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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理硕士专业学位授权点建设年度报告（1054）

（2021年）

一、学位授权点建设情况

（一）目标与标准

1.授权点基本情况

2014年我校经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为护理硕士专业学位授权

点，自 2015年开始招生，现已有毕业生 40人。2020年护理专业获

批省级一流专业，有国家级、省级一流课程、在线开放课程及精品资

源共享课 6门。学位点依托护理学院、4所直属附属三甲医院、6所

实践基地、3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高水平研究及实践平台，包括护

理学、中医骨伤护理专科等 54个中医类和 40个西医类国家和省部级

临床重点专科，实现校-院资源共享及学科交叉融合，提供强有力的

办学支撑条件。2021年学位点与空军军医大学开始联合培养硕士研

究生。

2.培养目标

护理硕士专业学位授权点始终坚持正确的办学方向，落实立德树

人根本任务，确立扎根陕西、面向西北、辐射全国的服务定位，培养

能够独立开展临床护理实践的德才兼备、具有中医特色的高层次、应

用型、专科型护理人才，并具有发展成为高级临床护理专家的潜能。

（二）基本条件

1.培养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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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学位点秉承立德树人、以学生发展为中心的理念，开展教育教

学改革，注重课程思政，实现育人育才的统一。一是以生为本，注重

发展，生源质量逐年提升。本学位点坚持以“学生为中心”的办学理念，

影响力不断扩大，生源质量逐年提升，2021年报考人数已达 400人，

第一志愿录取率已达 100%，录取平均分高出国家线近 25分。二是以

需为导，突出特色，整体质量稳步提高。以社会需求为导向，以浓郁

的中医药校园文化、突出中医特色的培养目标和培养体系、具有中医

护理重点专科建设平台的优质实践基地为保障，整合校内外优势资

源，实施校-院-实践基地三级督导体系，保证了本学位点研究生的特

色性培养质量。三是以德为基，“三全育人”，综合素质常抓不懈。在

课程学习中实现“知识传授”和“价值引领”的有机统一，塑造学生的理

想信念和思想道德；将艰苦奋斗的延安精神、精诚仁朴的校训和邵小

利烈士精神有机融合，构建了独具特色的思政实践教育体系，培养学

生的家国情怀和责任担当；仁心精术的医院文化、奉献与关爱的护理

文化对学生的职业道德、专业情怀和人文素养产生着潜移默化的深远

影响。

2.师资队伍

学院坚持师德师风为教师素质评价的第一标准，实行师德师风考

核一票否决制度；实施“内培外引”人才策略，面向海内外公开招聘优

秀人才；举行内容、形式多样教学比赛，以赛促教、以赛促建。现有

专任教师 45人，包括高级职称 33人、博导 2人、硕导 24人。专任

教师中硕士及以上占 95.5%，20余名教师到国内外大学交流。荣获“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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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省师德标兵”1人、“陕西省教学名师”2人、校级“教书育人先进个

人”10余人。获批省级教学改革项目 8项，省课堂教学创新大赛一等

奖、三等奖各 1人，思政课程教学能手 2人。

3.科学研究

目前学位点形成了临床护理技能训练与研究、护理管理实践与研

究以及中医护理技能训练与研究三个培养方向。近两年新增各级科研

项目 25项，其中国家级 1项，省部级等 10项；发表学术论文 100余

篇，其中高水平论文 10篇。

4.奖助体系

根据学校要求，成立二级学院奖助评选领导小组，细化评选细则，

在国家奖学金、学业奖学金、国家助学金、校级贫困生补助及“三助

一辅”岗位遴选过程中严格遵循“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未出现

弄虚作假及舞弊行为，学生受助率超过 50%。

表 1 研究生奖助学金情况表

项目名称 资助类型 年度 总金额（万元） 资助学生数

国家奖学金 奖学金 2020年 2 1

国家奖学金 奖学金 2021年 2 1

学业奖学金 奖学金 2020年 5 12

学业奖学金 奖学金 2021年 11.5 31

国家助学金 助学金 2020年 12.6 21

国家助学金 助学金 2021年 24 40

（三）人才培养

1.招生选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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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护理硕士专业学位招生名额 38名，报考人数 400人，达

到国家线考生 44人，第一志愿录取率达 100%，录取平均分高出国家

线 25分，报录比为 10:1。生源结构合理，符合专业学位招生选拔机

制。

2.思政教育

本学位点以政治思想教育为指引、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为主线、知识教育为载体、实践教育为重点，把立德树人贯穿于研

