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学校基本情况

 

 

2.申报专业基本情况

 

学校名称 南京医科大学康达学院 学校代码 13980

学校主管部门 江苏省 学校网址 http://kdc.njmu.edu.c
n/

学校所在省市区 江苏连云港海州区花果
山大道春晖路88号

邮政编码 222000

学校办学
基本类型

o教育部直属院校 o其他部委所属院校 þ地方院校

o公办 þ民办 o中外合作办学机构

已有专业
学科门类

o哲学 o经济学 o法学 o教育学 þ文学 o历史学

þ理学 þ工学 o农学 þ医学 þ管理学 o艺术学

学校性质
¡综合 ¡理工 ¡农业 ¡林业 ¤医药 ¡师范

¡语言 ¡财经 ¡政法 ¡体育 ¡艺术 ¡民族

曾用名

建校时间 1999年 首次举办本科教育年份 1999年

通过教育部本科教学评
估类型 尚未通过本科教学评估 通过时间 —

专任教师总数 432 专任教师中副教授及以
上职称教师数 183

现有本科专业数 15 上一年度全校本科招生
人数

1456

上一年度全校本科毕业
人数

1484 近三年本科毕业生平均
就业率

93%

学校简要历史沿革
（150字以内）

南京医科大学康达学院是1999年经江苏省教育厅批准成立的公有民办二级
学院，2005年经教育部批准设立为独立学院,2013年6月迁址连云港办学。
学院现有临床医学、预防医学等15个专业。学院秉承南京医科大学先进的
教育理念和优良的办学传统,先后培养出1万余名合格的医学及相关专业人
才，赢得了良好的社会声誉。

学校近五年专业增设、
停招、撤并情况（300字

以内）

为体现学院办学特色及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加强学科和专业建设
，进一步优化专业布局，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南京医科大学康达学院近五
年增设本科专业3个，分别为2016年的医学信息工程专业、2019年的助产
学和制药工程专业。

申报类型 新增备案专业

专业代码 120410T 专业名称 健康服务与管理

学位授予门类 管理学 修业年限 四年

专业类 公共管理类 专业类代码 1204

门类 管理学 门类代码 12

所在院系名称 人文与管理学部

学校相近专业情况

相近专业1专业名称 公共事业管理 开设年份 2006年

相近专业2专业名称 — 开设年份 —

相近专业3专业名称 — 开设年份 —



 

3.申报专业人才需求情况

 

申报专业主要就业领域

健康服务与管理专业致力于培养集临床医学、预防医学、经济学、管理学
和人文社会科学于一体的应用型人才。健康服务与管理专业毕业生就业领
域广泛，主要涵盖医疗卫生服务及行政管理机构、健康服务机构和健康产
品生产和销售企业等：（1）医疗卫生服务及行政管理机构：包括医院、
基层卫生服务中心、医疗预防机构、社区卫生服务、健康体检机构、计生
部门、医药监管部门等，从事健康档案管理、健康指导咨询、健康状况调
查、健康标本采样和卫生事务管理；（2）健康服务机构：包括健康管理
公司、护理中心、心理咨询机构中从事健康保健服务、健康咨询、健康指
导、私人健康维护、健康信息管理、健康档案管理、健康状况监测、健康
教育培训等工作；（3）健康产品生产和销售企业：包括医药\器械生产及
经营、化妆品和保健品生产经营企业等，从事健康产品营销、产品咨询、
客户服务与销售管理等工作。

