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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五”职业教育国家规划教材

申报表

教材名称： 精神障碍护理

申报单位： 湖北职业技术学院

出版单位：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推荐行指委、教指委： 无

推荐教育部直属高校： 否

推荐省级教育行政部门（盖章）： 湖北省教育厅

教育层次：□中职 ☑高职专科 □高职本科

教材类型：☑纸质教材 □数字教材

申报形式：☑单册 □全套

专业大类代码及名称 ： 52 医药卫生大类

申报序号： G42X8886

推荐序号：



一、教材基本信息

教材名称 精神障碍护理 适用学制 三年

课程名称 精神障碍护理 课程性质
公共基础课程

专业课程

其他

专业代码
及名称

520201 护理
编 写
人员数

7

著作权
所有者

张玉洁
教学实践
起始时间

2020 年 9月

对应领域

(可多选)

先进制造业现代农业

现代服务业战略性新兴产业

地方、行业特色

家政、养老、托育等生活性服务业

农林、地质、矿产、水利等行业

传统技艺

其他 (请注明）

特色项目

(可多选)

岗课赛证融通教材

新型活页式、工作手册式教材

国家级职业教育专业教学资源库

配套教材

国家精品在线开放课程配套教材

教育部现代学徒制配套教材

非通用语种外语专业教材

艺术类、体育类专业教材

特殊职业教育教材

服务对外开放教材

其他 (请注明）

（分册）
册次

书 号 版 次
出版
时间

初版时间 印 数 累计发行量

1
978-7-568

0-5729-5
第1版第1次

2020

年8月 2020 年 8月 6000 册 5682 册

第 版第 次

教材
获奖
情况

获 奖
时 间

获 奖
种 类

获 奖
等 级

授 奖
部 门

纳入
省级
以上
规划
教材
情况

时 间
具体名称（如“十二五”职业教育国家/XX 省

规划教材）



二、教材简介

1.教材简介（含教材更新情况，600 字以内）

《精神障碍护理》是全国高等卫生职业教育护理专业“双证书”人才培养“十三五”

规划教材之一，主要供高职高专护理、助产专业师生使用，也可作为临床护士的参考书。

本教材紧紧围绕“健康中国”战略对高素质技术技能护理人才的需求，接轨全国护士

执业资格考试，1+X 失智老年人照护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标准，结合精神疾病及精神科护理研

究最新进展和国家精神卫生法相关要求，精选内容，删繁就简，突出实用性、创新性。

全书共有十二章。第一章至第三章，是精神科护理入门知识，主要介绍了精神障碍、

精神医学等基本概念，精神科护理发展简史与发展趋势，精神科护理工作的内容和要求，

精神障碍的基本知识，以及精神科护理技能；第四章至第十章，是讲精神科常见疾病及其

护理的知识，主要介绍了精神分裂症、心境障碍、神经症及应激相关障碍、器质性精神障

碍、精神活性物质所致精神障碍、心理因素相关生理障碍、儿童及青少年精神障碍；第十

一章至第十二章主要介绍精神科特有治疗方法的观察与护理，以及精神障碍患者的社区康

复与家庭护理。内容的组织符合教育教学规律和学生认知规律，涵盖了精神科护理工作中

所需的基本理论知识和专业护理技能。

本教材建有丰富的配套数字化教学资源，包括教学课件、题库、案例库等，均可通过

扫描二维码注册、登录后使用，为信息化教学改革和移动式学习提供便利。



2.教材编写理念与内容设计（800 字以内）

本教材编写团队在前期的专业调研与岗位职业能力分析基础上，遵循“三基五性”原

则，紧紧围绕高等护理人才培养目标，针对高职、高专学生特点，充分体现高职、高专教

育特色，着重体现三个不同，即与本科教育和中职教育的不同，与临床医学专业教材不同，

与以往教材不同；体现三个贴近,即贴近岗位需求，贴近社会需要，贴近护士执业资格考试。

在保持知识的系统性基础上，本着“必需”、“够用”的原则，结合精神医学研究最新进

展及相关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标准等精选内容，保证教材内容的针对性与适用性，构建了教

