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护理学院学生工作 4月简报

护理学院策宣宣传部编印第 2 期（总第 2 期） 2016 年 4 月 30 日

【重大活动】

护基操作大赛初赛

护理学院获得第 26 届校园科技文化艺术节校园集体舞大赛三等奖

【教师风采】

春风十里，桃李吐新 ——护理学院 2016 年青年教师讲课竞赛

【志愿活动】

南京儿童医院志愿活动

南京第一医院志愿活动

逸夫医院志愿者活动

江宁二院志愿活动

鼓楼医院活动

淳化敬老院活动

幸福院敬老院志愿活动

秣陵敬老院志愿活动

殷巷小区志愿者活动

江苏省老年医院分院志愿活动

永宁社区志愿活动

【学院事件】

职业生涯规划与设计 —护生职业生涯规划与就业指导课程第五讲

苏北人民医院就业宣讲

南京医科大学分党校第十三期入党积极分子培训班顺利结业

护理学院学生党支部组织生活会

2016 护理学院春季读书报告会

护理学院初级救护员培训

护理学院 2016 年唐仲英奖学金面试

2016 年护理学院学风建设宿舍 PPT 评比

幸福就在你手里——与青年谈婚恋

护理学院在校关工委“缅怀英烈，自强不息”主题征文活动

记护生职业生涯规划与就业指导第六讲

护理学院江宁校区学生党支部 2016 年第二次组织生活会

护生职业生涯规划与就业指导课程第七讲

2016 年校园春季读书报告会决赛

护理学院优秀学生干部交流会

护理学院考研讲座

护理学院 13 级实习动员、管理条例宣讲

护生职业生涯与就业指导课程第八讲



护理学院 14、15 级班级春游活动

青春，荣耀：致奋斗路上的你—护理学院 2015 级 4 月主题户外活动

【体育娱乐】

“三好杯”护理 VS 长学制男子篮球赛

群雄舌战展雄风，争锋相对辩天下 ---记护理学院辩论赛

“三好杯”护理 VS 药学院女篮

“三好杯”护理 VS 长学制女子篮球赛

护理学院 RH 同伴社健康教育宣讲

【重大活动】

护基操作大赛初赛

4月 18 日，初赛第一场，于博学楼A200 举行，对无菌、静脉输液、生命体

征测量操作的考核，每项操作有 14 人参加，只选拔出四人。

4月 19 日，初赛第二场，在明达楼 307 举行。考核的内容是 CPR，即心肺

复苏，考核时长共计 2分钟，满分为 100 分，分为判断、呼救、心脏按压、开放

气道、人工呼吸、评价复苏结果、综合评价等七项。

本次大赛为提高护理学本科专业学生的实践操作技能，培养学生实际动手能

力提供了良好的平台。

舞动天使的翅膀

——护理学院获得第 26 届校园科技文化艺术节校园集体舞大赛三等奖

4月 25 日晚 6：30，我校在体育馆举行了第 26 届校园科技文化艺术节校园

集体舞大赛。现场气氛热烈，掌声连连。护理学院的民族舞《春风新韵》荣获团

体三等奖，护理学院获得优秀组织奖。这些奖项都是护理学院学生们勤奋练习、

刻苦钻研的结果。作为护理学院的学生，将来都可能成为白衣天使，除了救死扶

伤的使命，也可以多才多艺，活出丰富的人生。本次校园集体舞大赛，护理学子

挥动天使的翅膀，舞出了动人的步伐。



【教师风采】

春风十里，桃李吐新——护理学院 2016 年青年教师讲课竞赛

4月 1 日，为了进一步加强青年教师的队伍建设，鼓励青年教师采用多种方

式进行有效的课堂教学，提高课堂教学水平，护理学院在康达楼K211举行了2016

年青年教师讲课竞赛。

经过激烈的角逐，朱姝芹和唐慧婷两位老师凭借扎实的功底和出色的发挥获

得第一名。在竞赛中，各自的授课方式大不相同，但都本着授予知识的目的展示

