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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医学学系 2017 年度工作报告 

一、临床学系的工作概述  

2017 年北京大学医学部核医学系各临床学院和教学医院积极参与医学部新一轮的教学改革，在

总体课时减少的情况下认真研讨与设置新的教学课程，体现核医学学科新技术与临床转化应用。同

时积极申报核医学选修课课程，探讨新设置选修课且可为学生接受的核医学课程教学内容与教学方

式，促进核医学分子影像技术在多学科创新合作和转化医学及精准医学的应用。加强核医学系各临

床学院的沟通、交流与协作，促进各临床教研室教学的发展。调动核医学学系力量，努力创造条件

促进青年教师参与国内外学术交流与培训，提高青年教师临床技能与教学水平。 

各临床学院努力建设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核医学专业基地，充分发挥核医学专业学科特点以及

各个临床学院的优势，进一步完善核医学专业基地规范化管理。完善住院医师轮转培训教学计划和

实施过程，通过微信平台开发新的教学模式，加强住院医师核医学诊断及临床思维能力的训练。修

订北京市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考核手册核医学专业部分的内容。积极参加国家级、市级和院级住院

医师指导教师培训，巩固基地教学资质力量，提高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水平。各临床学院在 2017

住院医师规范和培训基地动态评估中取得优异成绩。 

发挥核医学系的主导作用，积极开展国内外合作与学术交流，不断提高教学水平，取得了较大

的成绩。积极申报和实施国家级继续教育项目，鼓励各个临床学院积极参与核医学学会的教学、科

研和临床交流活动。认真完成北京市医学教育协会“北京市核医学专业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结业考

核分析”研究课题以及医学部“基于 MOOC 教学模式的核医学网络教学资源开发与建设”。组织申

报和联合申报国家或部委级教学教改课题，鼓励和督促发表教学论文。 

二、具体工作总结  

（一）主要承担的教学任务及完成情况 

1.本科教学  核医学系各临床学院承担并圆满完成了北京大学医学部的研究生、8 年制和 5（6）

年制等教学任务。学系教学改革与课程整合持续进行，充分发挥资源整合和共享作用，为各教学医

院完成教学任务提供了根本保证。严格遵守医学部和教育处教学工作规章制度，重视各个教学环节

的管理。坚持集体备课、科内试讲和教学专家督教制度，根据新的课程设置，重新制作及修订教案

和课件，确保教学质量。在教学方法上强调教与学互动，教师围绕核医学实际病例展开影像结合临

床的教学活动，激发学生透过影像结合病史分析解决问题的临床思辨能力及大影像内各分支学科交

叉融合应用能力。做好教学档案整理归档，如教学运行记录：课表、教学进度表、见习轮转安排、

授课记录、集体备课记录等；试卷：含命题小组成员名单、试卷、参考答案、学生试卷、考试双向

细目表、试卷分析、考场记录等；教学质量监控档案：学生、同行、专家评教记录、评价结果分析、

反馈与质量改进纪录等，在 2017 年教育部本科教学评估中获得好评。 

2.住院医师培训课程  2017 年各临床学院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基地加强规培的过程管理和指导

教师工作的规范化。入科教育、轮转安排、出科考核、年度考核等每项都严格管理。坚持每天审片

和读片，不定期进行疑难病例讨论及病例回顾性讨论，旨在提高规培学员临床诊断技能。每周安排

住院医师培训课程和科内小讲课，提高规培学员理论知识储备和技能提高。各类规培学员严格按照

培训细则要求的时间和科室轮转，完成各个轮转阶段所要求的任务量，认真填写《培训登记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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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培训考核手册》。指导教师将规培工作自觉融入日常临床工作之中，认真指导诊断报告书写，严

格审片和读片，及时指出学员不足之处；定期核查和反馈学员《培训登记手册》和《培训考核手册》

填写情况。严格各个阶段出科考核，考核结束及时反馈考核情况并进行点评。加强规培学员人事管

理，严格执行考勤制度，切实落实规培学员的薪酬。积极参加全国、北京市和个临床学院教育处组

织的指导教师培训班，不断提高指导教师带教能力和考核评价能力。圆满完成北京市住院医师规范

化培训一阶段、二阶段和转博出题与考核工作，今年在各临床学院核医学专业基地规培住院医师和

临床型硕士研究生全部通过北京市一阶段技能考核，成绩优良。在 2017 住院医师规范和培训基地动

态评估中，核医学系各规培基地整体成绩名列前茅，显示出核医学系强大的教学的实力。 

3.教材建设  核医学系一直致力于教材建设，积极主编和参编各类教材和专著。核医学系主任、

北大医院核医学科主任王荣福教授当选人民卫生出版社的全国高等学校五年制本科临床医学专业第

九轮规划教材《核医学》第一主编，北京大学第一医院核医学科青年教师张建华副主任医师入选编

委；王荣福教授担任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的全国高等学校五年制本科临床医学专业规划教材《核医

学》（第 4 版）主编、范岩副主任医师为副主编；王荣福教授担任主编、北京大学人民医院核医学科

主任王茜主任医师担任副主编的人民卫生出版社的国家卫生计生委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精选习题丛

书《核医学分册》；王荣福担任郑州大学出版社“十三五”规划教材《核医学》英文教材主编。核医

学系各临床学院多名教师参编，充分显示出核医学系教师团队的实力。目前以上教材和习题正在紧

张编写中。2017 年王荣福教授任副主编的全国高等学校八年制及七年制临床医学专业配套教材《核

医学学习指导及习题集》由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王荣福担任副主编的人民卫生出版社国家医学教

育题库（五年制临床医学专业版）由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北京大学附属第五临床医学院北京医院

核医学科主任姚稚明主任医师主编的《PET/CT 疑难病例精解（第 2 版）》由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 