材内容体系，从而实现学生的潜能发挥和自身发展,实现教师教学理念更新和教学能力提

高。

尽管本教材在体例编写上沿用章节体，但在教材内容的序化方面力求符合教育教学规

律和学生认知规律，带领学生由浅入深，逐步了解和熟悉精神科护理知识和技能。全书前

三章，是精神障碍护理入门知识，带领学生初步认识精神科护理工作的内容和要求，了解

需要掌握的精神障碍基本知识和精神科护理技能；第四章至第十章，重点向学生介绍精神

科常见疾病及其护理，并根据当前社会精神障碍疾病发病率高低进行了序化，依次介绍了

精神分裂症、心境障碍、神经症及应激相关障碍、器质性精神障碍、精神活性物质所致精

神障碍、心理因素相关生理障碍、儿童及青少年精神障碍；第十一章至第十二章主要介绍

精神科特有治疗方法的观察与护理，以及精神障碍患者的社区康复与家庭护理。

在每章内容的组织方面，以学习目标为核心，以情景案例为载体，培养学生的评判性

思维与综合应用能力；根据需要穿插相关知识链接，拓展了教材的知识性，增加了趣味性；

每章小结帮助学习者梳理归纳各章中的主要内容和重难点，促进学习者强化巩固知识的学

习。另外，以章为单元，结合护士执业资格考试大纲的要求，编制直通护考测试题，试题

按照护考 A型题设计，突出护考重点内容，促进学习者应用能力的提高。



3.教材特色与创新（含落实课程思政要求情况，800 字以内）

一是坚持校院双主编，紧跟临床新进展。本教材两位主编分别来自于“双高计划”高

水平专业群建设学校和省级精神卫生中心，一位长期从事职业教育，熟知高职生学习特点；

一位深耕精神卫生领域近三十年，积累了大量的临床实战经验。本教材大量情景案例均根

据临床真实案例改编，并有选择性地吸纳精神医学及精神障碍护理研究最新进展，及时贯

彻国家精神卫生法相关要求，保证教材的先进性、实用性。

二是深挖思政元素，合理设置思政目标。根据学科特点，深挖思政元素，在目标制定、

案例选取、知识链接、内容精选等方面巧妙融入辩证唯物主义观、职业道德、慎独精神、

法律意识等思政元素，促进学生专业技能与职业素养双线成长。科学设置思政目标，强调

目标可测量，以往精神障碍护理相关教材中学习目标的描述多用“掌握”“熟悉”等词语，

界定模糊。本教材中对目标的描述一律使用“说出”“区别”“评估”“运用”等可测量

动词，既保证思政目标与课程目标的内在逻辑一致性，也体现出目标的具体化、可操作性。

三是教材内容对接职业证书，探索岗课赛证融通。《精神障碍护理》课程是护士执业

资格考试的内容之一，本教材内容选取上，一方面与全国护士执业资格考试接轨，提高学

生护考通过率；另一方面，贯彻落实教育部“1+X”证书制度试点精神，融入“1+X”失智

老年人照护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标准，教材内容兼顾失智老年人认知障碍评估与认知功能促

进、异常精神行为观察与健康促进照护等内容，为学生选修“1+X”失智老年人照护试点项

目考证奠定基础。



4.教材实践应用及效果（800 字以内）

新版《精神障碍护理》教材 2020 年 8 月刚一出版，2020 年 9 月就有近 6000 师生使用

了本教材。一线教师均对该教材给予较高评价：内容贴近精神科临床护理实践，紧跟行业、

接轨护士执业资格考试与“1+X”失智老年人照护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标准，配套数字增值资