着她们的授课技能。

【志愿者活动】

南京儿童医院志愿活动

4月 3 日，志愿者为病人排号等候病人，着实为病人、家长解决了一些问题。

南京第一医院志愿活动

4月 5 日，志愿者全程陪诊，尽心尽力。

逸夫医院志愿者活动

4月 8 日，虽然志愿者在导医站了很久，很辛苦，一直坚守着自己的岗位，

等待着每一位需要帮助的人，并且来回巡视，导医、帮助挂号，及时发现需要帮

助的人。

江宁二院志愿者活动

4月 10 日， 与病人交流谈心，使之身心放松。

鼓楼医院活动

4月 11 日，志愿者被分配到不同的工作岗位,每位同学都很认真,积极地帮助

其他人, 指导病人如何刷条形码如何刷卡取药，有疑问时也会积极地询问医护人

员。

淳化敬老院活动

4月 16 日，志愿者与老人们聊天，帮忙做家务。



幸福院敬老院志愿活动

4月 16 日，志愿者帮老人剃须按摩。

秣陵敬老院志愿活动

4月 17 日，志愿者的到来给予老人们更多的关爱，帮他们解除内心的孤单

与寂寞。希望志愿者们真诚的感恩之心能够融化老人们内心的孤寂。

殷巷小区志愿者活动

4月 17 日，志愿者帮助老人做饭照顾孩子。

江苏省老年医院分院志愿活动

4 月 17 日，志愿者开始了录入信息、问卷调查、测血糖血压、握力、三米

起立行走和礼品发放这一系列流程。

永宁社区志愿活动

4 月 24 日，志愿者合理分工，进行诸如发传单、量血压以及向居民讲解高

血压知识等。

【学院事件】

职业生涯规划与设计—护生职业生涯规划与就业指导课程第五讲

4月 5日 18:00，护理学院学生工作办公室付梦楠老师在康达楼K117 给护理

学院 2014 级学生就“职业生涯规划与设计”上了生动一课，本次课程也是护生

职业生涯规划与就业指导课程的第五讲。

本次课程帮助同学们在认真分析个人性格特征的基础上，结合自己专业特长

和知识结构，制定出对将来从事工作所做的方向性的方案。职业生涯规划的意义

在于寻找适合自身发展需要的职业，实现个体与职业的匹配，体现个体价值的最

大化。

苏北人民医院就业宣讲

4月6日,护理学院邀请苏北人民医院人力资源部主任兼江苏省医院人力资源



协会副主任委员鞠永和，苏北人民医院护理部主任王艳在大学生活动中心进行了

一场就业宣讲。本次讲座让低年级同学提前思考不远的职场之路，更好地整理自

己以适应瞬息万变的社会。

南京医科大学分党校第十三期入党积极分子培训班顺利结业

4月 7 日，在明达楼 118 教室南京医科大学党校副校长、组织部部长徐霞，

护理学院党总支书记顾汉展，以及七家学院的党总支副书记和辅导员代表出席了

典礼。典礼由护理学院党总支副书记、副院长管园园主持。

每一个学院的代表都就在培训班学习的过程和内容进行了总结，从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的践行到苦难中国辉煌历程的探寻，每一位入党积极及分子都完成了对中

国共产党的重新认识，确立了全新的价值观。

护理学院学生党支部组织生活会

4月 7 日，南京医科大学护理学院学生党支部在明达楼 118 开展了本学期第

二次组织生活会，党总支副书记管园园，党支部书记吴菲和党支部所有成员参加

了此次组织生活会。

预备党员表示自己在政治思想以及行为上与正式党员还存在一定差距，因而

会更加积极自觉地学习党规党章，学习系列讲话，学以致用，以学促知，知行合

一，改正缺点，缩小差距。要避免走过场,要将学习落到实处,实现“走心”、“入

脑”。

2016 护理学院春季读书报告会

4月 8日晚 18:00，护理学院在明达楼 215 顺利举办了“心有猛虎，细嗅蔷薇”