（二）学科建设及科研活动  

1. 核医学系密切关注核医学学科新技术和新应用发展前沿，不断深化学科建设，紧跟北京大学

“创一流学科建设”和“北大医学”奋斗目标，积极参与北京大学医学部分子影像学科规划建设。

各临床学院重视学科人才储备，根据各自学科优势开展基础与临床科研，2017 年获得科研项目、发

表论著、获得专利等都有了新的提高。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引进国家青年“千人计划”杨兴博士，他

的研究方向为肿瘤特异性受体 CA9（carbonic anhydrase IX）和 PSMA（Prostate-specific membrane 

antigen）在医学成像与放射性靶向治疗中的应用，将围绕这两类全新的小分子靶向技术展开针对透

明肾细胞癌、乏氧肿瘤和前列腺癌的医学相关研究与临床转化。北大医院肾脏内科和泌尿外科是优

势科室，在全国名列前茅，核医学科学科建设也有了相当的积累，杨兴博士的研究领域正是符合医

院这 3 个学科的发展方向。相信杨兴博士加入，一定能让北大医院在学科建设、转化医学及精准医

疗等方面有一个新的发展。 

2.2017 年 7 月 14~16 日，第七届燕京肿瘤临床与 PET/CT 应用会议（燕京肿瘤会）在吉林国文

医院隆重召开，本次会议由北京大学肿瘤医院、中国医师协会核医学分会等国内知名单位主办，中

华医学会核医学分会、中国医药装备协会核医学装备与技术专委员会协办，吉林国文医院承办。燕

京肿瘤会作为重要的全国核医学品牌会议，自 2011 年首届会议在北京召开以来，迄今为止已经连续

举办七届，会议以核医学解决临床实际问题为核心，以临床专家解读核医学 PET 显像技术的专家报

告为形式，有效提高临床医师及普通大众对核医学分子影像学的认识。来自全国及北京大学肿瘤医

院专家分别从不同角度详细论述了 PET/CT 在胸部肿瘤、食道和胃肠肿瘤、淋巴肿瘤、骨与软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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瘤、肝胆胰肿瘤、肾脏与黑色素肿瘤、泌尿肿瘤等肿瘤病种中的临床应用价值。与本次会议同期召

开的卫星会议还有由北京医学会核医学分会科普委员会主办的“首届核医学诊疗技术科普大赛”、由

中华医学会核医学分会固体靶工作委员会召开的“2017 第一次全体会议”。15 晚，燕京肿瘤会议的

特色项目、北京大学医学部核医学系读片会《PET/CT 疑难病例讨论和青年医师学术沙龙》吸引了

众多参会者的热情参与。趣味学术沙龙在一种轻松愉快的气氛中，探讨一些临床上见到的疑难病例。

在沙龙上，既有老专家的循循善诱、细致讲解；也有青年医师直抒己见、严谨分析。新老专家间就

某一观点相互争论，不时擦出火花，让青年医师体会到了老专家的渊博的学识和多年的经验积累，

也让老专家看到了青年人身上那种勇于探索、朝气蓬勃的精神。 

3.随着医学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对疾病的个体化精准诊断与精准治疗成为医学领域未来的发

展方向，而分子功能影像是实现精准诊断和精准治疗的重要手段。为了深入探讨分子功能影像领域

的关键科学问题，促进研究成果向临床应用转化，2017 年 9 月 29 日，在北京市自然科学基金对外

合作交流活动基金项目的资助下，北京大学第一医院核医学科主办的“第五届国际分子影像高峰论

坛—肿瘤靶向诊断与靶向治疗分论坛”在北京市德胜饭店举行。来自市自然科学基金委、美国约翰.

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北京协和医院、北京肿瘤医院、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北

京大学化学学院、北京师范大学、中日友好医院、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等单位的 30 余位领导和相关专

家学者出席了本次会议。会议期间，分子功能影像领域的专家 - 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的

Yun Zhou 教授、Xing Yang 教授、北京大学第一医院的王荣福教授、北京协和医院的朱朝晖教授、

北京肿瘤医院的杨志教授和北京永新医疗设备有限公司的王海鹏高级工程师围绕“核医学的现状和

面临的挑战”、“肿瘤诊断与治疗一体化技术”、“新型分子探针的研发与临床转化”、“分子功能影像

的定量化”以及“新型分子功能成像设备的研发”等主题做了精彩报告并进行了充分交流讨论。与

会专家认为，随着医学、生物学、化学、信息学、计算机科学等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对疾病的诊

断和治疗进入了“精准医疗”时代。分子功能成像在细胞和分子水平上对活体内疾病的受体密度与

功能的变化、基因的异常表达、细胞信息转导的异常改变及生理生化变化等进行成像，对患者做出

个体化的诊断并指导临床进行个体化治疗，从而成为“精准医疗”的有力工具。目前我国对恶性肿

瘤早期检出率及治疗效果仍不理想，如何提升分子功能影像技术水平和如何加快分子功能影像领域

的研究成果在恶性肿瘤精准诊疗中的临床转化应用是目前亟待解决的问题。专家建议，肿瘤分子功

能影像领域应重点关注以下几方面科学前沿或者关键技术研究：(1)对靶分子具有高特异性、高亲和

力的新型分子探针以及多靶点、多功能分子探针的研发与临床转化；（2）高分辨率以及多模态的分

子功能影像设备的开发与应用研究；（3）诊疗一体化技术；（4）分子功能影像的定量化研究；（5）

分子功能影像新技术的临床转化研究。 

4.2017 年 10 月 23 日下午由北京医院核医学科主办的 2017 年京医论坛——多学科优化肺癌

PET/CT 诊断于在北京医院举办。本次论坛围绕肺癌多学科联合诊治这个主题，旨在提高 PET/CT 对

肺癌的诊断水平。来自北京市 80 余位医师参加了研讨会。北京医院核医学科主任姚稚明教授致开幕

词，北京医院院长王建业教授致辞并介绍北京医院核医学科及医院肺癌诊治 MDT 所取得的成绩，

北京协和医院李方教授代表北京核医学分会致辞并祝贺。在核医学科刘甫庚副主任主持下，北京协

和医院核医学科主任李方教授带来了题为“精益求精，提高 PET/CT 诊断水平”的精彩报告；北京

医院核医学科主任姚稚明教授紧扣主题，报告了“PET/CT 新技术在肺癌诊断中的应用”；北京医院

放射科副主任陈起航教授给大家介绍了“肺结节的影像学评价”；北京医院肿瘤科主任李琳教授则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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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角度出发，紧密结合当下热点，讲授“肺癌精准医疗”的相关知识。最后，北京医院核医学科

