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南京医科大学康达学院2020年度教育研究课题立项结果

序号 所在部门 主持人 课题名称 立项结果

1 第一附属医院
李小民          
陈晓兵

急诊医学专业人才培养模式的创新研究 重大招标项目

2 医学技术学部 周莹 医学影像技术专业人才培养模式与机制创新研究 重大招标项目

3
基础医学部          

学工处
吴小玲          
赵  丹

全科医学专业学生创新能力培养机制的构建与实践 重大招标项目

4 临床医学部
关欣颖         
张  鹤

临床医学（全科医学方向）专业人才培养模式创新研究 重大招标项目

5 基础医学部 闫芳 翻转课堂教学模式在生物化学实验教学中的探究与实践 重点项目

6 第一附属医院 梁径山 基于PBL联合MDT以及“雨课堂”混合教学模式在神经外科临床教学中的研究 重点项目

7 南通临床医学院 陈霞 多元化培训模式在降低护理实习生针刺伤发生率的应用 重点项目

8 教务处 裴瑞娟 医学类专业思政课程与专业课程协同育人路径研究 重点项目

9 江宁临床医学院 林照 以胜任力为导向的医学生内科临床技能操作教学模式研究 重点项目

10 人文与管理学部 夏蕾 一流本科专业建设视角下毕业生培养质量追踪和反馈  机制研究 重点项目

11 护理学部 董美淇
基于柯式模型构建护理专业驻点班教学同质化质量管理评价体系---以康达学院

为例 
重点项目

12 南通临床医学院 孙晋洁 医学类独立学院"双师型"教师队伍培养模式研究 重点项目

13 第一附属医院 蔡成宽 PBL教学法联合形成性评价教学法对外科学教学效果的影响 重点项目

14 护理学部 马珊珊 基于转变理论的老年护理特色课程设置的研究 重点项目

15 基础医学部 顾霞飞 依托生命科学馆开展第二课堂的实践探索 重点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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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江宁临床医学院 王孟 在全科医学专业开展缓和医疗第二课堂教学的初步实践 重点项目

17 第一附属医院 尹德录 医学类独立学院“双师型”教师队伍培养模式研究 一般项目

18 南通临床医学院 冯素娟 基于柯氏模型在本科实习护生临床核心能力培养中的应用效果研究 一般项目

19 第一附属医院 苗晓 护理专业学生专业认同与元认知能力的相关性研究 一般项目

20 第一附属医院 辛奕 基于PDCA循环理论视域下医学影像专业学科与课程思政融合研究 一般项目

21
南京医科大学      
附属常州二院

肖立
基于“一体两翼”教学模式手术室护生临床课程

思政路径的探索与实践 
一般项目

22
南京医科大学      
附属逸夫医院

胡赟 基于对分课堂的医患沟通学教学应用与效果评价 一般项目

23
南京医科大学      
附属逸夫医院

陈立娟 思维导图结合PBL教学模式在骨科护理教学中的应用研究 一般项目

24 第一附属医院 吉琦 前馈控制结合实况视频法在开腹手术教学中的应用效果研究 一般项目

25
南京医科大学      
附属常州二院

陈雯 师生双向评价(NCTEI量表)在临床护生带教中应用效果 一般项目

26 第一附属医院 许凤琴 护生安宁疗护能力现状及对策--以康达学院第一附属医院为例 一般项目

27 江宁临床医学院 赵焕 课程思政教育引入心血管内科理论教学改革初探 一般项目

28 附属连云港中医院 李泳学 基于SOAP模式的病案情景模拟教学法在运动疗法技术学课程中的实践研究 一般项目

29 人文与管理学部 钟嘉懿
独立学院转设背景下师资队伍对转设认知情况的调查思考——以南京医科大学康

达学院为例
一般项目

30 监察审计室 赵新艳 审计视角下高校餐饮管理现状和研究 一般项目

31 第一附属医院 蒋孝翠 PBL联合CTTM教学模式在康复治疗专业实习教学中的应用研究 一般项目

32 理学部 席文静 基于现代网络技术实现高中物理和医用物理教学的衔接 一般项目

33 附属兴化医院 王加胜 基于胜任力为核心的临床实习教学模式研究 一般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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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第一附属医院 高洋 慕课平台的PBL教学模式在儿科学教学的构建研究 一般项目