人才需求情况

1.“健康中国”战略需要健康管理专业人才
十九大报告提出“实施健康中国战略”,明确大健康观，即“为人民群众
提供全方位全 周期健康服务”。人群健康将从医疗转向预防为主，不断
提高民众的自我健康管理意识和 能力成为健康管理与服务的落脚点。同
时，为积极响应《健康中国 2020》伟大战略，贯彻 2013 年 8 月 28 日
国务院关于《促进健康服务业发展》方针，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加快健康
服务人才队伍建设及规范从业人员培训》的文件精神，提高全民健康素养
和身体素质， 满足我国健康管理行业快速发展及对健康管理人才和相应
资质认证的迫切需求，必须进一步加快健康服务与管理人才的培养。
2,社会的发展需要健康管理专业人才
《中国老龄事业发展报告（2013）》指出，我国老年人口数量到 2020 年
将达 2.48 亿， 到 2050 年 60 岁以上人口数量将达到 4.8 亿，80 岁
以上老年人将超 1 亿，高龄、失能、残障和患病老年人的健康管理问题
亟待关注解决。数据显示，目前我国有慢性病患者约 3 亿，慢性病发病
率逐年增高造成居民生活质量下降，社会经济负担加重。同时，随着 80
后新一轮生育高峰的到来、人们对“优育”的关注及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
，85%的城市中 等收入家庭具有围产期和老年健康等服务需求，孕产妇、
新生儿及老年人需要更加专业的健康照护。人们维护和改善健康需求的日
益增长，使得健康管理服务模式和内涵急需改进和提升，健康服务与管理
专业作为新兴专业将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健康服务与管理的专业人才将
成为中国就业市场的紧缺人才。
3.健康管理行业的现状需要健康管理专业人才
在美国等发达国家，健康管理师约占人口比例的4%;大约每10个美国人就
有7个享有健康管理服务;在日本，每300人就拥有一名健康管理师，健康
管理师的数量相当于临床医师的2.4倍。而我国目前健康管理师从业人员
不超过10万人;随着国家政策的出台，我国未来5-10年，需要1-2千万健康
管理服务产业人才，专业健康管理师需求将超过200万人。健康服务与管
理专 业为 2015 年国家为适应社会需求而增设的本科新专业，于2016年
开始首次招生， 2015～2019 年共批准109个 院校开办此专业，目前江苏
省仅有南京中医药大学、南通理工学院两所高校设立该专业且招生规模较
小，无法满足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与之相适应的人们对健康服务的需求。

申报专业人才需求调研
情况（可上传合作办学

协议等）

年度计划招生人数 35

预计升学人数 3

预计就业人数 32

南京市中心医院 5

南京鼓楼医院集团安庆
市石化医院 4

南京明基医院 3

南京医科大学第四附属
医院 4

江苏省人民医院 3



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 3

南通市第一人民医院 5

其他 5



4.申请增设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健康服务与管理专业培养方案

一、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具备健康管理的理论、技术与方法等方面的知识及应

用这些知识的能力，具备相应的医学、预防保键知识，有较高的外语和计算机运用水平，

能在健康、文教、体育、卫生和社会保险等企事业单位从事健康风险评估、健康管理、健康

教育与健康促进、健康指导、健康咨询、健康营销等健康管理服务工作的应用型人才。

二、培养要求

1. 思想道德与职业素质

（1）具有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具有爱国主义精神和崇高的社会责任感，

愿为健康服务与管理事业发展贡献力量。

（2）树立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能够应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