的年轻大夫李文婵博士和陈聪霞博士分享了精彩的 PET/CT 疑难病例。论坛虽然只有短暂的一下午，

浓厚的学习氛围却一直持续。参会者们普遍反映专家讲座高屋建瓴，病例展示分析透彻，获益匪浅。

希望今后能继续举办类似论坛，提高核医学诊治水平。十余位北京核医学会委员出席会议，北京核

医学会主任委员王铁教授做了会议总结。 

5.核医学系各临床学院充分利用国际交流平台，促进人才培养与学术交流。积极组织参加美国

核医学年会、欧洲核医学年会、中日韩核医学年及全国核医学年会等国内外学术交流活动，尤其是

鼓励青年医师走向国际舞台展示自己的科研成果。学系积极创造条件促进青年教师做好基础和临床

科研，使医教研相长。北京大学第一医院核医学科康磊医师获得 2017 年北京市“科技新星”称号，

同时公派赴美国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分校做访问学者；北大医院核医学科王荣福教授、张建华医师

应邀参加 2017 年美国核医学年会；肿瘤医院硕士研究生宋金龄参加奥地利维也纳举行的 2017 欧洲

核医学年会。 

6. 北京大学第一临床学院-美国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分子影像中心作为国际交流平台，近年来

不断输送核医学学系青年学者和国内优秀骨干青年赴美进修学习，目前北大医院刘敏博士研究生在

美国学习；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核医学科赵倩副主任医师、北京肿瘤医院于江媛和北京医院陈雯等

学成回国工作；北京大学人民医院李河北副主任医师正在办理赴美进修手续。北京大学第一临床学

院-美国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分子影像中心国际交流平台为国内核医学学科人才培养做了大量富有

成效工作。 

（三）教学及学术交流情况  

1.2017 年新一轮教学改革，核医学系统课课时缩减或变更为专业选修课，但核医学系各临床学

院的教师毫不懈怠，一如既往认真备课，精心讲授，在保证临床和科研任务完成的同时，在教学方

面投入了大量的精力，圆满完成了本科教学的授课任务。同时积极投入教学改革，探索课程融合教

学。 

2.加强青年教师的培养，安排年轻教师承担部分教学任务，尤其是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课，尽

量让青年教师参与到临床带教工作中，并严格执行授课准入的科内试讲制度和教学专家督教制度。

核医学学系鼓励青年教师参与各类讲课比赛，促进青年医师教学能力的不断提高。2017 年 9 月 10

日，在第三十三个教师节之际，中华医学会核医学分会第二届全国教师授课比赛决赛在天府之国四

川成都隆重举行，从全国各个地区初赛到中国核医学网络学院复赛选拔，经过长达 7 个月的激烈角

逐，最终，来自北京、上海、四川、湖南、湖北、山东、山西、陕西、吉林、云南等十几个地区共

22 名选手从 147 名复赛选手中脱颖而出进入决赛。本次大赛共设特等奖一名、一等奖两名、二等奖

五名、三等奖十四名。北京大学第一医院的廖栩鹤医师“电离辐射与辐射防护”授课，从难点切入，

概念准确、表述简洁，其表现从容自若、张弛有度、落落大方，令人印象深刻，受到专家老师的高

度评价，不负众望摘得决赛第一名桂冠（特等奖）；世纪坛医院文哲医师获得二等奖，向全国核医学

同仁充分展示了北京大学医学部核医学系的青年教师风采和教学团队实力，显示了北京大学医学部

这所百年厚重悠久历史医学院校的优良传统和严谨作风，增强了身为北医教师的自豪感、使命感和

荣誉感。另外，廖栩鹤医师还获得北京大学第一医院青年教师授课比赛二等奖（排名第一）。 

3.2014 年以来，核医学专业基地成立，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是各临床学院教学的一个重要组成

部分，核医学系各临床学院严格按照住培细则与基地管理规范下大力气改善和提高住培工作的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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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医院：重新制定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课程，使课程更加精练和实用，让规培学员获得全面

系统的核医学诊疗知识的学习。主讲教师不断更新病例图像和诊疗进展，使规培学员获得新的知识

与视野；每月 1 次病例回顾性讨论，由 1 名指导教师从影像诊断库里选取某一类疾病，尤其是疑难

病例和对鉴别诊断有意义的典型病例图像，进行充分讨论和交流，使规培教师和学员都得到临床诊

断技能的提高，获得大家的欢迎和认可；不定期开展与呼吸、化疗、放疗、胸外、影像医学与核医

学的多学科诊疗教学活动，每次一个专题，多学科一起针对一类疾病从病理、影像特点、治疗方案

等深入研讨交流，加深对疾病的认识，也宣传和推广了核医学分子影像的应用领域，同时有利于规

培学员临床综合素质的培养与提高。 

人民医院：牵头主持通过微信平台对住院医师进行核医学基本知识与技能培训。本学系所属的

北大医院、人民医院、北医三院、北京医院及北京肿瘤医院均提供了非常具有教学意义的典型病例，

同时北京市内的多家核医学专业教学基地也积极参与其中。通过每周定期发布教学病例，实现了教

学资源共享。此平台在国内同行业中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北医三院：科内进一步完善了住院医师基地轮转管理和培训、考核制度，安排了专门的入科培

