长听课 109 门次。学校教育教学发展顾问共听

学院课程 74 门次，其中 66 门次课程获评“A”，占听课总门次数的 89.2%，8

门次课程获评“B”，占听课总门次数的 10.8%。 

依托全校教学质量监控及评价平台，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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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学生共计 87,063 人次参与网上

评教，评估的课程门次数为 789 次，评教结果均为“优”，平均分为 96.32（参

见表 7）。 

同时，为保证学生到课率，各年级辅导员均指定 4 了专人负责监督、统计

每节课的学生出勤率，并将此结果作为评优评奖的重要参考。 

 

表 7 基础医学院 2017 年学生网上评教结果统计 

学期 
评估课

程门次 

应参加

人次 

实际参

加人次 
参与率 

特殊量

表数 

平均

分 
最高分 最低分 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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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春 
399 35364 33926 95.93% 0 96.2 97.99 88.14 

399 门

(100.0%) 

2017

秋 
390 53232 53137 99.82% 0 96.44 98.0 91.91 

390 门

(100.0%) 

2017

年度 
789 88596 87063 97.88% 0 96.32 98.0 90.03 

789 门

(100.0%) 

 

（三）教师培养与团队建设 

1. 教学骨干教师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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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宋焱峰教授荣获兰州大学“师德标兵”称号及“隆基教学名

师奖”，田金徽副教授荣获兰州大学“隆基教学新秀奖”，宋焱峰教授和韩俭教

授获得兰州大学 2016-2017 学年创新创业教育先进个人表彰。 

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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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月，学院 5 名教师代表参加了医学院第四届青年教师教学基本功比赛，姚海

燕获得最佳教案奖，王晨昱获得一等奖，徐静汶获得二等奖，王媛、乔昆、姚

海燕获得三等奖。王晨昱继而代表学校参加西北地区第一届医学（医药）院校

青年教师教学基本功比赛，荣获基础组二等奖；参加中华医学会医学教育分会

举办的第七届医学（医药）院校青年教师教学基本功比赛荣获二等奖，教案获

基础组第一名。王媛参加第二届中国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微课公开赛并荣获

三等奖。7 月，学院 4 名青年教师代表学校参加中国病理生理学会机能实验教

学工作委员会主办的全国机能实验教学研讨会暨青年教师实验技能大赛，病理

生理学王晶宇、李娟荣获家兔组特等奖，生理学研究所蔺美玲、金珊荣获大鼠

组三等奖。学院于 11 月成功举办了基础医学院第四届授课大赛暨 2017 年青年

教师授课大赛，评选出一等奖 3 名，二等奖 6 名，三等奖 12 名。 

学院还选派病理学研究所骨干教师张建刚副教授参加了“2017年青年骨干

教师出国研修项目/高等教育教学法出国研修项目（LH）”，赴加州大学洛杉矶

分校进行为期 3 个月的医学专业高等教育教学研修，并在其返校后面向学院青

年教师进行了学习心得交流分享。 

2. 青年教师教学水平提升 

截至 2017 年底，学院共有 40 岁以下的青年教师 61 名，占学院教学科研

人员总数的 45.2%，青年教师成为基础医学教学的主力军。学院认真执行《兰

州大学本科教学指导教师工作实施意见》、《兰州大学本科教学助教工作实施意

见》和《兰州大学本科教学准入工作实施意见》，共有 8 名入职 2 年以内的青

年教师担任主干课程助教，为 11 名入职 3-5 年内的青年教师配备了指导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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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 3 名青年教师进行了课堂教学水平考核后允许其承担少量本科教学工作。 