基本观点认识分析问题。

（3）具有良好的团队合作精神及服务意识，能够正确处理学习、工作及其他社会活动

中形成的各类社会关系。

（4）树立终身学习观念，充分认识不断自我完善和接受继续教育的重要性。

（5）具有创新精神和批判性思维精神，树立运用科学思维方式对事物进行研究的态度。

2. 知识要求

（1）掌握现代管理学、经济学、健康产业学、信息学、市场营销学及相关学科的基本

理论。

（2）掌握基础医学、临床医学和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的基础理论和基本知识。

（3）掌握健康信息管理、健康咨询与指导、服务管理、健康监测与评估与健康促进等

方面的专业基本理论知识；

（4）具备较宽厚的社会科学理论及人文、自然科学知识。

（5）了解管理学科的前沿知识和发展动态。

3. 能力要求

（1）掌握一门外语，达到国家大学英语考试四级水平或医护英语三级，能够运用英语

阅读、翻译本专业文献。

（2）能够熟练运用现代信息技术及常用办公软件，能够处理有关健康服务与管理方面

的文献检索、数据分析、整理归纳，实现掌握一手资料的能力。从而，达到健康服务与管理

分析报告的准确性、方案设计的合理性、数据采集的有效性。凸显大数据指导健康产业发展

的优势。

（3）具有思辨能力，掌握正确的思维方法，正确运用健康服务管理的理论、概念、工

作流程和标准进行系统思考，能够运用所学知识分析和解决在工作中遇到的实际问题。



（4）具有交际能力，较强的口头和文字表达能力，能清晰表达自己内心思想，同时让

对方理解，能举止得当、情感表达具有感染力，具有较强的团队合作精神，并能够掌握管理

文秘、公文写作和科技写作等相关知识，具有熟练地进行日常公文处理的能力。

（5）掌握健康服务与管理各模块的专业技能，具备分析和解决工作实际问题的能力。

包括掌握健康服务技能；具备评估个人或群体的健康和疾病危险性的能力；系统地掌握进行

个人或群体的健康咨询、心理辅导的基本理论知识和技术；掌握制定个人或群体的健康促进

计划，并进行健康维护的基本知识；掌握对个人或群体进行健康产品的宣传、健康教育和营

销推广的方法。

（6）具有创新创业能力，具备创新创业意识，了解和运用国家创新、创业的有关政策，

结合所学专业，掌握创业基本知识和技能，具备把握创业机会，实施创业活动，控制创业风

险的能力。

三、修业年限：四年

四、授予学位：管理学学士

五、主干学科和主要课程

1. 主干学科

管理学、医学

2. 主要课程（共 17 门）

高等数学、人体结构学、人体机能学、人类疾病的病原病理学基础、诊断学、外科学基

础、内科学（含儿科学）、外科学（含妇产科学）、管理学原理、卫生事业管理、宏微观经

济学、康复医学概论、医学统计学、流行病学、健康管理学、健康信息管理、健康服务与运

营管理。

六、课程设置

（一） 课程类别和结构比例表

类别 课程门数 学分数 所占比例（%）

公共基础类 12 51 30%

医学类课程 8 32 19%

专业基础类 16 50 29%

专业课类 16 37 22%

选修课类 根据专业培养要求学生自主

确定选课门数

9

合计 52 179 100%

（二） 必修课类（共 52 门，170 学分）

1. 公共基础课（共 12 门、51 学分）

课程名称 学时 学分 课程名称 学时 学分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54 3 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 18 1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36 2 大学生就创业指导 18 1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54 3 体育 130 8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72 4 英语 258 15

军事理论 36 2 计算机基础 90 5

形势政策 36 2 高等数学 82 5

2. 医学类课程（共 8门、32学分）

课程名称 学时 学分 课程名称 学时 学分

人体结构学 54 3 诊断学 45 3

人体机能学 98 6 外科学基础 27 2

人类疾病的病原病理学基

础

123 7 内科学（含儿科学） 96 5

生物医学导论 50 3 外科学（含妇产科学） 48 3

3. 专业基础课（共 16 门、50 学分）

课程名称 学时 学分 课程名称 学时 学分

管理学原理 54 3 流行病学 72 4
社会学 36 2 卫生学 54 3
运筹学 36 2 会计学 54 3
生命伦理学 36 2 宏微观经济学 60 3
医学信息检索 30 2 卫生经济学 36 2
卫生事业管理 36 2 组织行为学 54 3
医学统计学 72 4 应用文写作 36 2

市场营销学 48 3
数据库与管理信息系

统
90 5

4. 专业课（共 16 门、37 学分）

课程名称 学时 学分 课程名称 学时 学分

康复医学概论 54 3 社会医学 27 2
健康管理学 54 3 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 36 2
健康保障学 36 2 健康心理学 36 2
健康服务与运营管理 36 2 健康管理法律法规 36 2
卫生管理数据分析与软件