训、各系统理论授课及读片串讲，由具备带教资格的医师授课，系统全面的教授核医学专业理论知

识。为轮转医师分配病例追踪任务，随访自己书写的报告，使其对于核医学显像理解更为深入。为

了提高影像专业住院医师及研究生一阶段考试、转博考试通过率，目前常规对其进行考前辅导，效

果良好。为了更好评估教学效果，目前常规以调查问卷的形式反馈基地医师对于轮转学习的意见和

建议。学生工作和考核中出现的问题，均在核医学科轮转医师微信群中及时交流反馈，取得了很好

的效果。 

北京医院、北京大学肿瘤医院：积极参与和开展区县级继教讲课以及院内三基培训课，北京大

学肿瘤医院还开展核医学科夏令营师生交流会，提高住院医师的理论知识广度与深度，加强住院医

师临床技能的不断提高。在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基地的动态评估中获得评估专家的好评。 

深圳医院：着重在临床工作中及时提问、讨论和小结，鼓励学生提问，注重教学互动，培养学

生影像结合临床、不同影像检查优势互补的综合能力。要求教师更新小讲课内容，注重讲授有现实

意义的学科知识与进展，除了讲授专业知识与技能之外，还强调培养学生的医学人文素养。 

4．学系重视继续医学教育工作，鼓励医师积极参加医院和科室的继续教育课程讲课，支持医师

参加各类继续医学教育学术会议和培训，使科室医技人员的业务水平得到进一步提高。同时积极申

报国家级继续医学教育项目，将核医学新技术和新应用推广开来。 

（1）2017 年 5 月 12 日~15 日，由北京大学肿瘤医院、安迪科医药集团主办。中国医药质量管

理协会医学影像质量研究委员会、中华医学会核医学分会固体靶工作委员会、北京市科学技术委员

会协办。北京大学肿瘤医院承办的国家级继续教育项目，首届“新型核医学分子探针质量控制及临

床转化研究”学习班在北京顺利召开。来自全国各地 30 余家医院的放射性药物制备人员参加了本次

会议。本次学习班从（1）放射性药物发展最新动态；（2）放射性药物申报备案策略；（3）放射性药

物（11C-胆碱，11C-乙酸盐， 99mTc-美罗华，68Ga-奥曲肽）质量控制等三个方面进行详解。所有

学员均在北京肿瘤医院、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的核医学科药物生产车间，进行实地操作，进一步

加深了他们对核医学科药物生产的了解。 

（2）2017 年 9 月 2 日，在北京医学会核医学分会及中国影像技术研究会核医学分会协助下，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主持的国家级继续教育项目《PET/CT 用于 FUO 诊断研讨会》及首都医科大学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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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北京友谊医院主持的北京市继续教育项目《SPECT/CT 显像质量控制、临床应用及相关进展学习

班》在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科研楼伍连德讲堂联合举办。会议迎来了来自北京及全国各地的一百二十

余名核医学和临床专家。中华医学会核医学分会现任主任委员李亚明教授、中国医师协会核医学分

会主任委员、北京医学会核医学分会主任委员王铁教授、中华医学会核医学分会秘书长王辉教授及

北京大学医学部核医学系主任王荣福教授分别到场致辞。在《PET/CT 用于 FUO 诊断研讨会》中，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风湿免疫科苏茵教授、感染科高燕教授和呼吸与重症医学科高占成教授及核医学

科王茜教授从各自专业角度分别对不明原因发热的临床诊疗现和相关研究热点进行了精彩授课，其

间与会者与授课专家展开了热烈的讨论，拓宽了核医学医师将 PET/CT 用于肿瘤以外疾病诊断的思

路。中午进行了精彩的病例竞答环节，接着汇报了住院医师规培微信公众平台工作情况，并对平台

病例提供和病例竞答参与举行颁奖仪式。在《SPECT/CT 显像质量控制、临床应用及相关进展学习

班》上北京同仁医院李眉教授、北京积水潭医院杨芳教授、北京大学第一医院付占立教授及北京大

学第三医院张卫方教授就各自医院特色对 SPECT/CT 临床应用及相关进展介绍了宝贵经验，随后

GE 公司向大家介绍了 Q-clear Ultra-TOF 技术研究进展情况，令在座的听者受益匪浅。本次学术活

动以临床应用为主题，充分体现了核医学与临床研究相结合的理念，参会者感觉“收获满满”。 

（3）2017 年 9 月 23 日~27 日，由北京大学第一医院核医学科主办，宁波市第二医院核医学科

承办的核医学分子功能靶向诊断与治疗临床转化应用学术研讨会、第五届北京大学第一临床医学院

--美国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国际分子影像论坛”暨国家继续医学教育学习班在宁波盛大召开。来自

北京大学医学部、美国霍普金斯医学院、协和医科大学、清华大学、浙江大学、宁波市第二医院等

院校的近百名嘉宾学者出席了会议。本届论坛以“分子功能靶向诊断与治疗的临床转化应用”为主

旨，共同探讨了分子靶向诊断治疗领域的一些热点话题，对接学术发展前沿，引领核医学临床及科

研的进一步发展。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精心准备的课程在开幕式结束后紧锣密鼓的开始，王荣福教

授做了“核医学现状与挑战”为题的报告，分析了当前我国核医学学科发展的现状及未来的发展方

向和挑战；何作祥教授做了题为“心血管核医学临床应用及进展”的主旨报告，霍普金斯大学周云

教授做了题为“PET 动态定量分析的理论实践”的报告；来自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张卫方教授、北京

大学肿瘤医院王雪鹃教授、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周新建教授、浙江大学楼岑教授、浙江省肿瘤

医院李林法教授、浙江省人民医院程爱萍教授、四川省肿瘤医院程祝忠教授、福建医科大学协和医

院季仲友教授、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赵新明等教授也分别做了精彩的大会报告；来自北京大学第

