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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院 2017 届毕业生文明离校 

工作方案 
 

根据学校的统一部署，我院 2017 届毕业生已于 5 月 15 日集中返校

学习及参加毕业考试、办理毕业手续。为规范毕业生离校前的行为，做

好毕业生离校的各项工作，确保毕业生安全、有序、文明地离开母校，

同时指导毕业生树立正确的就业观，顺利地走上工作岗位，以良好的、

健康的心态适应当前新的社会形势，根据学校相关文件精神，结合我院

实际情况，经研究，特制定我院毕业生文明离校工作方案。 

一、领导小组 

组  长：谭敦勇   

副组长：陈正英  向志钢  王  元  秧茂盛   

成  员：李继红  郭云辉  陈金华  许  斌  彭校辉 

二、工作安排 

1、常规事务工作 

（1）、5月 10日——5 月 19 日，通知毕业生返校，宣传发动本科毕

业生返校学习、参加毕业考试、学位授予仪式，做好参加学位授予仪式

毕业生的统计工作，责任人：许斌、彭校辉、郭梦瑶，详细安排见附件

一。 

（2）、5月 20日——6 月 6日，各毕业班集中办理毕业手续： 
工作任务 责任人 

党组织关系转接（5月 25日前交基本信息） 刘英姿、许  斌、彭校辉 

团组织关系转接、户口迁移、学费与学杂费结算、

书籍费结算、图书归还、水费结算、归还公物等 
彭校辉、许  斌、毕业班班主任 

国家助学贷款归还与续签手续等（5 月 31日

17:00——19:00）只有 12 级同学 
张  程、彭校辉 

（3）、5月 20日——6 月 6日，学院各职能办公室准备毕业生材料 

工作任务 责任人 

就业协议书收集、数据汇总，领取报到证 张  程、彭校辉、许  斌 

学位审核、成绩单打印 郭云辉 

档案整理、封口，档案领取表制作 许  斌、彭校辉 

制定就业奖学金发放方案、收集账号 许斌、张程、彭校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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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月 11日——6 月 9日，毕业生返校各项工作 

时间 工作任务 地点 责任人 

5 月 12日 10:30 学工办会议毕业生工作布置会 
大田湾校区

会议室 
学工办全体成员 

5 月 13-19日 毕业生返校寝室安排 

石家冲校区 

第一附属医

院 

彭校辉 

6 月 8 日 从教务处领取毕业证、学位证 砂子坳校区 郭云辉 

5 月 22日—23

日 

针灸推拿学、护理学本科学生毕

业操作考试、理论考试（具体见

附件五） 

大田湾校区 彭英福、薛桂娥、邓  瑜 

5 月 23日—24

日 

临床医学专业 23-24日毕业操作

考试、理论考试（具体见附件五） 
大田湾校区  彭英福、张钰华 

6 月 5 日 
张贴毕业生安全注意事项 

制作并放置“温馨提示”展板 

大田湾校区 

第一附属医

院 

彭校辉、许  斌 

具体见附件二 

6 月 8 日 

通知医学院、临床学院、附属中

医院、第二附属医院、附属黔江

医院的主礼教授参加 2017 届毕

业典礼暨学位授予仪式 

砂子坳校区

体育馆 
李继红、陈金华 

6 月 9 日 

7：00—8：40 

通知院领导、主礼教授、毕业班

班主任和任课老师参加毕业留影 

砂子坳校区

图书馆前 

李继红、彭校辉、丁晓岚、  

许  斌、张  程 

6 月 9 日 8：50 

组织本科学生参加吉首大学

2017 届毕业典礼暨学位授予仪

式 

砂子坳校区

体育馆 
详细安排见附件三 

6 月 9 日 13:00

——19:00 

制作并张贴毕业生离校工作流程

图与注意事项 

大田湾校区 

许  斌 

详见附件四 

领取《医学院毕业生离校程序

单》，补办部分离校手续 
许  斌  毕业班班主任 

收取就业协议书、就业证明， 

核对领取就业奖学金（优秀毕业

生）奖金账号、发放报到证 

彭校辉、丁晓岚 

党员领取党组织关系介绍信与党

员档案 
刘英姿 

发放毕业生档案 
李继红、彭校辉 

丁晓岚、许  斌、王东秀 

发放毕业证、学位证 
郭云辉、陈金华 

彭英福、楚  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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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突发事件处理工作 