2016 春季读书报告会。护理学院院长崔焱、党总支书记顾汉展、党总支副书记、

副院长管园园以及 14、15 级部分兼职班主任和护理学院学工办全体辅导员老师

参加了此次读书报告会。



通过激烈角逐，获得本次读书报告会一等奖的是宋思平同学。在读书报告会结束

之际，与会领导与老师为 2015-2016 学年第一学期寒假作业优秀读书笔记的获奖

同学代表颁发了证书，激励全院同学多读多思多悟。

护理学院初级救护员培训

4月 9 日上午 8：00,护理学院在大学生活动中心开展了初级救护员的理论培

训。参加培训的同学在阶 3和阶 5进行了级救护员培训的考核，考核的内容是头

部包扎和心肺复苏。在这短短的几个小时中，同学们都获益匪浅，掌握了救人的

技术。同学们应该学以致用，并在未来的几年中努力提高自己的专业技能，为更

多的人服务。

护理学院 2016 年唐仲英奖学金面试

护理学院于 2016 年 4 月 11 日在 09 栋 152 会议室进行了唐仲英奖学金面试。

面试评委由护理学院党总支副书记、副院长管园园，护理学院学生工作办公室吴

菲老师，吴凌敏老师，赵春华老师和学院奖学金评定小组的同学组成。面试主要

分为两个部分：自我介绍和评委提问。本次面试严格按照唐仲英奖学金的评定要

求，本着公平、公开、公正的原则，在经过本人申请、资格审查的基础上通过面

试综合考虑学生学习成绩、家庭状况、承担社会工作及参加社会公益事业的具体

情况，最终选出丁玲玉，刘言，黄静宜，王雪四位同学参加学校“唐仲英德育奖

学金”的评选。

2016 年护理学院学风建设宿舍 PPT评比

4月11日，护理学院保障部联合各部在博学楼B208举办了学风建设评比PPT

展示活动，学工办吴菲老师、赵春华老师应邀出席。这次 PPT 活动不仅为同学



们展示了宿舍和谐向上的风貌，更是由点及面体现了南医学子热爱生活，热爱学

习的精神面貌。

幸福就在你手里——与青年谈婚恋

4月 12 日，至诚楼三楼报告厅树立正确婚恋观，护理学院对 15 级全体同学

开展了以“幸福就在你手里——与青年谈婚恋”为主题的讲座，主讲人为南京航

空航天大学心理健康教育中心主任兼副教授杨雪花老师。通过本次讲座，15 级

同学认清了爱情的本质，掌握了寻求真爱的秘籍，树立起正确的婚恋观，为寻得

人生的幸福找到了停泊的心灵港湾。

护生职业生涯规划与就业指导第六讲

4月 12 日，在明达楼 117 教室，南京医科大学护理学院学生工作办公室付梦

楠老师就“职业素养”给同学们带来了精彩的一课。

老师就护理职业素养向同学们做了详细的讲解，通过此次职业素养课程的学

习，大家对自身拥有的优秀的职业素养及不足，都有了一定的认识，并以此为契

机，更加努力提升自我，为将来获得一份满意的工作继续努力。

护理学院江宁校区学生党支部 2016 年第二次组织生活会

4月 19 日，护理学院召开了第二次组织生活会，并邀请护理学院党总支副

书记管园园江宁校区学生党支部书记吴菲党支部所有成员参加。总结中肯定了广

大学生党员对于“三不”干部要谨遵“医嘱”的学习成果，同时指出，要用先进

的理论武装自己的头脑，时刻与广大同学保持密切联系，用先进的思想引领广大

同学求真务实，有所为有所不为。

护生职业生涯规划与就业指导课程第七讲



4 月 19 日，护理学院学生工作办公室吴菲老师给护理学院 2014 级学生讲述

了就业信息的获得和求职材料的制作，以期能帮助二年级的学生认识到就业的重

要性以及求职的紧迫性。

通过这次课程的学习，大家对就业信息的获取都有一定的了解，也能够很好

地了解到就业的紧迫性与重要性。

2016 年校园春季读书报告会决赛

为了营造校园文化氛围，南京医科大学也应时开展了一系列的读书活动。在

决赛中，代表我院参赛的选手是 15 级护理 5班的夏宇和 9 班的缪天毅同学。评

委老师对此次参与校春季读书报告会决赛的各位选手的表现进行了点评，对我院

两位同学的演讲给予了肯定。

护理学院优秀学生干部交流会

4月 24 日为进一步提高护理学院学生对未来学习生涯的规划以及加强优秀班级