应用
42 2 市场调查 33 2

健康信息管理 54 3 健康大数据分析 60 3
健康风险评估 36 2 论文写作 18 1
疾病干预技术与健康指导 36 2 健康营养学 36 2

（三）选修课（共 114 门，224 学分）

1. 人文艺术类选修课（共 35 门、64 学分）



序号 课程中文名称 学时 序号 课程中文名称 学时

1 法语、法国文化和法国时尚 36 19 红楼梦鉴赏 30

2 英文影视赏析 27 20 应用文写作 30

3 中外乐器赏析与基本乐理 36 21 中国山水画中的人生哲学 30

4 日本语与日本文化 18 22 中外喜剧电影赏析 24

5 篮球规则及裁判法 36 23 建筑与绘画 30

6 围棋 30 24 唐宋词欣赏 30

7 摄影与摄像 27 25 艺术与文明 30

8 音乐赏析 27 26 中西方风景绘画作品赏析 27

9 毛笔楷书 18 27 艺术与审美 32

10 歌剧与音乐剧赏析 30 28 英语实用语音学 30

11 体育赛事赏析 30 29 足球记忆之百大经典赏析 30

12 围棋 30 30 人文与医学 32

13 意境再现——影视与绘画 30 31 中医药与中华传统文化 24

14 个人形象设计 30 32 西方文学经典鉴赏 28

15 美国文化与习俗 30 33 异彩纷呈的民族文化 32

16 韩国概况 30 34 标准韩语入门 30

17 艺术团主持礼仪授课 30 35 现代舞与形体 30

18 文学修养与大学生活 28

2. 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类选修课（共 54 门，107 学分）

序号 课程中文名称 学时 序号 课程中文名称 学时

1 Photoshop 简易教程 36 28 多媒体制作与应用 30

2 中国药物发展 27 29 中外大学比较 30

3 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与就

创业指导

30 30 生活中的法律维权 30

4 连云港地方文化研究 36 31 市场营销学 30

5 法理学 36 32 环境与健康 30

6 聪慧的源泉——数学导读 30 33 高等数学应用与提高 30

7 美容与化学 30 34 科研思维的训练与提高 30

8 公关礼仪 30 35 生活中的化学 30

9 中国社会生活变迁 30 36 综合化学实验 2 36

10 网络基础 30 37 康复护理与当代生活 30

11 哲学及其前沿讲座 30 38 饮食与健康 30

12 动画设计与制作 30 39 中国书法文化史 30

13 网站设计 30 40 重要脏器的基础与临床 30

14 世界政治与国际关系 30 41 广告策划与创意 30

15 心理学与生活 30 42 开启疑案之门的金钥

匙--司法鉴定

36

16 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 24 43 食品安全与日常饮食 28

17 摄影技术 30 44 化学与健康 30

18 食品药品安全与保健 30 45 现代生活与化学 30



19 Photoshop 基础教程 30 46 中医药养生学 30

20 市场营销学 30 47 医学生的幸福心理学 30

21 中医药与中华传统文化 32 48 通俗经济学 30

22 过去一百年 32 49 无机化学元素 30

23 大学生劳动就业法律问题解读 50 通信技术与现代生活 30

24 灾难救援 51 女性健康教育 30

25 大学生就业礼仪与职业素养 30 52 大学生信息素养 30

26 综合化学实验 36 53 二级 MS Office 高级应用 36

27 现代管理学概论 30 54 高等数学应用与提高 30

3. 专业前沿类选修课（共 13 门，24 学分）

序号 课程中文名称 学时 序号 课程中文名称 学时

1 食品理化检验 36 8 人文与医学 30

2 精彩的生命世界 27 9 关爱生命--急救与自