源丰富，不仅是教科书，也是教学的好帮手。对部分学生问卷调查，普遍反映本教材编写

内容详略得当，重点明了，书籍装印质量优良，对考证及精神科护理临床实践的学习均有

极大的参考价值。

运用本教材在教育教学方法、教学模式改革创新等方面取得了较好成效。

一是依托丰富数字资源，搭建教学互动平台。在教材编写过程中，开发了全套课件、

案例、题库等教学素材，借助职教云 APP 初步搭建了《精神障碍护理》学习互动平台，为

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创造了环境和条件。

二是以情景案例为载体，探索形成了“情景熏陶 任务驱动”的教学模式。本教材每章

开篇均以临床真实案例为基础，改编成学习性工作任务，借助校内模拟实训室环境，通过

学生标准化病人角色扮演，构建临床工作情景，让学生在完成学习性工作任务过程中掌握

理论知识与专业技能，贯彻“做中学、学中做”的职教理论，突出了学生在教学中的主体

地位，体现了开放式教学的特色，学生反响良好。

三是以岗位需求为原则，培养创新型人才。教材内容更注重如何能胜任实际工作、如

何能完成实际工作任务、注重培养学生的实际工作能力。通过课程教学改革实践，提高了

课堂教学质量和总体的教学效果，提高了学生岗位胜任力。此外，本教材中系统阐述了失

智老年人认知障碍特点、护理工作中的风险防范、意外处理等，为我校参加全国职业院校

技能大赛“健康与社会照护”赛项，研制老年痴呆老人的照护方案提供了重要参考资料，

学生在 2020 和 2021 年度的该赛项上分别获得了三等奖和二等奖的好成绩。



三、编写人员情况（逐人填写）

第一主编姓名 张玉洁 性别 女

政治面貌 中共党员 国籍 中国

工作单位 湖北职业技术学院 民族 汉族

所在省市 湖北省孝感市 职称 副教授

专业领域 护理教育 电话 18162830572

何时何地受何种

省部级及以上奖励

曾荣获湖北省职业院校教师微课教学竞赛三等奖（2015），全国

首届职业院校护理专业教师教学能力竞赛二等奖（2017），2次全国

职业院校技能大赛高职组护理技能赛项指导教师（2014、2017），湖

北省医学职业教育护理技能竞赛优秀指导教师（2017），湖北省职业

院校教师教学能力（信息化教学）大赛三等奖 2次（2017、2021）和

二等奖（2018）。

主要教学、行业

工作经历

一、学习经历

主修武汉大学护理学（2000-2005），辅修华中师范大学心理学

（2002-2004），获医学与理学双学士学位；攻读武汉大学免疫学在职研

究生，获医学硕士学位（2010-2013）；湖北省人民医院心理科交流实践

（2008.03-2008.05），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研修临床护理（2011.07-

