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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培训目的

通过学习培训，提高教师的专业综合素质，以满足现代职业教育发展对教师

的要求，满足现代健康产业对护理专业教师的要求。使培训教师树立正确的现代

护理理念，提升教师以家庭为中心的产科护理理念，提升教师以健康产业需求为

导向的社区护理服务理念，提升教师实际的新生儿生活护理、专业护理能力和新

生儿急救能力；提升教师产妇的生活护理和心理护理能力，提升教师对母婴护理

方向的认知，以在母婴护理教学改革和创新创业中发挥积极作用。

二、培训对象

从事护理、助产及健康管理等专业和课程教学的高职院校教师。

三、培训条件

1.培训单位实力

济源职业技术学院 2001 年 4 月升格为高等职业技术学院，成为高等教育的

一员。学院占地 1200 亩，有沁园、高新两个校区，建筑面积 51 万平方米。教学

仪器设备总值近 1.2 亿元，拥有国家一级图书馆和国内领先省内一流的职业技能

实训中心。学院立足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紧跟社会需求，设有 17 个教学系部，

开设有 2个联办应用型本科专业、58 个高职专业，涉及 13 个专业大类，主要包

括机械、电子、汽车、冶金、建筑、航空、护理、会计、艺术、教育、计算机等

专业。其中中央财政支持重点建设专业 2个、河南省特色专业 5个、河南省教学

改革试点专业 6个、河南省“工学结合、半工半读”改革试点专业 3个、省级教

学团队 3个。建有国家精品教材 1门，省级精品课程及精品资源共享课程 15 门，

荣获国家级高等教育教学成果二等奖 1项，河南省高等教育教学成果 20 多项，

获国家和省市科技进步奖 30 多项。

济源职业技术学院医学护理系成立于 2010 年，开设有护理专业、助产专业、

康复治疗技术专业、药学专业、中药学专业、医学检验技术专业，护理专业目前

开设有普通护理方向、ICU 方向、涉外方向，在校生 3993 人，护理专业是中央

财政支持高等职业学校专业建设项目，国家级骨干建设专业和省级品牌示范专

业，省级综合改革试点专业。护理专业通过构建“院校共建、资源共享、人才共

育、学岗融合”的人才培养模式，旨在培养适应我国医疗卫生事业和健康服务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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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发展需要的全方面技能型人才；我院护理专业已成为河南省内护理专业人才培