一医院核医学科新引进的国家“千人计划”杨兴研究员的“前列腺特异性膜受体 PSMA 靶向试剂”

的报告受到了一致好评。与会人士就实际工作中遇到的困惑和经验教训进行了热烈而深入的发言和

讨论，并畅谈了对核医学新技术新方法的临床转化工作的想法，会议取得了圆满成功。本届论坛促

进了国内外核医学分子靶向诊断与治疗界的深入交流，加强了科研工作与临床转化的对接，推动了

核医学分子功能靶向诊断与治疗的临床转化实践的深化。 

5. 作为北京市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核医学专业委员会主任单位，北京大学第一医院紧密结合住

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的实际，积极申报住培研究课题。2016.10 ~12，申报并获批北京市卫生计生委科

教处的“北京市核医学专业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结业考核分析”研究项目，现已圆满完成并撰写了

2 篇论文，其中 1 篇已收并即将发表在《中华医学继续教育》杂志，1 篇已投稿。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核医学科闫平等在《中华医学继续教育》杂志发表论文 1 篇[闫平，王荣福，张春丽，范岩，付占立，

张旭初，张建华. 八年制临床医学专业核医学课程考试成绩和试卷分析的评价与思考. 中华医学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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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志，2017, 37(1):1-3.]；北京大学人民医院核医学科李河北等在《中华医学继续教育》杂志发表论

文 1 篇[李河北，王茜，岳明纲.核医学科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的难点与对策探讨.中华医学教育杂志 

2017，37(4): 615-619]。2017 年 5 月申报北京大学医学部的“核医学专业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评价

体系建设”课题，该课题即以“胜任力导向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为目标，研究核医学专业住院医

师规范化培训评价的方式和方法，设计适应核医学专业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系列考核评估量表，以

期建设较完整、规范的核医学专业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评价体系；同时在完成积极完成北京大学医

学部教学课题还申报了北京市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质量提高项目。这对核医学专业住院医师规范化

培训过程的优化以及提高核医学专业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水平和住院医师的培训质量都具有重要的

意义。 

6. 经过核医学系各临床学院共同努力，核医学专业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成绩显著，2017 年核医

学系圆满完成北京市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一阶段、二阶段和医学部研究生转博考核工作，圆满完成

北京市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核医学专业基地动态评估工作。北京大学第一医院核医学科主任王荣福

教授获得北京市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优秀指导教师称号、核医学科获得北京大学第一医院住培结业

考核优秀奖、范岩副主任医师和邸丽娟主治医师获得院级优秀教师；北京大学肿瘤医院核医学科主

任杨志教授获得获得 2017 年度优秀教师奖。 

（四）存在问题及建议 

1.进一步探索在本科教学改革课时不断减少的情况下，核医学选修课的教学内容与形式，促进

核医学学科发展及多学科交叉融合，发挥核医学分子影像技术在转化医学和精准医学中的作用。 

2.进一步加强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指导教师带教能力的评估与促进工作，做好学员评教，听取

学员对规培的意见与建议，使规培水平不断提升。进一步加强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的管理水平。 

3.进一步加强核医学系各临床学院间的沟通协作与合作交流，发挥各自优势，使学系工作更上

一层楼，促进核医学系各临床学院的学科平衡发展。 

三、下年度工作计划 

1.在医学部的领导下完成核医学系换届工作。 

2.积极参与医学部的教学改革，分析、探讨与改进核医学选修课且教学内容与方法，以期加强

学生核医学诊断及临床思维能力的训练。 

3.进一步完善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核医学专业基地规范化管理，巩固基地教学资质力量，提高

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水平。认真完善住院医师专科培训的教学计划和实施过程。 

4.加强核医学系各临床学院的沟通、交流与协作，促进各临床教研室教学的发展。调动核医学

学系力量，努力创造条件促进青年教师参与国内外学术交流与培训，提高青年教师临床技能与教学

水平。 

5.发挥核医学系的主导作用，积极申报和实施国家级继续教育项目，鼓励各个临床学院积极参

与核医学学会的教学、科研和临床交流活动。 

6.认真完成北京大学医学部的“核医学专业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评价体系建设”课题。组织申

报和联合申报国家或部委级教学教改课题，鼓励和督促发表教学论文。 

 

                                     北京大学医学部核医学系 

                                           2017-1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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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图 1  北大医院第五届国际分子影像高峰论坛—肿瘤靶向诊断与靶向治疗分论坛专家合影 

 

图 2 北大医院核医学分子功能靶向诊断与治疗临床转化应用学术研讨会 

暨国家继续医学教育学习班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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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北京大学肿瘤医院第七届燕京肿瘤临床与 PET/CT 应用会议合影 

 

图 4 北京大学核医学系 PET/CT 疑难病例讨论和青年医师学术沙龙合影 

 

图 5 北京医院多学科优化肺癌 PET/CT 诊断研讨会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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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染病学学系 2017 年度工作报告 