2012.01）。

二、工作经历

江汉大学卫生技术学院护理系教师（2005.07-2008.07） ；2008.08

至今，就职于湖北职业技术学院，先后任基础护理教研室主任、护理学

院副院长，负责护理学院实践教学、“双高计划”护理专业群建设、校

企合作、社会培训、国际交流与合作、1+X 证书制度试点等工作。

参与《湖北省中高职衔接护理专业教学标准》开发研究（2013-2014），

参加“老年照护”“母婴护理”“失智老年人照护”等职业技能等级证

书标准学习与研讨（2019-2021）。

湖北省高等学校护理专业教学团队成员（2009），参与国家示范性

高等职业院校重点专业建设（护理）（2008-2010）、湖北省高职高专品

牌专业建设（护理）（2015-2018）。



2015-2016 担任湖北省中等职业教育师资培训项目培训教师，

2017-2019 为孝感地区养老机构培训“养老护理员”，2016-2018 为孝感

地区幼儿园培训“育婴师”。

2014-2018 担任育婴师高级考评员，2020 担任首届全国职业技能大赛“健

康与社会照护”赛项湖北省选拔赛裁判。

教材编写

经历和主要成果

1.主编《精神障碍护理》1本，《基本护理技术》1 本，副主编《护

理心理学》2 本，参编《护理沟通技巧》和《护理技巧》各 1 本。其中

2019 年副主编并由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出版的《护理心理学》教材入选

“十三五”国家职业教育规划教材。

2.先后参与省级和国家级精品课程《护理技巧》（2009）、省级和

国家级精品资源共享课程《护理技巧》（2013-2016）建设；主持《治疗

护理技术》（2019）、参与《安全与舒适护理技术》（2018）精品在线

开放课程建设，分别已在中国大学 MOOC 和智慧职教 MOOC 上运行 5期和 6

期。

主要研究

成果

1.论文：以第一作者在省级以上刊物共发表“过度学习原理在高职

基础护理操作训练中的应用”等教研科研论文 10 余篇。

2.课题：主持立项省级课题 1 项；主持并结题校级课题 1 项；参与

省级课题 4项，均已结题；参与校级课题 2项，均已结题。

3.专利：“以第一发明人申请获得“医用基础护理车”和“一种吸

痰连接管的固定结构”实用新型专利 2 个，以第二发明人申请获得“一

种密闭式静脉输液护理实训装置”和“一种医学检验用离心管”实用新

型专利 2个。

本教材编写分工

及主要贡献

作为本教材第一主编，负责教材顶层设计，包括制定教材编写大纲，

统一编写体例，统一 PPT、题库、案例等数字资源标准，制定编写计划和

任务分工；编写过程中，本人承担第一章绪论的编写及教材前沿的撰写，

及教材的统稿和终审。

本 人 签 名：

2021 年 12 月 21 日



三、编写人员情况（逐人填写）

第二主编姓名 和美清 性别 女

政治面貌 群众 国籍 中国

工作单位
太原市精神病医院（山西省

精神卫生中心）
民族 汉族

所在省市 山西省太原市 职称 副主任护师

专业领域 精神科护理、护理管理 电话 13935151536

何时何地受何种

省部级及以上奖励

2020 年 10 月被中共山西省委、山西省人民政府授予在抗击新

冠肺炎疫情工作中成绩突出，予以嘉奖

主要教学、行业

工作经历

1990 年至今在太原市精神病医院工作，2000 年开始临床带教，2015 年

至今负责医院教学管理，2017 年至今在同文技术学院担任《精神科护理

学》教学任务。

教材编写经历和

主要成果

2018 年参编《精神疾病新理论与实践》，云南科技出版社出版；

2020 年 8 月主编《精神障碍护理》，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出版。