究生教育各环节，保证落地、落细、落实，构建全员、全程、全方位

育人体系，培养精专业、有情怀、勇担当的新时代护理人才。通过举

办“导师沙龙”活动，落实导师是研究生培养第一责任人的要求；加强

辅导员的专业化管理，对研究生开展“谈心三对接”活动；组建教学团

队，聘请省高校思政课“教学标兵”为课程思政指导教师，与专业课教

师建立“手拉手”联系机制；鼓励教师开展课程思政改革；创新开展“党

史教育读书会”“党史教育进公寓”等活动，不断提高党员的政治站位。

3.课程教学

本学位点立足研究生能力培养和长远发展，以行业需求为导向，

完整贯彻培养目标和学位要求，系统设计和整体优化课程体系。课程

体系分为学位课程和非学位课程，其中学位课程包括公共必修课（10

学分），专业基础课（10学分），专业必修课（4学分），专业选修课

（≥3学分）；非学位课程包括素质拓展课（2学分）。特色与成效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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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紧扣培养目标，强化实践教学。以应用能力和职业能力培

养为重点，实践课与理论课比例为 3︰2，案例教学达 50%，着力培

养研究生的知识获取能力和解决实际问题能力。

（2）思政融入课堂，提升综合素质。思政元素与专业知识交织

交融，旗帜鲜明，润物无声，在传授知识的同时，培育思想道德和人

文素养。

（3）修习方式灵活，拓宽发展空间。必修课与选修课学分比为

29︰11，研究生可按需、择优、跨学科、跨专业选课；教学服务平台

和数字化课程，为课程学习提供信息和技术支持。

（4）考核方式多样，培育科学思维。注重考核形式的多样化、

有效性和可操作性，加强对研究生基础知识、创新性思维和发现问题、

解决问题能力的考查，从而培育科学思维能力。

（5）管理监督并重，确保育人质量。制定并落实研究生课程教

学管理制度和研究生课程教学监督和评价。

4.导师指导

本学位点严格按照学校指导教师选聘要求遴选导师，目前有硕士

研究生导师 26人，2021年具有招生资格导师 20人，其中博士学位 2

人、硕士学位 15人，正高职称 10人，分布在我校护理学院、附属医

院及实践基地。为加强导师考核，其考核方式为自评与他评相结合、

个人与组织相结合，从爱国爱党、敬业爱生、教书育人、严谨治学、

服务社会、为人师表等方面进行考核，考核结果公示后存入个人师德

师风档案。为提高导师指导水平，校、院两级定期召开导师培训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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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2021年度研究生导师招生情况表

序号 学生姓名 培养基地 导师/单位

1 张宏丽 空军军医大学 郎红娟/空军军医大学

2 边梅 空军军医大学 师文/空军军医大学

3 丁晨梦 空军军医大学 胡雪慧/空军军医大学

4 强惠 空军军医大学 画妍/空军军医大学

5 杨鑫 空军军医大学 范珊红/空军军医大学

6 肖莹晶 空军军医大学 画妍/空军军医大学

7 王静 空军军医大学 尼春萍/空军军医大学

8 任鑫 空军军医大学 张美霞/空军军医大学

9 侯艺萱 空军军医大学 曹宝花/空军军医大学

10 李子怡 空军军医大学 朱以芳/空军军医大学

11 翟冰莹 陕西中医药大学 刘芳/陕西中医药大学

12 隗琨丽 陕西中医药大学 刘芳/陕西中医药大学

13 李雨繁 陕西中医药大学 韩琳/陕西中医药大学

14 黄茜 陕西中医药大学 段筱妍/陕西中医药大学

15 孙明珠 陕西中医药大学 段筱妍/陕西中医药大学

16 武霜 陕西中医药大学 姚洁/陕西中医药大学

17 杨春枝 陕西中医药大学 姚洁/陕西中医药大学

18 侯莎洁 陕西中医药大学 郭小兰/陕西中医药大学

19 宗清贞 陕西中医药大学 刘丽秀/陕西中医药大学

20 王星欢 陕西中医药大学 陈鸿芳/陕西省中医医院

21 陈金燕 陕西中医药大学 陈鸿芳/陕西省中医医院

22 高雪妮 陕西中医药大学 杨海侠/陕西省中医医院

23 张佳 陕西中医药大学 杨海侠/陕西省中医医院

24 贺泉珍 陕西中医药大学 刘艳梅/陕西省中医医院

25 高晓曦 陕西中医药大学 刘艳梅/陕西省中医医院

26 周莹莹 陕西中医药大学 盖海云/西安市中医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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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任珍利 陕西中医药大学 盖海云/西安市中医医院