2017 年工作总结 

北京大学医学部传染病学系在医学部、学系主任及各教学医院教办领导下,通过各教学医院全体

教师的共同努力，2017 年在医、教、研三方面均收获颇丰,圆满地完成了本度的教学工作，现把传染

病学系年度教学工作汇报如下。 

临床教学工作方面：学系各临床教学医院单位完成了本年度北京大学医学部八年制及专升本学

生传染病学的理论及实习教学工作。学系每一季度召开一次会议，讨论、解决教学中出现的问题；

全年度学系共集体备课 2 次，规范授课内容及重点，不断提高教学质量。传染病见习坚持高年医师

专职负责制度，着重培养学生临床实际能力，要求同学参加教学及临床医疗查房，使学生了解传染

病的诊断和治疗原则。学系各单位承担住院医师轮转培训，按大内科培训要求，严格要求轮转医生

独立管床、值班、书写病历，每周参加科查房 1 次，每月召开住院医团教 2 次，轮转结束时需通过

出科考试。通过轮转培训，使住院医师能基本掌握常见传染病的诊断及治疗原则。北京大学第一医

院 2017 年完成了北京大学医学部八年制学生（其中北大医院学生 48 名，共 54 学时；北京医院 46

名， 共 27 学时）及专升本学生（200 余名）传染病学理论授课任务；完成了北大医院（共 108 学

时）及北京医院八年制学生（共 54 学时）传染病见习带教任务；完成了 66 名住院医师的传染病科

室轮转培训工作。中国人民解放军 302 医院 2017 年内累计接收北京大学医学部实习生 161 名，带教

本科生 606 名；招收进修生 108 名；组织本院军人医师规范化培训轮转 10 人；组织国家继续医学教

育项目 12 项，全军远程教学课程授课 6 项。 

教学改革及教师队伍建设方面：强化师资队伍规范化建设，教学队伍结构合理，各教学单位由

教学主任挂帅，高年医师为主体，兼顾年轻教师的培养，通过课前试讲、集体备课及讲课比赛等方

式，提高青年教师的讲课水平。如中国人民解放军 302 医院组织首届教师教育能力培训班暨年度教

学工作会议，累计培训学员 217 名。坚持教学记效制度，对教师的教学工作进行量化考核，使教学

工作量与教师各人的收入和职称评定相挂钩，激发教师的教学责任感和积极性。学系多位老师荣获

学校及医院优秀教师奖，如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徐小元、王贵强教授获北京大学医学部“指导优秀博

士毕业学位论文”奖；陈美芳老师、饶慧瑛老师获得北京大学人民医院优秀教师称号；中国人民解

放军 302 医院赵敏、牟劲松、张昕教师获得北医教学优秀奖，曲芬、陆荫英、牟劲松、张敏老师通

过北医教学职称评审。对在传染病教学工作表现突出者，学系授予赵树馨教授奖学金以示表扬和鼓

励，今年获此殊荣的大夫如下：北京大学第一医院曾争大夫、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刘雅芬大夫、北京

地坛医院杨松、肖江大夫，以及中国人民解放军 302 医院闫涛、余灵祥大夫。 

研究生培养工作方面：按照医学部有关加强研究生论文质量管理的要求，加强各教学医院的研

究生培养工作，严格执行研究生开题报告制度，成立研究生班，定期举行研究生课题汇报会，提高

研究生英文的听说读写水平；安排科研型研究生跟老专家出诊，增加科研型研究生对临床医疗工作

的了解。2017 年各医院研究生招生情况如下：（1）北大医院感染疾病科在读研究生 25 名，其中 2017

年新招博士研究生 5 人，硕士研究生毕业 5 人；（2）人民医院肝病研究所 2017 年招收硕士 4 名，其

中学术型硕士 2 名、专业学位硕士 2 名；(3)地坛医院 2017 年北医在读统招研究生 22 人、首医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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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北中医 9 人；（4）中国人民解放军 302 医院 2017 招收博士生 2 名、硕士生 4 名；毕业 2 名博士

生、4 名硕士生。2018 年 1 月份，学系举行了研究生论坛，15 名参赛选手经过激烈的竞赛，最后胜

出者如下：北京大学第一医院景晨迪同学获一等奖；中国人民解放军 302 医院赵爽、北京地坛医院

叶小慧同学获二等奖；中国人民解放军 302 医院邵金曼、孙子建同学及北京地坛医院汪笛同学获三

等奖。 

科研工作方面：各教学医院 2017 年度科研工作硕果累累，获各类资助项目及课题 126 项，发

表文章 604 篇，具体情况如下：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感染疾病科：2017 年度发表论著 24 篇（表 1），新获课题及基金资助 9 项（表

2）；主办全国性学术会议 7 个，会议交流 52 人次。获专利授权 2 项，申请专利 4 项。王贵强教授荣

获中华医学会感染病分会主任委员职位，徐小元教授被选为中华医学会肝病分会候任主任委员；徐

小元、王贵强教授获北京大学医学部“指导优秀博士毕业学位论文”奖，曾争老师获北京大学传染

病学系赵树馨教授奖励金。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肝病研究所：2017 年度肝病研究所新承担国家省部级课题 9 项，课题经费总

额 676.27 万元（表 3）。获奖情况：2017 年度共有 13 人次获得各级各类奖励（表 4），此外，陈美芳

老师、饶慧瑛老师获得北京大学人民医院优秀教师称号；刘雅芬老师获北京大学传染病学系赵树馨

教授奖励金。2017 年度共发表 SCI 论文 16 篇，核心源期刊 12 篇，总影响因子 42.938，其中 JCR

分区 Q1 区 3 篇，Q2 区 4 篇，Q3 区 7 篇，Q4 区 2 篇（表 5）。 

中国人民解放军 302 医院：全年获批各级各类课题 49 项，到账经费 1.3 亿元，其中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项目 8 项（含创新研究群体 1 项），牵头承担国家传染病重大专项、重点研发计划、重大新药

创制 5 项，参与传染病重大专项及重点研发计划 22 项；获批国防科技创新特区项目 2 项、军队青年

培育项目 2 项、生物安全专项任务 4 项、市科委“十病十药”项目 3 项。完成国家科技重大专项、

军特药“十二五”课题、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北京市及军队各类课题的开题、中期检查与结题验收

103 项次，其中 1 项课题入选北京市首都特色论坛优秀课题。全年累计发表 SCI 论文 110 篇，发表

核心期刊论文 224 篇，授权专利 12 项，出版专著 22 本。申报军队科技进步一等奖 1 项，二等奖 1

项，三等奖 2 项。3 名教师获得北医教学优秀奖（赵敏、牟劲松、张昕），4 人通过北医教学职称评

审（曲芬、陆荫英、牟劲松、张敏）。 

北京地坛医院：2017 年在研项目 136 项，在研经费 4868.16 万元，其中 2017 年立项 55 项，获

批经费 1562 万元。核心期刊发表论文 213 篇，SCI82 篇，专著 6 部：其中 3 个主编，3 个副主编。

获奖情况：王宪波主任团队的“解毒凉血健脾法提高慢加急性肝衰竭疗效的创新技术建立及推广应

用”成果获得北京医学科技奖三等奖。2017 年度获批专利 4 项，其中发明专利 2 项，实用新型专利

2 项。  

北医三院感染科：发表论文 2 篇。获北京市科委亚课题 2 项、海淀区预防医学会课题 2 项，临

床试剂试验 1 项。 

北京世纪坛医院感染科：发表核心和统计源论文 3 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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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工作计划 