主要研究

成果

2020 年参与建设的山西医科大精品课程《精神科护理学》上线运行；

2021 年 5 月主持的《MDT 护理管理模式在抑郁症患者中的应用及效果评

价》课题获山西省卫健委科研立项，编号 2021030；

近三年来以第一作者在省级以上刊物发表“专科护士主导的 MDT 护理模

式在精神分裂症患者安全管理中的应用研究”等科研论文 2篇。

本教材编写分工

及主要贡献

本教材编写时本人作为主编，负责编写第四章、第五章内容；

交叉审稿负责第七章和第十二章，一审负责第十章和第十二章，二审负

责第一张和第二章，回答书稿合并版的疑问等。

本 人 签 名：

2021 年 12 月 21 日



三、编写人员情况（逐人填写）

副主编姓名 杨宇华 性别 女

政治面貌 共产党员 国籍 中国

工作单位 惠州卫生职业技术学院 民族 汉族

所在省市 广东省 职称 讲师

专业领域 内科 电话 13516685256

何时何地受何种

省部级及以上奖励
无

主要教学、行业

工作经历

2008 年至 2012 年于惠州市第三人民医院任医师。2012 年至今任职于

惠州卫生职业技术学院，取得内科学讲师职称，先后担任老年保健与管理

专业主任、内科教研室主任等职务，并担任心理健康教育中心兼职心理咨

询师，教授《健康评估》、《内科护理学》、《精神科护理学》、《临床

医学概要》、《诊断学基础》、《人体常见病》、《内科学》等课程。

教材编写

经历和主要成

果

曾作为副主编参与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健康评估》、《精神科护

理学》教材的编写。

主要研究

成果

参与惠州市科技计划项目“高频率电针联合全蝎内服治疗带状疱疹后

遗神经痛的临床研究”（编号：2016Y182），及在研课题“A 型肉毒素联

合针灸治疗脑卒中后足内翻疗效观察”。在《云南中医中药杂志》发表了

《不同针刺疗法联合中药内服治疗气滞血瘀证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的临

床观察》，在《现代职业教育》发表了《在社区健康教育实践中培养护生

职业能力的研究》。

本教材编写分

工及主要贡献

教材副主编，负责第三章精神科护理技能的撰写，担任教材稿件的初

审、复审工作。

本 人 签 名：

2021 年 12 月 21 日



三、编写人员情况（逐人填写）

副主编姓名 张义婷 性别 女

政治面貌 群众 国籍 中国

工作单位
皖西卫生职业学院附属

医院
民族 汉

所在省市 安徽省六安市 职称 主治医师

专业领域 心血管内科 电话 18075090965

何时何地受何种

省部级及以上奖励
无

主要教学、行业工

作经历

2011 年进入皖西卫生职业学院附属医院开始从事临床一线工作；

2013 年开始从事心血管内科临床工作，参与临床实习生、轮转生带教

工作；2017 至 2019 年度在裕安职业技术学校从事临床教学工作。

教材编写

经历和主要成果
2020 年 8 月副主编《精神障碍护理》，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出版。

主要研究

成果

2018 年在系统医学 2018 期第 4卷第 5期发表论著“急性心肌梗死

的原因和应对措施探讨”

本教材编写分工及

主要贡献

参与编写本教材第二章“精神障碍的基本知识”。第六章“神经症

及应激相关障碍患者的护理”交叉审稿，第八章“精神活性物质所致精

神障碍患者的护理”及第十二章“精神障碍患者的社区康复与家庭护理”

一审，第四章“精神分裂症患者的护理”第五章“心境障碍患者的护理”

