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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教材的质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教材编写队伍的学术水平、

教学经验、编写态度和水平，以及对教材编写目的和要求的理解。

为使本轮教材具有高质量，符合教学要求，深受广大师生欢迎，

组建一支优秀的编写团队十分重要和关键。因此凡申报教材主编、

副主编和编委者，需政治立场坚定，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具

有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没有违背党的理论和路线方

针政策的言行。遵纪守法，有良好的思想品德、社会形象和师德

师风。在上述“申报原则与须知”基础上，还需分别具备以下条

件。 

1. 主编 

（1）熟悉职业教育教学规律和学生身心发展特点，对本学科

专业有比较深入的研究，熟悉本专业教育教学改革与发展动态，

担任本专业课程理论和实践教学在 10 年以上，具有丰富的教学

经验，在本学科领域有较高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具有高级职称。 

（2）有较强的组织、协调能力，作风正派，责任心强。具备

教材主编、副主编经历，对教材编写能够严格把关，保证编写质

量和进度符合出版社要求。 

（3）原则上年龄须在 60岁以下、45 岁以上。在编写期间有

中长期出国或其他任务者不建议申报主编。 

（4）申报条件相当者，优先考虑编写计划优秀者。 

2.副主编 

（1）熟悉本专业教育教学改革与发展动态，担任本专业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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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理论和实践教学在 8 年以上，有较为丰富的教学经验，具有

副高级或副高级以上职称。 

（2）有较高的写作水平，熟练运用现代信息技术。具备教

材编写经历。 

（3）具有较强的团队意识与合作能力，能积极配合、支持

主编，保质保量地完成分配的工作和本人的编写任务。 

（4）原则上年龄须在 55岁以下、35 岁以上。 

3.编委 

（1）积极投身于本专业教育教学改革，具有较为丰富的教

学经验，为本校骨干教师，担任本专业本课程理论和实践教学在

5 年以上，具有中级或中级以上职称。 

（2）有教材编写经历；鼓励在教学、临床一线的中青年教

师积极参与。 

（3）原则上年龄在 55 岁以下、30 岁以上。 

严格按照遴选条件“公正、公平、公开”地遴选，遵从主编

权威性、副主编代表性、编委广泛性的原则，综合考虑编写团队

年龄、学术水平、编写水平等诸多因素，经审定核准后，统一颁

发聘书，并适时召开主编人会议，正式启动教材的编写工作。 

（声明：申报表必须经过院校同意盖章方有效；参编者单位．．．．．．．．．．．．．．．．．．．．．．．．．

应能在时间、人员等方面给予一定的支持，并在教学中选用本教．．．．．．．．．．．．．．．．．．．．．．．．．．．．

材；凡承担教材编写任务者，须承诺在教材编写时间和参加教材．．．．．．．．．．．．．．．．．．．．．．．．．．．．

编写会议方面有充分．．．．．．．．．保证，在．．．．3．年内不得参与其他出版社同类教．．．．．．．．．．．．．．

材的编写，不得将其教材的全部或部分内容交由其他出版单位出．．．．．．．．．．．．．．．．．．．．．．．．．．．．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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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申报专业:          ） 

拟编教材名称：                      序号（附件 3、4教材品种序号）：     

学校开设本课程总学时数：     （理论课：     实践课：    ） 

姓  名  性别  出生年月  教 龄  

学  校  职  称  职 务  

地  址  邮 编  

办公电话  传 真  

手   机  E-mail  

主要工作经历及教学成就： 

担任本专业本课程教学经历（含授课学时数）： 

曾参加编写著作（注明主编、副主编、编委） 

 

每年本校教材使用情况： 

 

您准备申请  □主编   □副主编   □编委    

是否同意下调 □是    □否 

单位推荐意见： 

                                 

     签字（盖章）：                                                      

年   月   日 

注：1.本表须经单位签字盖章方有效； 

2.内容较多,可另附页，制表有效； 

3.申报主编者请附编写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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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序号 教材名称 序号 教材名称 

1 医用高等数学 21 妇产科学 

2 医用物理学 22 儿科学 

3 有机化学 23 神经病学 

4 医学生物学 24 精神病学 

5 系统解剖学 25 传染病学 

6 局部解剖学 26 眼科学 

7 组织学与胚胎学 27 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学 

8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 28 口腔科学 

9 生理学 29 核医学 

10 医学微生物学 30 流行病学 

11 人体寄生虫学 31 预防医学 

12 医学免疫学 32 中医学 

13 病理学 33 医学细胞生物学 

14 病理生理学 34 医学遗传学 

15 药理学 35 医学统计学 

16 医学心理学 36 临床循证医学 

17 诊断学 37 康复医学 

18 医学影像学 38 医学导论 

19 内科学 39 医学文献检索 

20 外科学 40 全科医学概论 

说明：为满足当前五年制临床医学专业教育教学的需求，根据您校课程设置情况，除

上表所列本轮规划教材以外的教材品种，您认为有必要编写的教材，请予以补充填写

下表，并说明理由，同时填写申报表（如承担主编，则按申报主编要求提交编写计划

书，并注明每年本校使用该教材的数量），出版社根据申报情况决定是否增补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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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序号 教材名称 序号 教材名称 

1 护理专业英语 19 精神科护理学 

2 医学统计学 20 社区护理学 

3 医学免疫学 21 康复护理学 

4 护理心理学 22 中医护理学基础 

5 生物化学 23 中医临床护理学 

6 护理学导论 24 针灸推拿与护理 

7 护理伦理学 25 病理生理学 

8 基础护理学 26 临床营养学 

9 预防医学 27 健康评估 

10 护理管理学 28 生理学 

11 内科护理学 29 药理学 

12 外科护理学 30 医学微生物学与寄生虫学 

13 妇产科护理学 31 人体解剖学 

14 儿科护理学 32 中医养生康复学 

15 病理学 33 组织学与胚胎学 

16 五官科护理学 34 中医营养与食疗 

17 急危重症护理学 35 妇产科护理学实训指导 

18 老年护理学 36 健康评估实训指导 

说明：为满足当前中等职业教育护理类专业教育教学的需求，根据您校课程设置情况，

除上表所列本轮规划教材以外的教材品种，您认为有必要编写的教材，请予以补充填

写下表，并说明理由，同时填写申报表（如承担主编，则按申报主编要求提交编写计

划书，并注明每年本校使用该教材的数量），出版社根据申报情况决定是否增补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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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学校教材编写联系人姓名:       电话:          邮箱: 

序号 姓名 性别 职务/职称 拟申报教材序号及教材名称 拟申报职务 

      

      

      

      

      

      

      

      

      

      

      

      

      

      

      

      

      

      

      

      

注：此表制表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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