工作小组成员 

组  长：陈正英 

副组长：王  元   

组  员：许  斌  彭校辉  王东秀  丁晓岚  张  程   

毕业班班主任  学生会相关成员与毕业生骨干 

工作任务： 

保持通讯工具 24小时畅通，负责毕业生离校前紧急情况处置，调查

和处理毕业生离校前的相关问题。 

三、工作要求 

1、毕业生教育工作要求： 

（1）、加强校纪校规教育，辅导员与班主任深入毕业生中与之沟通

交流，加强思想教育工作，将思想教育和关心帮助学生相结合；加强爱

校教育，培养毕业生热爱母校的情感，爱护学校的一草一木，要求毕业

生在离校前做一件好事，给母校留下美好记忆。 

（2）、加强诚信教育。教育毕业生诚实守信，自强自立；要按时交

还所欠学杂费、水电费、图书资料费。助学贷款学生应积极主动与银行

联系续签还贷协议。 

（3）、加强心理健康教育。提倡以积极向上的心态处理和面对就业

中遇到的各种问题，着眼未来，着眼发展，反对发泄怨气、私愤、偏激

和消沉的情趣。针对特困生、残疾生、心理素质差的学生及其他特殊学

生作好谈心、沟通、引导工作，给予热情帮助和关怀，让毕业生愉快离

校。 

（4）、加强学生自我管理和教育工作。以毕业生中学生党员与学生

干部为骨干，构建畅通的信息流通渠道，及时掌握毕业生动态。发生紧

急情况时，学生骨干能于老师未到之前在现场维持秩序，起到一定的缓

解矛盾作用。 

（5）、加强积极引导，开展一系列文明健康、丰富多彩的活动，把

有意义、有目的的活动开展与帮助毕业学生正确调整心态、增强文明素

质紧密结合。 

（6）、加强毕业生感恩教育。以母校为荣，爱校、恋校、思校，不

做有损学校荣誉的事，及时上交就业协议与就业证明。 

2、突发事件处理工作要求： 

（1）、突发事件发生后，学生骨干及时将信息反馈至相关班主任、

辅导员。班主任与辅导员获得信息后，必须马上赶到事发现场，妥善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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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力争将事件解决在萌芽状态。处理完毕后，将事件发生过程详细记

录并向工作组组长汇报，以便采取相应措施，防止事件反复及类似事件

再次发生。 

（2）、班主任与辅导员到达现场后如不能化解矛盾，则必须通过说

服教育，维持现场秩序，稳定当事人，并立即通过电话向工作组组长汇

报，争取上级帮助与支持。 

3、对毕业生的要求： 

（1）、毕业生应自觉维护医学生良好形象与学院集体荣誉，遵守校

纪校规，文明离校，做到：①、讲文明、讲礼貌、搞好寝室卫生、不损

坏公物；②、不打架、不酗酒、不赌博；③、不吵闹、不起哄、不喧哗；

④、注意财物安全、人身安全；⑤、男女交往大方、得体、文明。 

（2）、毕业生应站好最后一班岗，做到文明离校，以文明的行为和

方式告别母校。毕业生在离校前违规违纪者，要按《吉首大学学生纪律

处分条例》进行处理，未处理到位前缓发毕业证书，暂扣毕业挡案材料。

损坏公物的必须赔偿，情节严重的从严惩处直至开除学籍。学校将受到

处分的毕业生情况直接通报用人单位。 

 

 

 

 

医学院 

2017 年 5月 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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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关于要求 2017 届毕业生回校参加学位授予仪式的通知 

 