学院于 11 月 9 日举办第四届授课大赛暨 2017 年青年教师授课大赛。大赛

严格按照学校授课大赛流程进行，包含教学设计、课堂讲授、教学反思三部分，

由教师和学生共同担任评委，共 35 名青年教师参赛，评选出一、二、三等奖

获得者共计 21 名。赛后，学院将大赛评委对每位选手提出的建议及选手参赛

的影像资料反馈给选手本人，并于 2017 年学院工作总结大会上对获奖教师进

行了表彰。此次大赛得到院内外师生一致好评，学院荣获“兰州大学 2017 年青

年教师讲课比赛优秀组织奖”。 

3. 教学团队建设 

2016 年，以杨克虎教授为带头人的“循证医学课程教学团队”获批甘肃省

高校教学团队，以韩俭教授为带头人的“基于病原生物感染防控的创新创业教

育教学团队”获批甘肃省创新创业教育教学团队，建设经费分别为 5 万元和 10

万元。2017 年，2 个团队分别从教材建设、课程建设、教学改革与研究、师资

队伍建设、学生培养等方面开展了系列工作，成效显著。 

2017 年，学校教师教学发展中心组织专家对 2014 年（延期验收）、2015

年和 2016 年立项的主干基础课程教学团队建设项目进行了中期检查，学院现

有 7 个主干基础课程教学团队均参与验收，其中，“中医学”、“人体解剖学（系

统解剖学）”、“临床免疫与检验”3 个主干基础课程教学团队验收结果为“优”，

“生理学”、“病理学”、“临床微生物学”3 个主干基础课程教学团队验收结果为

“良”。 

五、学院本科教学工作的特色与经验 

1．学院以研究所为单位承担具体课程的教授工作，各研究所坚持进行集

体备课、集体编写教案和讲义。 

2. 在青年教师培养方面，坚持传·帮·带的优良传统，指定有经验的老教师

对青年教师进行指导。 

3. 学院充分利用电话、微信、电子邮件、学院网站、协同通信等信息传

播工具，形成由教务处、医学院教育教学部到学院，再到各研究所（中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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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院严格执行《基础医学院本科教学工作调课规范》，能有效控制学院

教师调课率。调课规范规定：只有在遇到不可抗力时，才允许教师至少提前 1

周申请调课；每个课程班每学期至多可调课 1 次（2 学时）；各研究所的调课

次数由研究所所长整体把控；调课需填写《兰州大学教师调课申请表》，详细

说明调课原因，由本人签字、研究所所长审定签字后报学院教学秘书，经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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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管教学副院长批准上报教务处审批后方可调课。2017 年，学院共调课 21 次、

停课 4 次，无代课，调课 44 学时、停课 8 学时，分别占学校年度调课、停课、

代课记录数（1918 次）和总学时（4670 学时）的 1.3%和 1.1%。 

六、学院本科教学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及解决措施 

2017 年度学院本科教学工作已取得一些成绩和较大进步，但仍存一些问

题，现结合《基础医学院关于本科教学工作审核评估现场反馈意见的整改落实

方案》就学院仍存在的突出问题及解决措施总结如下： 

1. 教师队伍总量不足，数量分布不均衡，职称、年龄、学缘、学历结构

需进一步优化。 

解决措施：一是继续引进或选留优秀博士或博士后，进一步加强教学、科

研师资力量，有计划有目的地储备、培养高层次人才。二是继续鼓励现有青年

教师的学位提升计划，积极帮助青年教师进入国内外顶尖高水平大学或科研院

所进行博士后研究或进修深造，逐步提高教师总体学术水平和国际化水平。三

是制定非医学背景人才听课制。争取到 2022 年底，实现各研究所选留优秀师

资人才至少 1 名；博士学历教师达 80%；教师外出培训覆盖率达到 40%以上。 

2. 教师利用现代教学方法和手段的水平仍需提高，教师创新教学能力建

设仍然滞后。 

解决措施：一是结合学校分类评价考核机制，制定学院教学扶持政策，让

教师有动力、有精力从事教学创新。二是加大教改资金投入并有效管理。首先

要舍得投入，鼓励教师行动起来；其次严把验收关，以免流于形式，没有实质

性的成果；再者，教改执行好的项目，滚动扶持，使成果得以延续扩大。三是

加强现代教学手段的培训。购买软件或请专人培训教师如何灵活应用网络、软

件制作形象生动的课件、手机 APP 等。四是加大教学硬件的投入。 

3. 课程体系需进一步优化，同时教育课程建设薄弱，优质课程资源不足。 

解决措施：一是利用假期时间，选派各所骨干教师赴专业医学院校进行教

学观摩和访问，参加全国基础医学教研会议，学习课程体系建设和课程建设的

先进经验，邀请国内兄弟学校的教学名师、精品课程教师来学院传经送宝，进

行课程建设、学科体系建设的指导和帮扶。二是各专业要积极开展课程体系优

化和课程建设的研讨，学院制定相应的管理制度，使课程建设和优化的研讨常

态化。鼓励教师积极参加国内教学和课程建设方面的参观、学习、访问、交流

活动，积极为研究所的课程建设提供思路和要求，打造优质的课程体系。三是

基础医学各专业加强互动交流和教学信息的反馈，相互配合，协调发展，使学

生的知识结构完整、系统、衔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