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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本情况信息

1基本信息

项 目名称

长江大学与英国伍斯特大学合作举办护理学专业本科教育项目

Undergraduate Program on Nursing between Yangtze University and University of

Worcester`UK

中外合作办学者

中方:长江大学

夕卜丿宁

国家 (地区)名称 : 英 国

机构名称 :

#XZfrB, University of Worcester

中文译名:伍斯特大学

办学地址 湖北省荆州市南环路 1号

项目批准书编号 M0E42UK2A20121326N

发证机关 教育部

发证日期 ⒛ 12— 10△ 2(□ 证 书 待 发 √证书己发 )

项目批准书有效期至 2020-12-31

办学合作协议有效期 2012-10-12  z巨   2020-10-12

开设专业或课程的名

称及代码
护 理 学 101101H

办学层次和类别 本科学历教育

培养年限 培养年限 4年

招生录取

招生方式 √纳入国家统招计划    □自主招生

⒛ 17年招生人数 己停止招生

颁发证书

仅中方证书 √学历证书   √学位证书

仅外方证书 □学位证书    □文凭

中外双方证书

中方证书 □学历证书    □学位证书

外方证书 □学位证书   □文凭

其他证书 证书名称



2 学生信息

⒉1在读学生信息统计

报到人数
本栏限

“
纳入国家统招计划

”
的项目填写 本栏限

“
授外方文凭证书

”
项目填写

按招生计划录取人数 其他方式录取人数 在外方机构注册人数

2014级
2015级
2o16级

21

17

13

ο

ο

ο

ο

ο

ο

⒉2毕业生情况

生数  | 中方授予学位数 外方授予学位数

0

3办学基本情况介绍

长江大学是湖北省属高校中规模最大、学科门类较全的综合性大学,是湖北省重点建设的骨干高

校。学校本部位于长江中游的历史文化名城——荆州市,并建有武汉校区,是部省共建重点高校,国家

“
中西部高校基础能力建设工程

”
重点大学,教育部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卓越农林人才教育培

养计划、卓越医生教育培养计划改革试点高校,同时是湖北省人民政府与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