28 隋馥卉 陕西中医药大学 赵静/西安市中医医院

29 苗晓娜 陕西中医药大学 杭嘉敏/西安市中医医院

30 张新宇 陕西中医药大学 杨寅/西安市中心医院

31 艾新建 陕西中医药大学 杨寅/西安市中心医院

32 来锦 陕西中医药大学 张玉莲/陕西省人民医院

33 何婷 陕西中医药大学 牛倩/陕西省人民医院

34 高雅 陕西中医药大学 李洁琼/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35 汤逸蘋 陕西中医药大学 李洁琼/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36 肖倩 陕西中医药大学 温秀蔺/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37 罗利群 陕西中医药大学 温秀蔺/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38 李茹凡 陕西中医药大学 李蒙/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表 3 2020年-2021年导师培训表

序号 培训主题 培训时间 主办单位

1 师生教学相长的艺术 2020年 4月 19日 研究生院

2
研究生教育的改革与发展——

以清华大学为例
2020年 5月 5日 研究生院

3 研究生德育教育培养质量实践与体会 2020年 5月 21日 研究生院

4 研究生培养质量提升的建设思考 2020年 6月 15日 研究生院

5 研究生生涯辅导的定位与实施 2020年 7月 23日 研究生院

6 人工智能与机器学习：回到未来 2020年 7月 24日
教师发展

中心

7 新冠疫情下远程心脏康复的构建与实证研究 2021年 12月 9日 护理学院

8 从临床到科研—中医护理技术临床研究设计 2020年 12月 10日 教师发展中心

9 用科研思路解决临床护理问题 2021年 12月 16日 护理学院

10 中医临床护理骨干管理能力与创新能力高级培训班 2020年 12月 19日 护理学院

5.实践教学

（1）基本情况。本学位点现有 6家实践基地，研究生按照各培

养方向的实践大纲完成 22个月的临床实践，包括通科实践与专科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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践。在实践期间，研究生须完成一定例数的基本护理技术操作及专科

护理技术练习；参加护理查房、业务学习、病例讨论、观摩专科检查

等临床教学活动；在每个科室轮转完成小讲课 1 次、书写护理病历 5

份。采用分阶段客观结构式临床考核、出科考核、专项考核等测试学

生的临床综合能力。

（2）特色与成效。

①实践基地成立研究生管理工作办公室，设在护理部，由护理部

主任/副主任负责，设一名干事，对实践环节统筹安排并质量监督。

②学校改善实践基地教学条件，培训骨干教师，邀请临床教师参

与科研活动和申报科研项目；定期召开临床实践工作会议，实行年度

评估，促进实践基地建设。

③按照研究生培养要求，实施双导师制与方向指导小组联合培

养，护理部统筹安排落实。以工作坊、情景模拟等多种教学方式夯实

理论知识，提高临床技能；参与组织会议及活动，提升管理能力；辅

助本科实习生带教工作，提高教学能力；通过个案护理讨论、文献检

索汇报、专病查房等形式，培养科研意识，提高用科研思维解决临床

实际问题的能力；通过出科、阶段、专题等多形式进行考核，保证培

养质量。

6.学术交流

2021年护理学院谭诗韵获第八届CMB中国护理网护理研究生论

坛海报展示三等奖，房媛媛参加北京大学护理学院联合北京大学第一

医院举办的未名护理（国际）青年论坛并作题为《生姜精油不同吸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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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预防女性脊髓型颈椎病颈前路融合术后恶心呕吐的效果观察》的

优秀学术论文分享，王天沛担任中华护理学会研究生工作委员会委

员；100多人次参加线上和线下国内外学术会议及培训班。

7.论文质量

（1）完善制度，保证质量。依据教育部、国务院学位办、教指

委关于护理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文件内容，结合学校相关文件，

制定了《陕西中医药大学护理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学位论文写作规

范》，要求学位论文须与培养临床护理决策能力紧密结合，体现学生

运用护理及相关学科理论、知识和方法分析、解决临床护理实际问题

的能力。2020、2021届毕业生的 20篇学位论文，100%来源于临床实

践。

（2）聚焦行业，服务实践。学位论文聚焦本专业学位点研究方

向，聚焦临床护理实践问题，聚焦患者和护士两大群体，针对延续性

护理的应用、中医护理适宜技术应用、患者生存质量及相关变量、护

士培训方案构建以及护士职业相关现状等方面开展研究。论文的研究

将临床问题凝练提升为科学问题，经科学设计、规范实施、严谨分析

后，研究结果与结论又应用于临床护理实践，并为同类研究提供了一

定的依据。

（3）严格审查，答辩评优。2020-2021年，毕业生学位论文全部

通过文字复制比检测及校外专家盲审，有 2篇被评为优秀毕业论文。

2020、2021届 20名护理硕士专业学位毕业生，学位论文盲审通过率、

学位论文抽查合格率、学位授予率为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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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培养质量