养的“先锋号”，目前已为社会培养了 4000 余名优秀护理人才，并取得了社会

一致好评。

2017 年开始，护理专业与日本朝日国际学院、台湾勤益科技大学等国（境）

内外知名学府开展校际合作交流，在护理专业开展涉外日语方向，旨在培养具有

一定日语水平的护理人才，并将学生的就业出口主要定在海外或国内涉外医院。

2017 年 11 月，河南省妇女联合会在护理专业中开设河南家政服务提质扩容行动

校企合作济源家政职业培训示范班，示范班以高级母婴护理为方向，旨在通过校

企合作，积极引导高职学生走向社区、走向家庭，通过在我校的示范，逐步引领

省内高校加大家政职业人才培养力度，发挥职业院校的职业教育能力。

护理专业是一支年轻富有朝气的队伍，拥有专家引领，专兼结合的双师型教

学团队。现有专兼职教师共 147 人，其中高级职称教师 61 人，硕士以上学位教

师 42 人，聘请郑州大学、河南科技大学、新乡医学院等临床专家及教授直接参

与教学工作，已经形成了一支高学历、高职称、责任心强的双师型教师队伍。

近年来，护理专业已拥有省级教学成果 2项，十二五规划教材 6部，在线开

放课程 2门，市级科研创新团队 2个，市级重点实验室 1个，多项实用新型专利。

护理专业学生多次代表河南省参加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高职组护理技能竞赛

个人二等奖 1 次，三等奖 4 次，获得省赛团体奖 8次，个人奖 34 次。学生首次

参加资格证考试一次通过率 95%以上，毕业生就业率达 95%以上，一半以上在省

级、市级医院就业，毕业生理论扎实、技能过硬、综合素质高，深受用人单位好

评。

2.培训能力与规模

济源职业技术学院医学护理系护理专业在省内和全国同类专业中特色明显，

优势突出，综合实力处于领先水平。目前护理专业拥有 60 名专职教师，双师型

教师 35 名，其中 5名高级职称教师具有 20 余年丰富的临床工作经验，双师型教

师教学经验和业务经历丰富，曾多次为省内医护人员开展培训。我校母婴护理项

目团队师资强大，在母婴护理示范班的教学中，不断探索，积极实践，严格按照

专业与职业岗位对接，专业课程内容与职业标准对接的要求，积极开展校企合作，

共同完成了河南省家政系列培训教材《高级母婴护理学》初稿的编写。



医学护理系拥有高起点、高标准的实验室，实训设备国内一流，省内领先。

校内实训基地占地约 12000 余平方米，64 个校内实训室，按照“将医院建到学

校”理念，以“校内实训基地与医院岗位对接”为标准，建有解剖、形态、内、

外、妇、儿、ICU 等实训室，三维立体虚拟实训建设一流；积极开展校企共建，

按照“将教室建到医院”理念，以“校外教学基地与培养标准对接”为标准，与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河南省人民医院、河南省肿瘤医院、甘肃省人民医院、

西安交通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兰州大学一附院、兰州军区总医院等省内外 30 余

家三级甲等以上医院签订实习就业双基地协议，共同进行人才培养。

四、培训内容及进度安排

具体内容安排见表 1。

表 1 2019 年暑期培训计划一览表

时间 内容 形式 教师

7.7

周日

上午

开班仪式 报告 周卫东

如何成为优秀的高校教师 报告 陈长英

下午 学校参观（益康坊） 实践 赵月霞

7.8

周一

上午 孕期保健与营养 理实一体 杨兰

下午 孕妇心理保健及分娩信心 理实一体 杨兰

7.9

周二

上午 分娩方式——无痛分娩 理实一体 杨兰

下午 孕期锻炼 理实一体 李杰

7.10

周三

上午 科学坐月子 理实一体 彭欣

下午 母乳喂养及产后开奶 理实一体 杨兰

7.11

周四

上午 新生儿生理特点 理实一体 白俊华

下午 新生儿常见疾病护理 理实一体 白俊华

7.12

周五

上午 新生儿黄疸、湿疹的诊疗 理实一体 郭宗艳

下午 新生儿急救技术 理实一体 郭宗艳

7.13

周六 休息



7.14

周日 全天 小儿推拿 理实一体 崔新

7.15

周一 全天 小儿推拿 理实一体 崔新

7.16

周二 全天 小儿推拿 理实一体 崔新

7.17

周三 全天 小儿推拿 理实一体 崔新

7.18

周四
全天 标准研讨 分组研讨 王利平

7.19

周五
全天 母婴护理技能大赛 观摩 王利平

7.20

周六
全天 食品药品监测技术大赛 观摩 王利平

7.21-7.22 休息

7.23

周二

上午 母乳喂养 理实一体 宋蓓红

下午 乳房护理 理实一体 宋蓓红

7.24

周三

上午 乳房护理 理实一体 宋蓓红

下午 产后康复 理实一体 郭宗艳

7.25

周四
上午 产后康复 理实一体 刘砚杰

下午 产后康复 理实一体 刘砚杰

7.26

周五 上午
早产儿早期干预和皮肤护

理
讲座 王丽华

下午 早产儿专业护理与操作 理实一体 王丽华

7.27

周六
全天 早产儿出院营养 理实一体 王丽华

7.28 周日 休息

7.29

周一 全天 儿童康复
理实一体

彭欣

7.30

周二
全天 实践 实践 赵月霞

7.31

周三
上午 结业 理实一体 周卫东



五、培训考核及证书

由培训基地领导小组和专家组成构成考核小组，严格按照教育部办公厅《职

业院校教师素质提高计划项目管理办法》中的有关要求建立考核制度，通过考核

的学员可获得结业证书。具体考核构成比例如下：

表 2 考核成绩构成

项目 日常考勤 专业规划 产妇技能

考核

新生儿技

能考核
社会服务

与见习

总分

比例（%） 15 10 20 25 20 100

经培训考核合格后颁发“河南省高级母婴护理教师培训证书”。

六、报名方式、培训时间及培训费

1.报名方式

请参加培训的人员，将推荐表（附件）打印后由院校盖章后报到时交济源职

业技术学院接待组，并将表格发至电子邮箱：1714932645@qq.com

2.培训时间

2018 年 7 月 7 日—7月 31 日（4周）。

3.培训费

培训费由教育厅直接拨付，学员不需要缴纳此费用。费用包含培训费、资料

费、耗材费、食宿费等。

4.交通费用：往返交通费用自理，由学员所在单位报销。

七、报到时间及地点

报到时间：2018 年 7 月 6 日

地点：济源市愚公路与黄河路交叉口南 50 米尼雅酒店

、十一 、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联系人 1：王利平

联系电话：0391-6635601 15660109882

联系人 2：张亚楠

电话：18839011069

mailto:zhhgao@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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