今年我校将举行学位授予仪式，校长白晋湘教授将在仪式上亲自给每一名获得

学位的毕业生授予学位并亲切握手、合影留念。为顺利做好学位授予仪式的组织工

作，展示医学生良好的精神风貌，维护学院集体荣誉，现将相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医学院毕业生学位授予仪式定于 6月 9日上午 9：00，所有获得学士学位的

毕业生务必参加，有特殊原因不能参加者，需向年级辅导员说明原因，由辅导员登

记在案。 

二、各年级辅导员指导各班级做好宣传工作与参会毕业生登记工作，要求将学

位授予仪式相关事项通知到每一名毕业生，于 6月 5日前填写好《2017 年医学院参

加学位授予仪式毕业生名册》与《2017年医学院因故缺席学位授予仪式毕业生名册》。

6 月 7 日组织学生彩排。 

 

2017年医学院参加学位授予仪式毕业生名册 

班级  总人数  参会人数  

姓名 观礼亲友人数与姓名 姓名 观礼亲友人数与姓名 

    

    

 

2017 年医学院因故缺席学位授予仪式毕业生名册 

班级  总人数  缺席人数  

姓名 缺席原因 联系电话 姓名 缺席原因 联系电话 

      

      

 

三、本次学位授予仪式欢迎毕业生亲友现场观礼，请毕业生在登记参会信息时

报告观礼亲友的人数与姓名。 

四、参会毕业生应在 6 月 8 日 12:00 前赶回学校，按照学校要求做好学位授予

仪式前相关准备工作。 

五、未尽事宜，请关注学院网页及 QQ群通知。 

六、无特殊情况，所有同学都要参加毕业典礼。 

七、原则上不得代领毕业证与学位证。 

 

医学院学工办 

2017 年 5月 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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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医学院毕业生注意事项 

 

为增强广大毕业生的安全防范意识，确保同学们安全离校，学院特制定“毕业生安全

注意事项”。具体如下：  

 

一、毕业生返校学习、参加毕业考试期间相关要求 

1、5 月 15 日——20 日，12 级临床医学、针灸推拿学，13 级护理学本科专业已经集

中返校，各班级要尽快在班主任的带领下召开班会，开好“五个会”：“安全教育会”、“学

习收心会”、“纪律要求会”、“文明养成工作宣讲会”、“就业统计工作发动会”。 

2、做好查课、查寝工作，返校学习期间严格考勤，严禁旷课、迟到、早退，严禁穿

拖鞋、吊带、背心等进入教室，不做违反校纪校规的事。 

3、返校期间由学校统一安排住宿，原则上要求学生必须在宿舍住宿，如有特殊情况

需要办理外宿手续的，请学生提出申请由班主任、学生家长签字后交学工办审批。 

4、严禁到河、湖、水塘等区域游玩、洗手、洗脚、洗澡，严禁乘坐非法营运车辆出

行，严禁无证驾驶摩托车、电动摩托车、电动自行车或者机动车辆，遵守交通规则，严禁

单独出行，女生外出必须三人以上。 

5、学校集中办理报到证的时间为 5 月底，请需要办理报到证的同学将就业协议、就

业证明、回原籍申请于 5 月 22 日前交辅导员处，请各班积极发动学生做好毕业生就业信

息统计工作。 

6、英语四、六级考试、护士执照考试、毕业考试严禁舞弊，否则按照《学生手册》

相关规定严格处分。 

7、重点关注学生的教育与管理。 

8、6 月 8 日，13 级医学影像技术学班学生返校，请辅导员、班主任做好宿舍安排等

相关工作。 

9、各班要积极发动学生积极主动上交就业协议、就业证明等，做好毕业生就业统计

工作。 

10、请各毕业生提前落实档案寄存的单位或者人才交流中心的地址，以便毕业当天邮

寄档案。 

 