及第九章“心理因素相关生理障碍患者的护理”二审。

本 人 签 名：

2021 年 12 月 21 日



三、编写人员情况（逐人填写）

副主编姓名 刘雨晴 性别 女

政治面貌 群众 国籍 中国

工作单位 湖北职业技术学院 民族 汉族

所在省市 湖北省孝感市 职称 高校讲师

专业领域 妇产科护理、精神科护理 电话 18672586807

何时何地受何种

省部级及以上奖励
无

主要教学、行业

工作经历

2016 年 9 月至今 担任护理学院护理专业中职、普高起点、专本联合培

养《妇产科护理》、《母婴护理》教学工作；

2016 年 9 月至今 担任护理学院护理专业中职、普高起点、专本联合培

养《精神障碍护理》教学工作；

2020 年 9 月至今 担任护理学院助产专业《妇科护理》教学工作。

教材编写

经历和主要成果

2018 年 12 月参编《妇产科护理学》，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出版；

2020 年 8 月副主编《精神障碍护理》，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出版；

2021 年 10 月参编《妇产科护理》，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

主要研究

成果

2018 年 6 月至 2020 年 7 月 参与省级课题《基于蓝墨云班课的移动教学

模式研究——以儿科护理课程为例》，已结题；

2018 年 10 月至 2020 年 7 月 参与校级课题《OSCE 在护理综合实训教学

中的应用研究》已结题；

2019 年 10 月至今 主持校级课题《基于分组合作式的游戏化教学在医学

教育中的应用研究——以妇产科护理为例》，在研中。

本教材编写分工

及主要贡献

编写分工：第八章、第十一章文稿及 PPT

主要贡献：完成文稿互审，协助主编校验文稿、调整 PPT

本 人 签 名：

2021 年 12 月 21 日



三、编写人员情况（逐人填写）

参编姓名 方蕾 性别 女

政治面貌 中共党员 国籍 中国

工作单位 甘肃中医药大学 民族 汉族

所在省市 甘肃省兰州市 职称 讲师

专业领域 护理心理 电话 13919996526

何时何地受何种

省部级及以上奖励

2020 年 10 月获得甘肃省护理学会第一届中青年教师讲课比赛

本科组二等奖

主要教学、行业

工作经历

本人自 2015 年 9 月至今，工作于甘肃中医药大学护理学院，承担《护

理心理学》、《精神科护理学》、《精神卫生护理学》、《护理研究》、

《护理管理学》等课程的教学工作。担任过研究生秘书、辅导员及班主任

工作，目前承担护理学科秘书和临床护理教研室副主任。

教材编写

经历和主要成

果

1.参编《精神障碍护理》，2020 年 8 月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出版；

1.方蕾,许瑞，崔宇红（通讯作者）.中医院校护理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临

床技能考核模式的探索[J].中西医结合护理杂志,2020,6（9）:210-213.

2.方蕾,魏同凯.慢性病患者风险感知与服药依从性的相关性及影响因素

研究[J].中西医结合护理杂志,2020,6（9）:136-139.

3.方蕾,崔宇红,许瑞,李芳,吉秀家（通讯作者）.慢性病患者医学应对方

式与风险感知的关系及其相关因素分析[J].慢性病学杂志,2020,21（12）：

193-198.

主要研究

成果

1.主持《慢性病患者风险感知与服药依从性关系及应对方式的研究》（甘

肃中医药大学科学研究与创新基金项目，项目编号：KCYB2018-7，

2019.1-2021.12）

2.主持《多元智能理论结合线上线下混合教学下的精神卫生护理学课程设

置对提高学生内省智能的探讨》（甘肃中医药大学研究与教学改革课题，

项目编号：YBXM-24，2020.1-2022.12）

2.主持《护生人文素养教育在急危重症护理学中的应用研究（校级一流本

科课程教学研究与教学改革课题》，项目编号：2019XJYLKC-45，

2020.1-2022.12）

本教材编写分

工及主要贡献

本人参编第七章《器质性精神障碍患者的护理》和第十二章《精神障

碍患者的社区康复与家庭护理》，共撰写 2.5 万字。同时承担交叉审稿第

四章《精神分裂症患者的护理》和第五章《心境障碍患者的护理》的工作。

本 人 签 名：

2021 年 12 月 21 日



三、编写人员情况（逐人填写）

参编姓名 肖艳萍 性别 女

政治面貌 民盟盟员 国籍 中国

工作单位 铁岭卫生职业学院 民族 汉族

所在省市 辽宁省铁岭市 职称 中级

专业领域 护理学 电话 13904109732

何时何地受何种

省部级及以上奖励

2016 年辽宁省第二十届教育教学信息化大赛三等奖

2017 年辽宁省职业院校信息化教学大赛三等奖

2017 年辽宁省第二十一届教育教学信息化大赛三等奖

主要教学、行业工

作经历

2006 年 9 月至 2011 年 11 月铁岭市中心医院从事临床工作

2011 年 12 月至今铁岭卫生职业学院从事教学工作

教材编写

经历和主要成果

2018 年《儿科护理学》副主编；

2018 年《内科护理学》编者；

2020 年《精神科护理学》编者。

主要研究

成果
参与儿科护理学网络精品课建设；发表论文 3篇，参与省课题 2项。

本教材编写分工

及主要贡献

在本教材编写中，本人负责编写第六章神经症及应激相关障碍患者的护

理，编写配套 PPT 和习题，以及交叉审稿工作。

本 人 签 名：

2021 年 12 月 21 日







六、初评意见

初评

意见

（须有具体明确意见，不少于 150 字）

专家组长签字：

(行指委、教指委或教育部直属高校公章)