1. 积极响应医学部加强研究生培养的要求，狠抓研究生培养质量，严格执行研究生开题报告

制度，以保证和提高研究生论文质量；每月举行一次研究生英文课题汇报或文献学习会，促进和提

升研究生的英文听说能力。 

2. 2017 年，在学系主任领导下启动了传染病学 第四版（全国高等医学院五年制教材 北京大

学医学教材）的编写工作，目前已基本完成全书的编写工作，进入一审阶段，争取 2018 年初完成定

稿，上半年印刷，新教材预计在今年秋季投入教学使用。 

3. 每季度召开学系会议 1 次，讨论和解决教学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促进各教学医院的相互了

解,进一步提高学系的教学总体水平。 

4. 加强教师队伍建设，重视对年轻医师的培养，拟举行集体备课 2 次，并年终拟举办传染病

学系“青年教师讲课比赛”，进一步提高青年教师的授课水平及带教能力。 

5.年终拟进行赵树馨教授奖学金评比及颁奖，以鼓励和表扬在传染病教学工作中表现突出的教

师。 

 

                                     北京大学医学部传染病学系 

2018 年 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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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表 1. 2017 年度北京大学第一医院感染疾病科发表论文情况 

序号 题目 杂志名 作者 

1 1 例黑热病患者的护理. 饮食保健. 

2017;4(13). 

郭梦冉 

2 Amelioration of Ethanol-Induced Hepatitis by Magnesium 

Isoglycyrrhizinate through Inhibition of Neutrophil 

Infiltration and Oxidative Damage. 

Mediators of inflammation.2017;doi: 

10.1155/2017/3526903 

王艳，张真

真. 

3 Angiopoietin-like protein as a novel marker for liver fibrosis 

in chronic hepatitis B patients with normal to minimally 

raised ALT . 

Infectious Diseases .2017; 17:650 DOI 

10.1186/s12879-017-2728-7. 

邓永琼，赵

鸿，王贵强. 

4 Baseline Quantitative Hepatitis B Core Antibody Predicts 

Treatment Response in Chronic Hepatitis B Patients 

Receiving Long-term Entecavir. 

Journal of viral hepatitis.2017；24：

148-154. 

徐京杭，宋

浏伟，于岩

岩等. 

5 Changes in renal function indices in cirrhotic chronic hepatitis 

C patients treated with sofosbuvir-containing regimens 

.Oncotarget.2017;DOI:10.18632/oncotar

get.18701 . 

陈建宏，徐

小元，张霞

霞等. 

6 Clinical Features of Chronic Hepatitis B in Treatment-naive 

Asian Patients With Positive HBeAg and Coexisting Precore 

and/or Basal Core Promoter Mutations. 

J Clin Gastroenterol.2017；

51(3):261-267. 

 

7 Comparative study of dendritic cells matured by using IL-1β, 

IL-6, TNF-α and prostaglandins E2 for different time span. 

Exp Ther Med.2017 

Aug;14(2):1389-1394. 

吴学杰，王

贵强. 

8 Dynamics of Genotypic Mutations of the Hepatitis B Virus 

Associated with Long-Term Entecavir Treatment Determined 

with Ultra-deep Pyrosequencing: A Retrospective 

Observational Study. 

Medicine.2017;95(4):e2614. 张霞霞，徐

小元，李敏

然等. 

9 Efficacy and safety of combined directly acting antivirals 

for treatment of Chinese chronic hepatitis c patients in a 

real-world setting. 

World Journal of 

Gastroenterologh.2017;23(22):4072-407

9. 

陈建宏，徐

小元，曾争

等. 

10 Entecavir maleate versus entecavir in Chinese chronic 

hepatitis B predominantly genotype B or C: Results at week 

144 . 

Journal of viral hepatitis.2017 

Oct;24(10):877-884. 

徐京杭，王

飒，徐中南，

于岩岩等. 

11 Pre-Existing HCV Variants Resistant to DAAs 

and Their Sensitivity to PegIFN/RBV in 

Chinese HCV Genotype 1b Patients. 

Plos One.2016;11(11):e0165658 张玉,徐小

元,曹颖等. 

12 Serum hepatitis B core antibody as a biomarker of hepatic 

inflammation in chronic hepatitis B patients with normal 

alanine aminotransferase. 

scientific reports.2017; 7(1):2747. 周继远,王

贵强. 

13 The Molecular Mechanisms of Ciprofloxacin Resistance in 

Clinical Campylobacter jejuni and Their Genotyping 

Characteristics in Beijing, China. 

FOODBORNE PATHOG DIS.2017；14

（7）386-392. 

侯凤琴 

14 白喉：认识它，防治它，或能“一剑封喉”. 中国社区医师;14（7）386-392. 徐京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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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长期应用核苷（酸）类药物治疗对慢乙肝患者肾功能的影

响. 

中国临床药理学与治疗学.2017，22

（9）：1029-1034. 

霍娜，陆海

英，王贵强

等. 

16 代谢性核受体 PPARα 在对乙酰氨基酚肝损伤的研究进展. 安徽医药.2017; 张真真，王

艳. 

17 肝硬化腹水及相关并发症的诊疗指南. 中华肝脏病杂志.2017;25(9):664-676. 徐小元，段

钟平等. 