     二、联系工作的安全事宜 

      1、联系工作要通过正当渠道，到用人单位的正式场所公开进行，不得贸然接受陌生

人介绍工作跟其前往。不可参加任何形式的传销活动，特别要警惕各种各样、改头换面的

传销团伙拉其入伙，谨防上当受骗。如发现其他同学误入传销团伙，要及时向学校报告，

如自己也误入传销团伙，要在保证自己人身安全的前提下，及时向当地公安、工商部门求

助，设法与学院取得联系，及时脱身。 

2、要谨慎面对许诺优厚工作条件的招聘，对声言要出钱疏通，或直接向毕业生索取

钱财许诺找关系安排工作等情况，要设法拒绝，以防上当受骗。 

3、毕业生进行就业洽谈时，用人单位或个人提出收取押金、保证金等其它费用时，

不要答应交款。 

4、参加招聘会的毕业生，要妥善保管好自身携带的行李物品和各类证件，不可交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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陌生人看管。也不可轻易将自荐书等书面材料交给他人，以防别有用心的人拿着毕业生相

关材料做文章进行诈骗活动。 

5、联系工作单位期间、空闲时间切不可涉足赌博等各种不健康的活动和场合。不能

通宵上网、网上交友、和网友见面约会等。 

6、在联系工作的过程中，同学们将直接面对社会，要调整好自己的心态，求职顺利

时头脑不要发热，求职受挫时不能灰心丧气，特别是遇到各种内心感到不满意，不公平，

甚至令人气愤的事情，更要冷静对待，避免出现过激行为。 

 

三、生活安全事宜 

1、应妥善处理在校期间的各种矛盾纠纷或感情纠葛，切不可采取过激方式或其它不

正当手段，防止矛盾激化造成恶果。 

2、原则上不组织毕业聚餐，如班级自行组织毕业聚会要按照程序办理外出活动申请

单，并由班主任老师带队，报学工办备案，且活动一定要有所节制，适可而止，严禁饮酒，

避免酿成祸端，严禁去歌厅等娱乐场所组织活动。 

3、注意饮食卫生，不要向无证摊贩上购买各种不洁食品。 

     四、离校外出注意事宜 

    1、妥善保管毕业证、学位证、报到证和档案，一旦遗失很难补办，有些还无法补办，

这必然对就业、择业和将来的事业发展造成十分严重的后果。 

2、路途乘坐交通工具要注意人身和财产安全，不要在途中交友，不要把自己的详细

情况告诉陌生人，也不能将行李物品交给陌生人看管。独自一人，身边无同学或朋友看管

自己行李物品的情况下，不要接受他人帮助搬运行李下车，也不要接受陌生人馈赠的食品、

饮料等。谨防陌生人以介绍工作、交朋友等为名，诈骗钱物或伤害人身。 

2、乘坐汽车不要将头、手伸出窗外，宁可推迟行程，也不要乘坐超员、超载或车况

不好的车辆；乘坐火车时，不要将手袋、手机等物品随意搁放，谨防他人顺手牵羊。  

3、乘车时一定要乘坐正式营运单位的车辆，并妥善保存乘车凭证（车票），下车时要

提前清点好自己的行李物品。 

4、一旦在路途遇到财产物品被盗或发生不安全事故，要及时向乘务员报告，可用有

效证件证明自己的身份，争取其它乘客的支持帮助，在确保自己人身安全的前提下，尽力

挽回损失。  

请同学们务必高度重视、认真落实以上有关注意事项。同学之间应相互关心、互帮互

助，经常保持联系，有事及时相互通知，通讯方式变更的同学应及时告知辅导员和班主任。 

 

 

 

医学院 

2017 年 5月 11日 

 

 

温馨提示语：请同学们妥善保管好毕业证、学位证、报到证、档案以及随身财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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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组织本科学生参加吉首大学 2017届毕业典礼暨学位授予仪式 

工作安排 

 

时间 工作任务 责任人 

5 月 18日 

-6月 5日 

宣传发动本科毕业生返校参加学位

授予仪式 
许  斌  彭校辉、丁晓岚  

6 月 5 日 
落实参加学位授予仪式学生及亲友

数量、名单 

彭校辉、丁晓岚 

相关学生干部 

6 月 7 日 
组织部分毕业生参加学位授予仪式

彩排 

许  斌  彭校辉   

  丁晓岚  相关学生干部 

6 月 8 日 
集合参加学位授予仪式的毕业生，讲

解注意事项 

院领导一名  许  斌 

彭校辉 丁晓岚 张  程  

6 月 9 日 
根据学校要求带领毕业生参加学位

授予仪式 

许  斌 彭校辉 丁晓岚  

张  程  王东秀 

 