35
南京医科大学      
附属常州二院

阮丽 OMP教学法在“00后”护理学本科生临床实践中的应用研究 一般项目

36 南通临床医学院 严红燕 碎片化时间管理培训在新冠疫情期外科年轻护士理论学习中的应用研究 一般项目

37 南通临床医学院 刘燚 新冠病毒疫情下多媒体远程教学模式在PBL骨科教学课程中的应用研究 一般项目

38 人文与管理学部 任耘辉 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模式在《管理学》教学中的应用研究 一般项目

39 第一附属医院 顾艳 疫情下PBL联合翻转课堂在医学影像学中的探索 一般项目

40 第一附属医院 孙琳琳 基于SHARE关怀框架的《社区护理学》实践教学案例的涉及与研究 一般项目

41 江宁临床医学院 高海燕 PBL引入循证医学构建呼吸内科临床带教新模式 一般项目

42 第一附属医院 厉晶晶 服务性学习模式在妊娠期糖尿病患者临床教学中的应用 一般项目

43 第一附属医院 马金亚 开设《护理经典案例剖析》选修课对本科医学生强化患者安全关口前移的研究 一般项目

44 理学部 王晓冬 基于互联网+的医用物理学翻转课堂教学模式研究 一般项目

45 理学部 蒋志伟 新工科背景下嵌入式系统课程数字化教学资源建设研究 一般项目

46
南京医科大学      
附属常州二院

陆佳 翻转课堂结合线上教学模式在妇产科实习带教中的应用策略与评价 一般项目

47 南通临床医学院 周小钢 基础翻转课堂的“互联网+课堂”教学模式在骨科教学中的应用探讨 一般项目

48 江宁临床医学院 刘萍萍 Seminar 教学法在儿科临床教学中的应用研究 一般项目

49 第一附属医院 戴大鹏 3D打印技术联合PBL/CBL教学在神经外科临床教学中的应用 一般项目

50 第一附属医院 陆飞 PBL结合虚拟情景技术在运动康复临床带教的应用 一般项目

51 江宁临床医学院 王娟 驻点班《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学》课程思政教学研究 一般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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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第一附属医院 贺小平 基于微信平台及PBL法对放射科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教学模式的研究 一般项目

53 附属连云港中医院 孙昭睿
基于迷你临床演练评估（Mini-CEX）在住院医师岗位胜任力模型构建中的应用探

讨
一般项目

54 附属连云港中医院 周建国 诊断思路在影像技术人才培养中的应用研究 一般项目

55 人文与管理学部 张芮溪 医学类高校医疗保险专业人才核心能力培养研究 一般项目

56 理学部 赫帅 ChemOffice软件在独立学院无机化学教学中的应用探索 一般项目

57 护理学部 王丹丹 医学类独立学院师德师风现状及对策研究
课题思政及师德师风专项

(师德师风类)

58 理学部 张蓓蓓
新时代医学类独立学院师资建设、学生培养

 中师德师风建设路径探索——以康达学院为例 
课题思政及师德师风专项

(师德师风类)

59 基础医学部 吴瑕 病理生理学课程思政教学体系的构建与实践
课题思政及师德师风专项

（课程思政类）

60 基础医学部 裴丽丽 医学院校生物化学课程思政实施策略研究
课题思政及师德师风专项

（课程思政类）

61 理学部 陈琪 思政元素在分析化学实验教学中的设计及实践研究
课题思政及师德师风专项

（课程思政类）

62 理学部 魏明 医药类院校无机化学课程思政实施路径探索
课题思政及师德师风专项

（课程思政类）

63 医学技术学部 李蕾 新媒体环境下医学实习生思政教育实施策略研究  
课题思政及师德师风专项

（课程思政类）

64 学工处 芮慧娟  医学类本科专业大学生职业规划类课程中实施“课程思政”的探索研究  
课题思政及师德师风专项

（课程思政类）

65 基础医学部 李冰艳 课程思政融入病原生物学实验实施策略研究
课题思政及师德师风专项

（课程思政类）

66 人文与管理学部 顾曼丽 医学人文课程课程思政实施策略研究
课题思政及师德师风专项

（课程思政类）

67 基础医学部 宋冬 课程思政元素融入病理学课堂教学的过程考核和结课考核的机制研究
课题思政及师德师风专项

（课程思政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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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 马克思主义学部 高燕 医学生法治意识现状调查及研究——以康达学院为例
课题思政及师德师风专项

（课程思政类）

69 人文与管理学部 贺维斌 医学院校专业课教师融入课程思政的路径研究
课题思政及师德师风专项

（课程思政类）

70 学工处 孙思 医学类高校学生社会实践教育的课程思政实施策略研究
课题思政及师德师风专项

（课程思政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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