年 月 日

备注：各省级教育行政部门，行指委、教指委或教育部直属高校应组织专

家进行初评、推荐；通过省级教育行政部门推荐的教材应在本栏简要写明

专家初评意见和推荐理由并签字，不需盖章；通过行指委、教指委或教育

部直属高校推荐的教材应在本栏简要写明遴选程序和结果，并签字和加盖

相应单位公章。



省级

教育

行政

部门

推荐

或复核

意见

（省级教育行政部门公章）

年 月 日



七、附录

1.教材编写/责任编辑人员/审核专家政治审查表

























2.教材编校质量自查情况



3.申报教材著作权归属证明材料

教材出版合同











4.教材获奖证明等其他材料（自选）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申报“十四五”职业教育国家规划教材审核表

教材名称 《精神障碍护理》 主 编 张玉洁 和美清

书号（ISBN） ISBN 978-7-5680-5729-5 出版时间 2020.8

审

核

人

姓 名 黄岩松 单位名称 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

职 称 教授 职 务 医学院院长

审

核

专

家

意

见

《精神障碍护理》是针对高职高专层次三年制护理专业的培养目标，满足护理行业

职业标准及岗位能力的人才需求而组织编写的。

该教材深入贯彻《职业教育提质培优行动计划（2020—2023 年）》关于“加强职业

教育教材建设”的要求，坚持“对接主流生产技术，注重吸收行业发展的新知识、新技

术、新工艺、新方法，校企合作开发专业课教材”，紧紧围绕“健康中国”战略对高素

质技术技能护理人才的需求，接轨全国护士执业资格考试，1+X 失智老年人照护职业技

能等级证书标准，结合精神疾病及精神科护理研究最新进展和国家精神卫生法相关要

求，精选内容，反映了新知识、新技术，突出实用性、创新性，推进书证融通、课证融

通教材建设 具有鲜明的高等卫生职业教育特色。

综上所述，该教材符合教育部办公厅《关于组织开展“十四五”首批职业教育国家

规划教材遴选工作的通知（教职成厅函〔2021〕25 号）》文件中关于思想性、科学性和

适宜性的要求，特推荐该教材申报“十四五”职业教育国家规划教材。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申报“十四五”职业教育国家规划教材审核表

教材名称 《精神障碍护理》 主 编 张玉洁 和美清

书号（ISBN） ISBN 978-7-5680-5729-5 出版时间 2020.8

审

核

人

姓 名 李冬 单位名称 盘锦职业技术学院

职 称 教授 职 务
党委委员、党政综合办公

室主任

审

核

专

家

意

见

《精神障碍护理》作者为多年从事护理教学工作的骨干教师和临床一线专家，具有

丰富的教学和临床实践经历。

该教材针对高职高专层次三年制护理专业的培养目标，参照相关岗位实际需求编

写，具有以下特点：

1. 教材内容以三年制护理专业教学标准为重要依据，将岗位工作需要的基本理论、

基本知识、基本技能进行序化整合，综合高职高专、三年学制以及有限学时等因素，力

争突出教材的思想性、科学性、先进性、启发性、适应性。

2.教材注重理论与实践的结合， 编委团队与当地教学医院探索开展信息化校院合

作教学模式，校院双方精心选取教材内容、设计实训项目，注重提高学生独立思考问题、

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3. 该教材整体规划性强，与护士执业资格考试大纲、1+X 相关证书标准对接，针对

高职学生特点，知识点和知识内容分配合理，在各章节都全面贯彻了“现代职业教育”

的课改精神。

综上所述，该教材符合教育部办公厅《关于组织开展“十四五”首批职业教育国家

规划教材遴选工作的通知（教职成厅函〔2021〕25 号）》文件中关于思想性、科学性和

适宜性的要求，特推荐该教材申报“十四五”职业教育国家规划教材。



5.展示网页链接及展示材料目录（自选）

展示网页链接 https://jiaocai.hbvtc.edu.cn/jszahl/

展示材料目录 1.申报材料 2.教材获奖

https://jiaocai.hbvtc.edu.cn/jszah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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