相关说明 

1、着装要求：白色衬衣、黑色裤子、黑色皮鞋等（具体待商榷），学士帽流苏（帽

穗）应置于左前侧中部； 

2、全体毕业生应学会唱校歌； 

3、每名学生准备一张写有自己姓名和学位类别的纸条，上台前交给司仪。（例如：

医学学士  张三，理学学士  李四） 

4、其他事项由学工办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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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毕业生办理毕业手续注意事项 

一、毕业生返校期间管理办法： 

毕业生返校期间应自觉维护医学生良好形象与学院集体荣誉，遵守校纪校规，

文明离校，做到：①、讲文明、讲礼貌、搞好寝室卫生、不损坏公物；②、不打架、

不酗酒、不赌博；③、不吵闹、不起哄、不喧哗；④、注意财物安全、人身安全；

⑤、男女交往大方、得体、文明。 

毕业生在离校前违规违纪者，要按《吉首大学学生纪律处分条例》进行处理，

未处理清楚前缓发毕业证书，暂扣毕业挡案材料。损坏公物的必须赔偿，情节严重

的从严惩处直至开除学籍。已经落实就业单位的，学校将受到处分的毕业生情况直

接通报用人单位。 

二、              毕业生办理毕业手续流程图 

 

三、                 医学院毕业生离校程序单（样式） 

姓名  学号  班级  

查询毕业生离校

系统数据，确认

完成各项毕业手

续 

交就业协议书、

就业证明，核对

账号，领取报到

证、户口迁移证

等资料 

领取毕业生档

案 

党员领取党组织关

系介绍信与党员档

案 

领取毕业证、学

位证 

说明：1、毕业生必须办理完网上离校程序方可领取毕业证、学位证。 
2、签订就业协议书或考取硕士研究生为就业奖学金一等，提供就业证明及专

升本学生为就业奖学金二等。奖励金额将直接发放到毕业生预留的建设银行账上。 
3、党员与预备党员必须领取党组织关系介绍信与党员档案。 
4、毕业生档案由毕业生签字领取。学院负责联系邮局来学校现场办理邮寄手

续，由毕业生以学院名义自行邮寄给就业单位或者人才交流市场（邮资自理）。毕业
生个人不得私拆档案，否则一切后果自负。 

交就业协议书、就业证明，

核对账号，领取报到证 

自愿领取毕业生档案 

 

领取毕业

证、学位

证 

党员领取党组织关系介绍

信与党员档案 

领取《医学院毕

业 生 离 校 清

单》，查询毕业

生离校系统数

据，确认完成各

项毕业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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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吉首大学医学院 2017 届本科毕业生 

毕业考试实施方案 

一、指导思想  

为确保医学人才培养质量，强化医学院本科专业毕业生的理论知识与

操作技能，及时反馈实习生的临床实习成果，检验教学水平。 

二、组织管理 

在学校教务处领导下，由医学院、临床学院共同组织实施，成立毕业

考试领导小组和工作小组。小组成员如下： 

领导小组 

组  长：谭敦勇、周明欢 

成  员：杜建林、向志钢、周异曾、陈正英、王  元、秧茂盛 

工作小组 

组  长：向志钢、周异曾 

成  员：张钰华、薛桂娥、邓瑜、郭云辉、陈金华、彭英福 

三、方案实施 

(一)毕业技能操作考试：由医学院实习办和临床学院、护理系、针灸

推拿系、临床技能实践中心负责组织 2016 级本科专业毕业生进行临床技

能操作考试。 

1、考试资格审核：凡按照毕业实习大纲要求，完成全部毕业实习项

目，毕业实习鉴定合格的 2016届临床医学、针灸推拿学、护理学本科专

业学生方有资格参加毕业技能操作考试。 

2、具体考核时间及方案的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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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理学专业毕业技能考核，考试时间：5 月 22-23 日，薛桂娥负责