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共建高校。学校按照培养应用型创新人才的办学定位和

目标,积极探索办学途径,引进优质教育资源,开展中外合作办学。

英国伍斯特大学建校于1946年 ,是英国伍斯特郡和赫里福德郡中唯一的英国大学。伍斯特大学社会

科学及健康护理学院在英国同类学院中名列前茅,在护理学、营养学和心理学上的学术研究一直处于

领先地位。在⒛11年的 《英国卫报》大学排名中,护理学位列全英第七位。在⒛11年QAA(英 国学术质

量委员会)的评估报告中,社会科学与健康护理学院在
″
网络支持

″
,″教学辅导

″
,″就业技能提高

″
,″

学术前瞻性
″
、
″
鼓励学生的独立批判性

″
以及

″
教师的联系和辅导

″
等六个方面均获得了最高得分。

⒛12年 ,经国家教育部正式批准,长江大学与英国伍斯特大学联合开展护理学专业本科教育项目。

该项目现有在校生51人 ,⒛ 17年停止招生。

二、教学运行管理

1.依法办学,规范管理

该项目于⒛12年通过教育部审批 (教 夕卜综 函 【⒛12】 碉号),统一招生,收费标准公开透明,

管理规范。项目招生录取工作纳入国家普通高等学校招生计划,实行统一招生,统一管理。为确烬项

目各项管理工作能落到实处,我校由一名副校长主管合作办学项目;国 际交流与合作处负责该项目对



外交流工作;教务处负责教学管理和教学质量的监控,医学院具体实行教学全过程。

2.教学大纲及教材

本项目中、外双方专家共同商讨制定了 《长江大学与英国伍斯特大学合作举办护理学专业本科教

育项目培养方案》和护理学各课程教学大纲,指导教学全过程。中方课程教学大纲按照长江大学教学

大纲编写规范进行编写,做到了规范、科学、合理;夕卜方引进课程统一按照外方教学大纲编写规范进

行编写。中方课程的教材选用符合我校教材选用的基本原则,重点选用教育部规划教材、国家级重点

教材及省部级优秀教材;外方引进课程的教材使用上,我校医学院制定了完备的教材引进制度,引进

的专业课教材由我方护理专业教研室进行审核。教材选用的整体水平较高,学生对教材满意度高。

3.师资队伍和教学组织

⒛17年 ,本项目教学工作按照双方制定的教学计划有序地实施,进展顺利。本年,外籍教师 Pat11a

Margaret Bridlve1⒈ Va11one,Malˉ garet C Trottsi1等有丰富教学经验的教师来我校承担了该项目 2

门专业核心课程的教学任务。中方教师在外教授课过程中全程听课和助课,共同组织学生辅导和答疑 ,

课余时间组织学术研讨。以上活动促进了中外教师交流,提高了教学水平和科研能力。同时,为增强

学生思想道德修养和法律自我保护意识,保护学生身心健康,促进学生快乐成长,开设思想道德修养

与法律基础课程和宪法。

⒛17年 ,该项目引进外方启发式讨论式教学方法和应用型创新人才教育理念,实施和扩展 Case

Stu山 和 Pr0ject DriⅤ ing教学方法,探索 CIroup Discussicln和 Presentation等 方法,并通过实践

过程,培养学生主动学习的能力,提高了学生实践动手能力和合作交流能力,实现了以
“
教师为主体

”