本学位点秉持“重素质、厚理论、强实践、严考核”的培养理念，

注重提升研究生的专业能力、科研能力、创新能力等，还强化综合素

养的提高。研究生们主动参加学术活动，参与助教、助管、助研工作

以及学科竞赛和文体活动。

2021年，研究生主持校级研究生创新课题 2项，其中重点项目 1

项；研究生创新实践能力提升项目 1项，第一作者发表论文 40余篇，

其中 SCI2篇（JCR1区 1篇，2区 1篇）、科技核心期刊论文 10篇；

授权 2项实用新型专利，软著 2项；获“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1

项省赛铜奖、4项校赛金奖；30余人参加实践基地组织的“护卫健康，

未病先防”的义诊活动和“弘扬志愿精神，南丁格尔在行动”志愿者活

动；2人参加十四运医疗保障队工作。

近年来，用人单位反映我校护理专业学位研究生综合素质高、临

床实践能力强、科研创新能力优、发展潜能大，深受用人单位欢迎。

根据第三方评估机构培养质量评价结果满意度为 100%。

9.学风建设

在教师优良师德师风言传身教下，学生理想信念坚定，精神家园

丰满，职业使命感强，学习刻苦用功，毕业后自愿到祖国最需要的地

方工作，其中 40%投身西部从事临床一线护理工作，普遍受到用人单

位好评，部分学生已成为用人单位的骨干。自招生以来，未出现考试

作弊及任何学术不端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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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导师及临床带教教师科学道德和学术规范教育开展情况

序号 活动名称 活动形式
参加

人数
教育内容

1

“立德树人、改革

创新”研究生导

师能力提升高级

研修班

线上线下结合，各单

位同步组织进行培

训。采取集中学习、

个人自学、分组讨论

等方式进行

125

学习了国家关于研究生导师立德树人

政策方针、师德师风、研究生教育改

革、经验分享、研究生培养、科技形

势与前沿、文化浸润与自信、实践内

化、视野拓展、领导力提升、社会心

理等内容

2
党史学习教育报

告会
专题报告 82

陕西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阎树群

教授从“党的学风概念及其演进的脉

络；毛泽东的学风思想；邓小平、江

泽民、胡锦涛的学风思想；习近平关

于学风的重要论述”等方面，讲解了中

国共产党学风思想的历史演进及时代

价值

3

中青年导师培养

提高工程——师

德师风建设专题

培训

专题报告，分组讨论 52

学习梳理十八大以来国家层面对教育

工作及师德师风建设的文件及讲话精

神，深刻诠释了党中央在新时代关于

师德师风建设的新要求，号召大家作

为新时代的教师要带头培育和践行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4
课程思政建设专

题网络培训
线上形式专题报告 130

此次培训由吴现波、尹霞、张杰、史

玮和张智强等老师通过连续 6场的线

上培训课程，详细解读了课程思政领

域的相关政策与指导纲要，并以具体

课程为例深入浅出地讲解了如何进行

课程思政的教学设计与实施

5
开展“知边界、守

规矩、抓落实”专
项培训

线上线下结合，采取

集中学习、个人自

学、分组讨论等方式

进行

80

从科研诚信与学术规范、科研指导与

方法研究、导师科研与辅助工具三方

面，通过解读近年来关于学术规范的

政策文件、实际案例和知网大数据分

析，阐述学术规范的重要性

6
科研诚信学术规

范教育培训会
专题报告 56

为营造学校学术诚信环境，帮助科研

人员树立良好的科学素养、培育自主

创新的学术道德，进一步提高导师的

科研能力，提高科学研究质量，进行

了学术规范、科研诚信和实验记录专

题讲座和交流

7

“树立学术规范

理念，助力科研

指导创新”主题

报告会

专题报告，个人发言 20

阐述了科研诚信和科技伦理的定义、

重要性和贯彻落实科研诚信、加强科

技伦理治理的具体要求。要学懂弄通

用好有关政策、要压实科研诚信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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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责任、要强化科技创新全过程科研