制定考核方案（见 2013 级护本班护理技能毕业考试实施方案）； 

针灸推拿学专业毕业技能考核，考试时间：2017 年 05 月 22 日、23

日，邓瑜负责制定考核方案； 

临床医学专业毕业技能考核，5 月 23-24 日，上午 8:00-12:00，下

午 14:00-18:00。补考时间 5 月 25 日上午 8:00-12:00，张钰华负责制定

方案 

3、考试地点：护理学专业、针炙推拿学专业在医学院临床技能实践

中心（大田湾校区）；临床医学专业在吉首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全科医生培

养基地临床技能中心 

4、考试形式：按照多站式考核方式进行 

6、毕业技能操作考试补考时间：2016年 5 月 23、24、25日（详见附

表） 

（二）理论考试： 

由医学院教务办、实习办负责组织全体 2016 届本科毕业生进行理论

考试。由教务办负责制卷，落实考场、监考人员并安排学生；临床学院、

护理系、针灸推拿学系组织相关人员命题、阅卷及补考事宜。 

1、考试资格审核：毕业技能操作考试合格的 2017届临床医学、针灸

推拿学、护理学本科专业学生方有资格参加毕业理论考试。 

2、考试内容 

（1）临床医学专业： 

大内科：包括内科学、儿科学、传染病学、神经病学，总分 100分，

其中内科 60%，儿科 20%，传染科 10%，神经病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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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外科：包括外科学及妇产科学，总分 100 分，其中普外 20%、骨外

科 20%，神经外科 10%，泌尿外科 10%，妇产科 40% 

（2）护理学专业： 

基础护理学、内科护理学、外科护理学。每科考试总分 100 分。 

（3）针灸推拿学专业： 

推拿学：包括推拿治疗学、小儿推拿学，总分 100 分，其中推拿治疗

学占 60%、小儿推拿学占 40%； 

针灸学包括经络腧穴学、刺法灸法学、针灸治疗学，总分 100 分，其

中经络腧穴学占 30%、刺法灸法学占 30%、针灸治疗学占 40%； 

3、考试方法 

闭卷考核，考试题型及难度与执业医师资格（执业护士）考试试题题

型和难度大致相当，60分及格。 

4、考试时间：针炙推拿学、护理学 2016 年 5 月 25-26 日；临床医学

24、25 日（12：30-14：30）。 

 5、考试地点：针炙推拿学、护理学 大田湾校区； 临床医学砂子坳

校区新实验大楼。 

6、补考时间：2016年 5 月 30-31 日 

四、工作量核算 

参与实践考核的医学院教师每人按学院相关规定计工作量（监考），

出卷及阅卷老师工作量参考学院标准执行。 

医学院 

2016年 5 月 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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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1：吉首大学 2017 届临床医学专业毕业生 

临床技能考核工作方案 

 

为全面评价临床医学专业毕业学生技能水平，严格人才培养质量标

准，特制定吉首大学 2017 届临床医学专业毕业生临床技能考核方案。 

一、考试对象 

2012级临床医学专业 1、2、3、4 班学生。 

二、考试时间 

5 月 23-24 日，上午 8:00-12:00，下午 14:00-18:00。 

补考时间 5 月 25 日上午 8:00-12:00 

 

三、考试地点 

吉首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临床技能综合培训中心：吉首大学第一附属

医院全科医生培养基地临床技能中心。 

 

四、方案实施 

（一）考试方式及内容： 

采用客观结构化临床多站式考核（OSCE)，共设置 8 站，内容如下。 

第一站：病史采集及病历书写： 笔试。  

第二站：体格检查抽签考核（5 个项目抽签任选一项）及提问 

（1）一般、头颈部检查       

（2）胸肺部检查             

（3）心脏及外周血管检查     

（4）腹部检查               

（5）脊柱四肢及神经系统   

第三站：外科学技能抽签考核（5 个项目任选一项）及提问 

    （1）无菌术                 

    （2）换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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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缝合、打结                                  