建设的能力，13 级邢颖、周忠秋同学与同学们进行了优秀学干交流会，分别从

个人和班级两个方面向同学们分享了自己的经验并且提了些建议。告诉我们青春

岁月应该用努力拼搏去点缀，把握好自己的明天，从现在做起，努力拼搏。

护理学院考研讲座

4 月 26 日，为了给处在职业选择路上的学生提供更好的就业指导，帮助同

学们认清考研的形势，护理学院在明达楼 115 进行了一次关于考研的讲座，主讲

人为护理学院的崔焱院长。通过本次讲座，同学们对考研有了更为明细的认识，

对自己未来的发展有了更明确的定位。

护理学院 13级实习动员、管理条例宣讲

4月 26 日，护理学院 13 级的同学们在大学生活动中心参加了实习动员、管



理条例宣讲的活动。通过这次讲座，同学们理解了实习的重要性。明确实习规划

和学习目标，实习态度也有较大的提升，明白在医院中还需注意自己的仪表，时

刻充满精神，严格遵守纪律。

轻松面试，成就未来——护生职业生涯与就业指导课程第八讲

4月 28 日 18:30，护生职业生涯与就业指导课程第八讲在明达楼 117 开课，

本次课程主题是“就业面试面面谈”，本次课程由护理学院学生工作办公室吴凌

敏老师讲授。本次课程主要指导大学生如何以正确的仪态、言行来面对未来就业

所面临的面试问题。

护理学院 14、15级班级春游活动

为了扑向春天的怀抱，收获诗和远方般的美好心情。踏寻一方春色，零距离

地走近大自然，用心灵的足迹留下青春的印迹。护理学院 14、15 级各班级开展

了春游活动 。

青春，荣耀：致奋斗路上的你—护理学院 2015 级 4 月主题户外活动

为了增强班级凝聚力，增进同学之间、班级之间的交流，彰显班级活力，展

示青年学生的朝气蓬勃，护理学院 2015 级在 4 月开展了主题为“青春·荣耀—

致奋斗路上的你”户外集体活动，各班级采用班级之间对抗赛或者班内组团对抗

赛的形式开展了此次活动，各班兼职班主任也相继走进班级，与班级同学共享青

春的欢乐！

【体育娱乐】

“三好杯”护理VS 长学制男子篮球赛

4月 5 日，护理队与长学制队的比赛在篮球场 2号场地开始。这一场精彩的

球赛最终以比分 28:42 护理队落后结束。除了比赛的结果，在比赛当中，我们更

要看到的是球员们的努力拼搏与团结协作。“三好杯”篮球赛这样的校园体育赛

事很好的调动大学生进行体育锻炼的积极性。



群雄舌战展雄风，争锋相对辩天下 ---记护理学院辩论赛

4月 8号，博学楼B206 大赛概况本次辩论赛共有 6个辩题，分别由 12 组 48

位选手进行辩论。他们分别是学生会代表、蒲爱园代表、分团委代表、策宣部代

表以及 14 级 4 班和 15 级 2、3、4、6、7、8、9 班。通过本次辩论赛，不仅锻炼

了同学们的辩论能力和合作能力，还提高了同学们的反应能力、沟通技巧，增强

了同学们的语言组织能力和应变能力。

“三好杯”护理VS 药学院女篮

4月 12 日下午四点半，护理学院迎来了与药学院的一场决赛。护理学院以

12:6 的成绩战胜了药学院。

“三好杯”护理VS 长学制女子篮球赛

4月 14 日下午，在篮球场 4号场地与长学制队进行比赛，争夺女子组的第 5、

6 名。护理队以 12：7 的比分领先长学制队，比赛结束。在球员为胜利欢呼的同

时，也要总结此次比赛的经验，可以看到的是团队内部成员的共同协作在这次比

赛中起到了关键作用，护理队的女生们也很好地在这次比赛中展现了她们不屈不

挠，奋发向上的精神。

护理学院 RH同伴社健康教育宣讲

4月 29 日中午，RH同伴社全体成员携手祛痘专家，在树人广场进行了有关

祛痘与健康教育的宣传活动。对于长期遭受“痘痘”困扰的同学，祛痘专家现场

答疑，为他们指出了正确的祛痘方式和可以选用的治疗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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