救能力

30

3 生命科学导论 30 10 制药工程制图 30

4 网络攻击与防御 27 11 经典护理案例剖析 30

5 药食两用食物的保健功能 30 12 数字化医院解密 30

6 饮食文化概论 24 13 关爱生命-急救与自

救技能

30

7 医学寄生虫学进展与临床 27 30

七、主要教学环节

1.教学环节

第一学年：公共基础课通识教育学习；

第二学年：专业基础课学习；

第三学年：专业基础课与专业课学习；

第四学年：专业课学习与毕业实习。

2. 实践环节

序

号
实践环节 内容

学

分
实施途径

备注

（课内课

外）

1
军训

（第一学年）
教育部统一要求 学校统一安排 课外

2
外语和计算机技能训

练（第一至第三学年）
英语、计算机 按课程教学大纲实施

课内课外

相结合

3
社会实践

（第一至第三学年）

社会调查报告、学

习经验交流、学术

报告会、演讲会等

3

寒暑假到各级医院参

加临床见习，并参加相关

科研实践活动以及团委布

置的其他社会实践活动

课外

4
文化活动

（第一至第三学年）

竞赛、比赛（含各

类学科竞赛、文化、

文艺、体育比赛等）

学生自主在各个学期

参加各类校园活动
课外



5
专业认知实习

（第一学年）

参观健康管理

相关企业，了解企

业文化、组织机构、

业务流程，了解行

业发展历程和现

状。

由教师带队学生实地

参观专业实习基地，与企

业管理者和工作人员进行

现场交流，聆听行业从业

者的专业讲座。

了解健康管理行业发

展及文化，初步认知健康

管理专业的相关岗位，树

立对职业的认同感，初步

明确自身职业发展规划。

课外

6
临床驻点教学

（第二学年）

内外妇儿、外科学

基础、诊断学
按课程教学大纲实施

课内课外

相结合

7
课程实习

（第三学年）

学生在校内集中开

展综合性实践课程

实习，熟悉相关模

块的专业技能。

了解相关企业的健康产品

或服务的特点和具体内

容；熟悉和掌握健康检测、

健康评估、产品营销等技

能

课内课外

相结合

8

专业综合实习与毕业

实习

（第四学年）

学生进入学校安排

的各级医疗机构和

企业集中实习，由

学校、企业指导老

师共同指导。

根据所在实习岗位，学生

参与到医疗机构等实习单

位的真实项目中去，及时

完成实习单位指导教师布

置的各项任务，并做好总

结，开展实践为主的岗位

训练。了解实习单位的企

业文化、产品特点等，熟

悉实习任务的工作流程和

专业技能，养成良好的职

业素质，形成基础的职业

价值观。

课外

9 毕业论文（设计）

结合实习岗位工作

内容，在实习单位

和学校指导老师的

指导下完成毕业论

文（设计）。

综合专业相关知识，结合

自己的专业方向和实践项

目，完成毕业论文（设计），

并完成论文撰写。

课外

八、教学方法与考试考核要求

1. 教学方法

引导教师积极改革传统的“以教师为中心、以教材为中心、以课堂为中心”的“三中心”

教学方法，在专业课教学阶段强化学生创新实践能力、创新思维能力、职业素质的培养。

2. 考试考核要求

根据课程特点、教学形式和教学目标，加强教学过程考核和实践考核，使考核形式多样

化、过程化，力求比较全面检查教学内容的阶段性完成情况，注重有效性和可操作性，发挥



成绩评定方法对学生的教育、引导功能。

非核心课程提倡开卷考试，课堂表现、论文、课外实践、社会调查报告等均可作为课程

考试的评分依据。

九、毕业与学位授予

学生在校学习必须完成 207学分，其中必修课 170学分，选修课 9学分（其中人文艺术

类选修课不低于 4学分），社会实践 3学分，毕业实习 20学分，毕业论文 4学分。学生学习

结束，完成规定的学分，并通过全国大学英语四级考试或医护英语三级，通过毕业论文答辩，

符合南京医科大学康达学院学位授予规定者可授予管理学学士学位。

十、教学进程表（附后）





 

5.教师及课程基本情况表

 
5.1 专业核心课程表

 

5.2 本专业授课教师基本情况表

 