的教学模式向
“
教师为主导

”
的教学模式的转变。中方基础课以及专业课采取中文授课,部分专业课

采取双语教学。英方专业课采取全英文集中授课,同时给每位外籍教师配有专业助教,帮助英语基础

较差的学生理解引进课程的教学内容和专业知识。

4.教学文件及教学档案管理

为了保证教学质量的提高,监督教学全过程,制定了 《中外合作办学护理学专业本科人才培养方

案》《中外合作办学护理学专业本科课程教学大纲及课程信扈、表》、《中外合作办学护理学专业本科毕业

实习指导手册》等教学文件,严格执行教学文件和档案管理制度。

⒛17年上半年,该项目的四个年级 95名 学生的课程考试试卷、考试成绩,以及教师的授课计划、

教学工作手册、课程考试试卷审批表,课程考试试卷评分标准、课程考试试卷分析等教学文件和档案

实行统一管理,存档于医学院。⒛17年下半年,该项目的三个年级 (⒛ 13级学生己毕业)51名 学生

的课程考试试卷、考试成绩,以及教师的授课计划、教学工作手册、课程考试试卷审批表,课程考试



试卷评分标准、课程考试试卷分析等教学文件和档案实行统一管理,存档于医学院。

三、教学质量监控

教学质量的高低关系到项目的生存和发展。⒛17年 ,按照长江大学教学基本要求,本项目的教学

管理工作纳入学校教务处统一管理;学生工作纳入学校学生工作处统一管理。学生培养过程中,完全

按照学校有关管理制度执行。同时,结合项目学生的实际情况,制定中外合作办学项目学生学籍管理

规定以及相关的配套管理制度。

我校严格落实该项目人才培养方案,多方位抓培养质量。建立了合理的教学质量监督机制,加强

了对中外合作办学项目的督查,对每丁门课程、每一位教师的教学情况进行及时的跟踪,并将情况进

行反馈,发现问题督促整改。加强了项目学生网上评教、教务和督导听课、定期或不定期的教学检查、

师生座谈会等措施进行全过程质量监控。⒛17年共召开了 1次中外双方项目管理和教学管理人员工作

会议,通报教学执行情况,商讨和解决教学过程中的问题,并提出建议和解决办法。

四、财务管理状况

该项目在办学过程中,坚持按照国家 《中外合作办学条例》要求的办学公益性原则,所收取的学

费主要用于本项目教育教学活动和改善办学条件。长江大学依法对本项目的财务进行管理,并在学校

财务账户内设立中外合作办学项目专项,统一办理收支业务。中外合作办学项目学费标准严格按湖北

省政府有关规定执行并报经当地物价部门批准和备案后向社会公示,学费分年收取。

该项目经费使用情况由学校审计处依法进行财务审计。财务工作有章可循,财务活动有序进行。

⒛17年 ,该项目全年收入 1122000万元,主要收入来自学生学费。全年支出 825583万 元,主要用于

中方教师酬金、中方管理人员酬金、外方教学及管理费、教学实验费、教学设备和资料费、实习费、

招生宣传及录取费、学生活动费、学生奖助费等。全年结余 296417万 元。

五、社会评价

1.项 目社会评价情况

⒛17年 ,我校该合作项目着重培养学生认真而严谨的专业精神和良好的学习习惯,赢得了学生和

家长广泛的良好的社会声誉。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

第一,⒛ 17年 ,该合作办学项目运行状况良好,管理严格,组织有序,社会声誉好。

第 二 ,⒛ 17年两 个 学 期 ,外 方 教 师 Pau1a Margaret Bridwe11丬 a11one,Margaret C TrOusi1等



来我校进行护理核心专业课程集中授课。授课期间,我校为外方教师配备翻译助教,协助完成教学任

务。该项目的双方互动教学,促进了我校护理专业双语教学的发展。

第三,通过该合作项目,我校护理专业开展了多方面的师资培训,科学研究以及校际交流,促进

了我校⒛17年对外交流、教师赴国外研修等工作的深入开展。

第四,项 目学生知识结构合理,专业知识扎实,实践技能强。在知识应用和外语水平方面均具有

优势和较强的就业和考研竞争力。尤其是学生的外语水平高,适应了国际性市场的需要。项目学生积

极上进,热爱集体,社会实践工作积极主动,能吃苦耐劳,善于思考,富有团队协作精神及创新能力。

项目学生具有勤奋诚实,乐于助人的人格,富有团队协作精神及创新能力。⒛17年 ,该项目学生参加

我校与新加坡义安理工学院师生海外文化交流项目,受到新方师生的高度赞誉。

2.社会效益

该项目对于我校的教学实践、学科建设、科学研究等产生了良好的影响及辐射作用,己经成为扩大

我校与国外知名高校教育合作与交流的重要渠道之一。项目引进的先进护理学教育理念促进了我校医

学院的学科发展、课程建设。

通过该项目直接引进的护理学教学资源,包括教材、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教学大纲、课程学习