    （4）包扎                   

     第四站：辅助检查（阅片及心电图机考）  

     第五站：急救技能（心肺复苏） 

     第六站：妇产科技能（产前检查操作技能） 

     第七站：儿科技能（配奶） 

     第八站：内科技能（胸腔穿刺术、腹腔穿刺术抽签任选一项） 

（二）考试方法： 

每名考生均需进行八站考核，按班级进行分组,每班分成 4 组，首先

进行第一站（病史采集），在 15 分钟内完成 ，然后再按 4 组进行第二、

三、 四站、五站、六站、七站、八站轮转抽签考核，每站 7 分钟内完成。 

  3、计分方式： 

每站均采用百分制，总分 80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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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二：2012 级针灸推拿本科专业技能毕业操作考核方案 

 

一、考核时间、地点 

1.考核时间：2017 年 05月 22日、23日。 

上午 08：30～11：30， 下午 15：00～17:30。 

2.地点：针灸实验室、推拿实验室 

 

二、考核项目及考核教师 

序号 考核项目 考核老师 

1 腧穴定位 邓 瑜、宿绍敏 

2 毫针刺法 邓 瑜、宿绍敏 

3 拔罐法 宿绍敏、刘亮晶 

4 针灸病症 宿绍敏、刘亮晶 

5 成人推拿手法 李中正、贾元斌 

6 成人推拿治疗 李中正、贾元斌 

7 小儿推拿手法 刘盈盈、贾元斌 

8 小儿推拿治疗 刘盈盈、贾元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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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三： 

2013 级护本护理技能毕业考试实施方案 

一、考试基本要求： 

要求基础护理学教研室全体教师共同参与，思想上认真对待本次护 

理技能毕业考试任务。具体做法是： 

 1、考前 2 天组织学生认真复习《常用护理技术操作程序与考核评 

分标准》，观看操作视频，使学生再强化各项考试项目的操作程序、明确

考试评分标准。 

    2、考前 1天组织学生熟悉考场，抽好考试顺序签并提交考顺序名单

（考号）。 

 3、学生自备护士服、帽子、口罩，部分考试项目（静脉输液）是真

人操作，自备模拟患者。 

 4、监考教师严把技能考试关。 

二、考试具体安排  

考试时间 考号 地点 考试项目 监考教师 

5月 22日 

（星期一/第十四周）  

8：00—10:00 

第一场 

1-10 
307  护理技能操作考试  薛桂娥、陈诗韵 

11-20 
308 护理技能操作考试 李春梅  张惠娟 

 

5月 22日 

（星期一/第十四周）

10：20—12:20 

第二场 

21-30 
307 护理技能操作考试 薛桂娥、陈诗韵 

  31-40 
308 护理技能操作考试 李春梅  张惠娟 

 

 

5月 22日 
41-50 

307 护理技能操作考试 薛桂娥、陈诗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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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一/第十四周）

14：00—16:00 

第三场 

 

51-60 

308 护理技能操作考试 李春梅  张惠娟 

 

 

5月 22日 

（星期一/第十四周）

16：20—18:20 

第四场 

 

 61-70 

307 护理技能操作考试 薛桂娥、陈诗韵 

71-76 

308 护理技能操作考试 李春梅  张惠娟 

三、考试方式和评价方法： 

1、考试方式：考生按考号顺序进入相应考场后随机抽取 7项操作（静

脉输液、肌内注射、皮试、心肺复苏、导尿、吸痰、吸氧）中的一项进

行考试.考生自己准备考试操作用物（2分钟内完成）后开始考试。监考

教师全程监考、记录、评分。成绩按百分制单列。 

2、评价方法：见《常用护理技术程序与考核评分标准》。 

四、补考安排 

1、补考时间：2017年 5 月 23 日 

2、补考监考教师：张惠娟   陈诗韵 

 

                                         护理技能实验室 

2017 年 5 月 17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