课程名称 课程总学时 课程周学时 拟授课教师 授课学期

高等数学 82 6 丁勇等 1

人体结构学 54 6 张永杰等 1

人体机能学 98 3 朱学江等 2

人类疾病的病原病理学基础 123 6 王勇等 3

诊断学 45 6 尹冬等 4

外科学基础 27 6 许卫冬等 4

内科学（含儿科学） 96 6 尹德录等 4

外科学（含妇产科学） 48 6 孙方浒等 5

康复医学概论 54 3 陈丽萍等 6

管理学原理 54 6 钱东福等 5

卫生事业管理 36 3 陆方等 3

医学统计学 72 3 陈家应等 6

宏微观经济学 60 6 董伟康等 5

流行病学 54 3 王辉等 5

健康管理学 54 3 唐立健等 7

健康服务与运营管理 36 3 朱亚等 5

健康信息管理 54 3 何小菁等 5

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拟授课程 专业技术
职务

最后学历
毕业学校

最后学历
毕业专业

最后学历
毕业学位 研究领域 专职/兼职

张三 男 1996-01 计算机应用技术 教授 北京大学 计算机 硕士 计算机应
用 专职

陈家
应 男 1962-11 卫生事业管理 教授 复旦大学 卫生事业

管理 博士 卫生政策 专职

喻荣
斌 男 1968-11 传染病与流行病学 教授 南京医科

大学
传染病与
流行病学 博士 传染病与

流行病学 兼职

郑爱
明 男 1971-07 健康心理学 教授 南京师范

大学
发展与管

理 博士
健康心理
学、心理
健康教育

专职

钱东
福 男 1973-04 管理学原理 教授 山东大学 管理学 博士 卫生事业

管理 兼职

莫宝
庆 男 1963-04 营养与食品卫生 副教授 南京医科

大学 儿童保健 博士 营养与食
品卫生 兼职

陈鸣
声 男 1985-06 卫生经济学 副教授 复旦大学 卫生经济

学 博士 卫生经济
学 兼职

周业
勤 男 1968-09 社会学 教授 南京大学 社会学 博士 社会学 专职

陆方 女 1978-11 卫生事业管理 副教授 南京医科
大学 人文医学 博士

健康服务
组织、医
患沟通

专职

唐立
健 女 1976-11 健康管理学 副教授 南京中医

药大学 健康管理 博士
健康管理
、卫生政

策
专职

何源 女 1978-02 组织行为学 教授 南京师范
大学 心理学 博士

管理学、
组织行为

学
专职



李勇 男 1975-08 生命伦理学 副教授 南京大学
哲学（伦
理学方向

）
博士 医学伦理

学 专职

雒敏 女 1979-12 会计学 副教授 南京大学 会计学 博士 会计学、
医院财务 专职

王中
华 男 1978-01 市场营销学 副教授 南京大学 经济学 博士 经济学 专职

朱亚 女 1978-09 健康服务与运营管理 副教授 武汉大学 新闻传播
学 博士

健康管理
与传播、
健康老龄

化

专职

王志
琳 男 1977-12 健康心理学 副教授 南京师范

大学
基础心理

学 博士 健康心理
学 专职

林振
平 男 1975-07 卫生经济学 副教授 华中科技

大学
卫生事业
管理 博士 卫生经济

学 专职

董青 女 1975-08 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 副教授 南京医科
大学 公共卫生 博士 公共卫生