指导手册等在实践中直接应用,节约了大量的人力、物力,极大地避免了在实践中摸索可能要走的弯

路。

该项目极大地促进了教学方式的改革。通过借鉴英国高校的教学模式、教学方法,在教学中积极

推行了案例式、研讨式教学氵注重学生应用能力、沟通能力和思维能力的培养,极大调动了学生的学

习积极性。扩大了该项目学生的国际视野,增强了项目学生参与国际竞争的能力。

⒛17年 ,我校通过该合作项目加强了师资队伍建设,为教师到国外高校访学、开展学术交流开通

了广阔渠道,同时引入了国外专业教师到学校开展教学工作,对我校和本地区中外教师开展学术交流

架起了桥梁。合作办学项目提升了我校的国际知名度。

六、办学特色及努力方向

1.办学特色

在五年的护理学本科中外合作办学项目实践中,我们积极探索、大胆实践,形成了自己的特色。

第一,教学理念国际化。该项目引进优质教学资源,形成了与国际护理教育接轨、具有创新理念的

护理专业应用型人才培养方案;改进了原有的课程体系,优化了课程教学内容,提升护理专业人才培



养水平。项目引进外方健康护理领域课程 10门 ,其 中对 7门课程进行了共同开发和设计;部分引进课

程己经在我校健康护理领域相关专业中开设,产生了辐射作用。

第二,师资队伍双语化。我校以该项目为依托,提升了师资队伍的培养。⒛17年 ,外方 2名 教师

来我校授课。我方选派 1位教师赴外完成课程进修和访问交流。我方教师回国后,己承担该项目的数

门专业课程的双语教学。培养了一批能够承担合作项目课程双语教学的师资;形成了一支高素质的师

资队伍。与此同时,拟 明年继续选派专业教师赴国外访学。护理专业课教师得到了出国深造的机会 ;

引进课程的助教制度为专业课教师的在职进修提供有效的途径。

第三:教学模式多样化。合作双方高度重视项目的发展和人才培养质量,深入沟通,紧密合作,项

目管理井然有序。⒛17年 ,中外参与项目的教学管理人员就教学和管理进行了深入的交流,提高了项

目的教学质量和管理水平。同时,外籍教师使用了国外教材和国外高校的教学方式,分小班授课,注

重理论学习与实践结合,采用灵活多样的教学模式,学生能够亲身经历中外两种文化背景的教育,达

到了知识的相互弥补和文化的相互渗透,培养了学生的学习能力和实践能力,培养质量得到了提高。

第四:教学质量监控立体化。建立校级监督、院级监督、社会监督为一体的教学质量监控体系,阳

光监督,不留死角。

第五:学生培养多元化。从学生入学第∵天就教育他们要树立正确的择业观,作为项目内的学生 ,

出国深造是主要选择,同时,根据学生的自身情况和家庭状况,读研、就业和创业也是毕业后走向成

功的不同途径。

2.今后努力方 向

(1)努力提高本校教师国际化教育理念和双语教学水平。中外合作办学承担着培养国际复合型高

级人才的重任。教师质量是中外合作办学项目质量的关键所在。因此具有一支国际化教育理念和国际

化专业水平的师资队伍,是中外合作办学项目质量的首要保障。但目前我校该项目的教师整体水平还

达不到此项要求,部分教师仍然缺乏国际化教育理念和国际交往能力,不能完全适应外语授课的要求 ,

不能完全达到培养国际化人才的要求。因此,努力提高我校该项目教师的国际化教育水平,是保证该

合作项目质量的关键所在。我校应在制度上对该项目教师的国际化专业学习予以鼓励,努力加强国际

化教师队伍的建设;应努力通过加强中外方教师之间的国际交流来提高师资队伍的素质:应通过
“
请

进来、送出去
”

的师资培训方式来建设一支具有国际意识和国际理念的高素质专业教师队伍,确保师

资质量。同时,我校应加强激励机制,通过多种政策和制度激励教师积极投入到双语教学研究和建设

中,提高自己的业务水平。

(2)通过双方共同努力,提高引进课程效果。目前,该合作项目的外籍教师的聘任中也存在着

一些不足之处,外教的引进数量和质量上有待于进一步提高。因此,我校应对该项目的外籍教师实行



教学评估,把外籍教师的教学评估考核纳入到双方项目管理委员会的工作中,并根据考核结果择优奖

励外籍教师的教学成果,以此激励外籍教师,保证外籍教师在我方的授课质量。

(3)提高中外合作办学项目管理质量。要推行国际化教育,推行管理理念的国际化是关键。我

校应该在制度上对该项目管理人员的业务学习予以鼓励。我校应更进一步加强中外合作办学的依法管

理,加强质量监控和国际化教师队伍的建设。

总之,通过发展中外合作办学,增强我校高等教育的国际竞争力,树立品牌,培养社会急需的高

素质、创新型、国际化、复合型人才始终是我校的中外合作办学项目的宗旨和目标,并 以此推动我校

在更广的领域、更高层次与教育发达国家进行交流与合作,从而加快我校的教育国际化进程,使我校

的中外合作办学事业具有更加广阔的前景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