诚信管理

8
“科学道德与学

风建设”专题讲

座

专题报告 78

介绍了科学道德与学风建设的重要性

进行，列举了研究生的学术研究中，

必须严令禁止的学术不端和学术造假

行为，讲解了学术论文撰写中的文献

引用、选题、设计研究方案、课题申

请应遵守的规范

9
“恪守科学道德，

杜绝学术不端行

为”专题培训

专题报告，分组讨论 160

结合 2019年外校出现的几起学术不

端行为的案例，表明我校对任何学术

不端行为“零容忍”，并对以往学位论

文抽检中发现的问题的原因进行了分

析，并提出了具体指导意见，向所有

的研究生敲响了警钟

10
“守住生命线，架

好高压线”专题

报告

专题报告，分组讨论 45

详细阐述了学术不端的各种表现形式

及严重危害事件，深入解读了一系列

文件以及学校相关规定，强调科研管

理部门在学生与导师在学术论文发表

过程中的监管职责

10.管理服务

护理学院研究生管理人员设置合理，分工明确，学院院长为研究

生管理主要负责人，主管研究生招生、培养及学位工作，党总支副书

记分管研究生党建及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设有专职研究生秘书 1名，

并聘请班主任 3名主要管理研究生教学、科研及实践等日常工作，选

拔优秀的教师党员为研究生党支部书记。设在研究生奖助评选领导小

组确保各类奖助评选公平、公开、公正，制定完善的中期检查、实践

考核及答辩程序以保障研究生权益。

11.就业发展

本学位点 2020-2021年毕业硕士研究生 20人，其中 2021届毕业

生 10人，均从事临床护理、护理管理、护理教育等工作，所学专业

与就业岗位高度契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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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2020、2021届毕业生就业情况统计表

单位

类别
年度

党

政

机

关

高等

教育

单位

中初

等教

育单

位

科

研

设

计

单

位

医

疗

卫

生

单

位

其

他

事

业

单

位

国

有

企

业

民

营

企

业

三

资

企

业

部

队

自

主

创

业

升

学

其

他

全日制硕士
2020 0 1 0 0 9 0 0 0 0 0 0 0 0

2021 0 3 0 0 7 0 0 0 0 0 0 0 0

（四）服务社会

护理学作为综合性应用科学，对维护社会稳定、促进人类健康发

挥着重要作用。本学位点本着服务健康中国建设的宗旨，以中医护理

优势服务区域健康卫生事业；以学科发展推动行业发展；以大爱无疆，

无私奉献精神科学应对公共卫生事件；以学科优势助力扶贫攻坚。

1.中医特色护理服务区域健康卫生事业

以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重点学科建设和中医护理治疗专科护士教

学培训基地建设为平台，以发挥中医护理特色和优势的创新应用研究

为主要方向，发挥中医护理在老年病、慢性病防治和养生康复中的作

用，从以基础护理研究为中心转向以健康促进、疾病预防和康复治疗

护理相结合的卫生保健研究为中心，服务于区域健康卫生事业，使中

医护理持续、稳定、协调的发展。

2.学科发展带动行业发展

充分发挥护理学教育资源，搭建学术交流平台，传播护理学科前

沿知识和先进技术；开展科学研究，探索解决护理实践中的问题，带

动行业的创新创业；助力成人教育，提高我省及西部护理队伍总体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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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学位点线上线下组织各类学术交流、技术培训 10余场，参加人

次近 1000人。

3.学科优势助力全民健康

深入开展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教育，使学生树立了正确的理

想信念，在脱贫攻坚工作中充分发挥护理学科优势，关注贫困地区人

民身心健康，宣传慢性疾病防治知识和急救知识，提高贫困地区人民

对慢性疾病防治的认知和预防自救能力；为贫困地区留守儿童心理健

康和安全教育提供有力支持。

二、学位授权点建设存在的问题

1.师资队伍的建设需进一步强化。

2.特色方向需进一步凝练。

3.在读学生高水平研究成果有待进一步增加。

4.在读学生赴国外研修的机会不够多。

三、持续改进计划

1.引育结合，优化师资队伍。按照学校人才队伍建设规划，引育

结合，放宽政策积极引进高层次护理人才，开拓渠道提升教师学历和

学术水平，优化师资队伍，为本学位点进一步发展夯实基础。

2.把握机遇，凸显中医特色。把握国家大力发展中医药事业的大

好机遇，充分利用学校及实践基地的中医药教育资源，使研究生培养

的目标和方向更加凸显中医特色，更好地服务于“大健康”事业，满足

西部地区对高层次护理人才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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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优化体系，落实研究生教育改革。重视课程体系改革和课程水

平提升，加强校外专家课程体系建设，进一步培育特色的精品课程，

优化教育质量监督体系。

4.开拓视野，加强国际交流。积极与国际高水平大学建立研究生

双向交流机制，支持引进国外优质教育资源。稳定支持师生赴境外参

加有关学术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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