政策 兼职

周伟 男 1968-01 医院管理学 教授 南京医科
大学 临床医学 硕士 卫生政策 兼职

姚俊 男 1981-05 健康保障学 教授 南京大学 社会学 博士 经济学 专职

姜柏
生 男 1963-01 健康管理法律法规 教授 南京大学 法学 硕士 卫生法学 专职

顾家
栋 男 1973-12 健康管理法律法规 副教授 南京大学 法学 博士 卫生法学 专职

何小
菁 男 1974-01 健康信息管理、健康

数据管理 副教授 南京大学
图书资料
与信息管

理
博士 健康信息

管理 专职

陈丽
萍 女 1965-01 康复医学概论 副教授 南京中医

药大学 中医针灸 学士 中医康复 专职

胡月 女 1977-11 健康保障学 副教授 南京医科
大学

卫生服务
与政策 博士

社会保险
、医疗保

险
专职

赵燕 女 1968-05 宏微观经济学 副教授 复旦大学 国际金融 硕士 经济学 专职

彭晓
玲 女 1979-11 数据库与管理信息系

统 讲师 南京师范
大学 信息学 硕士 信息学 专职

顾金
媛 女 1986-01 计算机基础 副教授 南通大学 计算机 博士 计算机 专职

程月 女 1980-11 计算机基础 副教授 南京师范
大学 计算机 硕士 计算机 专职

董伟
康 男 1963-08 宏微观经济学 副教授 中国社会

科学院 经济学 硕士 经济学 专职

孟国
祥 男 1952-06 管理学原理 教授 南京医科

大学 历史学 学士 管理学 专职

谢坤 男 1988-11 卫生事业管理 讲师 安徽医科
大学

卫生事业
管理 硕士 管理学 专职

陈秀
芳 女 1988-08 市场营销学 讲师 中国矿业

大学 企业管理 硕士 管理学 专职

夏蕾 女 1989-01 宏微观经济学 讲师 梅西大学 管理学 硕士 管理学 专职

顾曼
丽 女 1991-02 生命伦理学 讲师 南京师范

大学 伦理学 硕士 伦理学 专职

张永
杰 男 1977-06 人体结构学 副教授 南京医科

大学

人体解剖
与组织胚

胎
博士 人体解剖

学 专职

韩莹 女 1977-06 人体机能学 副教授 南京医科
大学 生理学 博士 生理学 专职

丁勇 男 1956-02 高等数学 副教授 南京医科
大学 应用数学 硕士 应用数学 专职

朱学
江 男 1968-03 人体机能学 副教授 南京医科

大学 生理学 硕士 生理学 专职

刘向
华 女 1977-12 人体机能学 副教授 南京医科

大学

生物化学
与分子生
物学

博士 生物化学 专职

陈琳 女 1981-09 人类疾病的病原病理
学基础 副教授 南京医科

大学
病原生物

学 博士 病原生物
学 专职



5.3 教师及开课情况汇总表

 

王勇 男 1963-01 人类疾病的病原病理
学基础 教授 南京医科

大学
病原生物

学 博士 病原生物
学 专职

王辉 女 1983-09 流行病学 副教授 德国海德
堡大学

数学与生
物数学 博士 流行病学 专职

尹德
录 男 1969-02 内科学 教授 南京医科

大学 内科学 博士 心血管疾
病 兼职

尹冬 男 1977-01 诊断学 副教授 徐州医科
大学 临床医学 硕士 内分泌疾

病 兼职

孙方
浒 男 1968-04 外科学 副教授 南京医科

大学 泌尿外科 博士 泌尿外科 兼职

许卫
东 男 1976-01 外科学基础 教授 南京医科

大学 胸外科 博士 胸外科 兼职

左一
智 男 1978-09 人体结构学 副教授 山东大学 人体解剖

学 博士 人体解剖
学 专职

专任教师总数 38

具有教授（含其他正高级）职称教师数 14 比例 29.17%

具有副教授及以上（含其他副高级）职称教师数 43 比例 89.58%

具有硕士及以上学位教师数 46 比例 95.83%

具有博士学位教师数 32 比例 66.67%

35岁及以下青年教师数 7 比例 14.58%

36-55岁教师数 34 比例 70.83%

兼职/专职教师比例 10:38

专业核心课程门数 17

专业核心课程任课教师数 42



 

6.专业主要带头人简介

 

 

 

姓名 陈家应 性别 男 专业技术职
务 教授 行政职务 系主任

拟承
担课程 卫生事业管理学 现在所在单

位 南京医科大学康达学院

最后学历毕业时间、学
校、专业 2001年毕业于复旦大学管理学专业，获得博士学位

主要研究方向 卫生政策研究与服务研究

从事教育教学改革研究
及获奖情况（含教改项
目、研究论文、慕课、

教材等）

1. 卫生事业管理人才培养现状及学生对培养认知的研究, 南京医科大学学
报（社会科学版）, 2016, 16(2): 159-162
2. 用人单位对社会医学与卫生事业管理专业毕业生的需求与评价分析, 中
华医学教育杂志, 2011, 31(3): 346-348
3. 关于发挥高等医学教育资源优势加强基层卫生人才培养, 中国卫生事业
管理, 2010, (2): 119-120

从事科学研究及获奖情
况

近五年，以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在中外学术期刊发表论文72篇，其中
SCI/SSCI期刊论文12篇。
2019年，获中华预防医学会科学技术奖二等奖一项，排名第四。

近三年获
得教学研
究经费
（万元）

20
近三年获得
科学研究经
费（万元）

80

近三年给
本科生授
课课程及
学时数

卫生事业管理学、卫生管理研究方
法、卫生管理研究进展合计117学
时

近三年指导
本科毕业设
计（人次）

15

姓名 郑爱明 性别 男 专业技术职
务 教授 行政职务 副主任

拟承
担课程 健康心理学 现在所在单

位 南京医科大学康达学院

最后学历毕业时间、学
校、专业 2012年毕业于南京师范大学发展与教育心理学专业，获得博士学位

主要研究方向 心理健康教育、临床心理学

从事教育教学改革研究
及获奖情况（含教改项
目、研究论文、慕课、

教材等）

长期从事健康心理学、心理卫生学和医学心理学等心理学的教学，先后获
得南医大扬子江奖教金等荣誉，主编《健康心理学》等教材3部，心理健康
方面教学系列论文被江苏省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批准为江苏省第二届教
育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

从事科学研究及获奖情
况

先后主持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等课题 12 项，出版专著 3 本，发表论文数
十篇，先后获得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省高校哲学社会科
学优秀成果二等奖，江苏省新长征突击手，江苏省高校心理健康教学突出
贡献奖，全国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先进个人等荣誉。

近三年获
得教学研
究经费
（万元）

3
近三年获得
科学研究经
费（万元）

20

近三年给
本科生授
课课程及
学时数

300
近三年指导
本科毕业设
计（人次）

14



 

 

 

 

姓名 何源 性别 女 专业技术职
务 教授 行政职务 教研室主

任

拟承
担课程 健康心理学 现在所在单

位 南京医科大学康达学院

最后学历毕业时间、学
校、专业 2009年毕业于南京师范大学基础心理学专业，获得博士学位

主要研究方向 医学心理学与健康行为研究

从事教育教学改革研究
及获奖情况（含教改项
目、研究论文、慕课、

教材等）

教改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基于MOOCs平台的翻转课堂
建设及其对师生有效人际互动的影响:以医学课程为例（编号
：15YJCZH061）
研究论文：1.The effects of flipped classrooms on undergraduate
pharmaceutical marketing learning: A clustered randomized
controlled study，Plos One,2019,14(4):e0214624（SCI收录，第一作者
）2. 基于MOOCs平台的高校翻转课堂师生人际互动指标体系构建探究，江
苏高教，2017 (12): 12.50-52.第一+通讯
3. The comparison of teaching efficiency between massive open
online courses and traditional courses in medicine education: a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Annals of Translational
Medicine，2018,6(23)通讯作者
专著：课堂情境下师生人际互动研究 南京大学出版社（2015.12）

从事科学研究及获奖情
况

2018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农村妇女“两癌”筛查服务的利用与提供
：TPB理论框架下基于妇女和基层卫生人员行为的研究（71804074）
南京医科大学“十二五”第三批教育研究成果二等奖2017.7
南京医科大学学报（社科版）2017年度优秀论文一等奖
南京医科大学2018年度青年教师讲课竞赛二等奖
江苏省第四届教育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2016.6

近三年获
得教学研
究经费
（万元）

1
近三年获得
科学研究经
费（万元）

18.5

近三年给
本科生授
课课程及
学时数

组织行为学（225）、医学心理学
（24）、社会心理学（6）、
健康心理学（54）、人际与医患沟
通（18）

近三年指导
本科毕业设
计（人次）

13



 

7.教学条件情况表

 
可用于该专业的教学设
备总价值（万元） 58.5

可用于该专业的教学实
验设备数量（千元以上

）
95（台/件）

开办经费及来源 自筹经费

生均年教学日常运行支
出（元） —

实践教学基地（个
）（请上传合作协议等

）
7

教学条件建设规划及保
障措施

目前我校建有医保软件模拟实验室和医院管理信息系统实验室，总面积为
242.3平方米，仪器设备值为58.5万元，供系部各个专业学生上课及课余操
作使用；建有医院信息系统实验室、医保软件模拟实验室；图书馆藏总量
77万余册，118个数据库；另与多家企事业单位建有合作关系，可满足学生
的实验实习要求。



8.校内专业设置评议专家组意见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