18 甲肝、戊肝应和乙肝一样不容忽视. 中国社区医师.2017;33（18）：27，38. 施逸怡，徐

京杭。 

19 简单、准确认识酒精性脂肪肝. 中国社区医师.2016，32（36）：26. 徐京杭 

20 聚乙二醇干扰素仪一 2b(Y 型，40 kid)注射 液治疗 HBeAg

阳性慢性乙型肝炎患者的疗效和安全性分析. 

中华肝脏病杂志.2016;32（36）：26 王贵强 

21 人源空肠弯曲菌的耐药性及耐药机制. 中华传染病杂志.2016;34（11）670-674. 侯凤琴 

22 血清乙型肝炎核心抗体定量可作为转氨酶正常慢性乙型肝

炎患者肝脏炎症程度的评估指标. 

中国内科杂志.2017;56(10):771. 周继远，王

贵强. 

23 与时间赛跑，早发现、早诊断肝癌. 中国社区医师.2017，33（3）：13-14. 李妞妞，徐

京杭. 

24 这些药物可致肝损害，临床需注意. 中国社区医师.2016，32（26）：33-34. 徐京杭 

 

 

表 2. 2017 年度北京大学第一医院感染疾病科所新获得基金列表 

序号 课题名称 课题来源 负责人 
批准经费 

（万元） 
起止日期 

1 精准诊断逆转乙肝肝纤维化/肝硬化无创诊断研究 重大专项 王贵强 未定 2017.6-2020.12 

2 精准诊断和逆转乙肝肝纤维化/肝硬化的研究 科技部 

重大专项 

王贵强 2129.58 2017.1-2020.12 

3 慢乙肝疾病进展监测新型检测试剂的研究 科技部 

重大专项 

王贵强 119.46 2017.1-2020.12 

4 精准诊断和逆转乙肝肝纤维化/肝硬化的研究 科技部 

重大专项 

赵鸿 309.91 2017.1-2020.12 

5 精准诊断和逆转乙肝肝纤维化/肝硬化的研究 科技部 

重大专项 

李俊 42.95 2017.1-2020.12 

6 精准诊断和逆转乙肝肝纤维化/肝硬化的研究 科技部 

重大专项 

王艳 11.04 2017.1-2020.12 

7 提高 HBeAg 阳性慢乙肝临床治愈率新方案的研究 科技部 

重大专项 

于岩岩 97.87 2017-2020 

8 乙型肝炎肝硬化不同类型失代偿期患者抗病毒治

疗效果研究 

北京市科技计划

项目 

徐小元 15 2017.3-2021.3 

9 卡维地洛延缓乙肝肝硬化抗病毒治疗患者食管静

脉曲张进展的临床研究 

国家科技重大专

项 

徐小元  2017.1-20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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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2017 年度北京大学肝病研究所新获得基金列表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来源 负责人 起止年月 
经费总数

（万元） 

1 肝组织纤维化定量和预测平台及数

据库的建立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 魏来 2016.12-2019.09 145 

2 多元酚 HBs228 衍生物降低 HbsAg

水平及打破抗原特异性免疫耐受研

究 

国家自然基金 潘孝本 2017.01-2020.12 70 

3 DAA 时代丙型肝炎病毒感染临床筛

查程序的优化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研究与

发展基金(科研) 

孔祥沙 2017.01-2018.12 5 

4 免疫调节/抗病毒联合治疗新方案提

高慢性乙型肝炎临床治愈率及其对

远期转归影响的研究

（2017ZX10202202） 

“艾滋病和病毒性肝炎等

重大传染病防治” 十三五

国家科技重大专项-任务 

饶慧瑛 2017.10-2020.12 235.1 

5 新型乙型肝炎检测指标临床意义验

证（2017ZX10203202） 

“艾滋病和病毒性肝炎等

重大传染病防治” 十三五

国家科技重大专项-任务 

封波 2017.01- 2020.12 101.26 

6 降低乙肝肝纤维化/肝硬化并发症及

病死率的临床研究

（2017ZX10302201） 

“艾滋病和病毒性肝炎等

重大传染病防治” 十三五

国家科技重大专项-任务 

封波 2017.01-2020.12 82.91 

7 制定逆转乙肝纤维化治疗方案发现

预警预测指标（2017ZX10203202） 

“艾滋病和病毒性肝炎等

重大传染病防治” 十三五

国家科技重大专项-任务 

陈红松 2017.01-2020.12 11 

8 HAP 类化合物促进乙型肝炎病毒核

心颗粒降解并抑制 cccDNA 合成的

作用机制研究 

北京市自然科学基金面上

项目 

王江华 2017.01-2019.12 20 

9 HBV BCP 区 T1753C/C17766T 突变

抑制 HBcAg 表达且影响其应用价值 

北京市自然科学基金 杨瑞锋 2017.01-2017.12 6 

 

表 4. 2017 年度北京大学肝病研究所科研人才奖励情况 

获奖人 奖项名称 

魏来 “国之名医-卓越建树”奖 

饶慧瑛 “国之名医-青年新锐”奖 

鲁宇青 2017 年亚太肝病年会“青年研究者奖” 

王琴 2017 北京肝病学术年会、第四届京津冀肝病论坛、一带一路中心线城市肝病研讨会”获优秀论文二等

奖。 

杨明 2017 北京肝病学术年会、第四届京津冀肝病论坛、一带一路中心线城市肝病研讨会”参与了病例讨论

专场并获一等奖。 

刘峰 2017 年“中华医学会肝病学分会肝纤维化学组第六次全国肝纤维化、肝硬化学术会议”获大会优秀论文

二等奖。 

魏来 获得亚太肝病研究学会（APASL）和中国肝炎防治基金会颁发的“中国肝炎国际合作贡献奖” 

陈红松 获得亚太肝病研究学会（APASL）和中国肝炎防治基金会颁发的 “中国肝炎国际合作组织奖”。 

魏来 2017 年第十八次全国病毒性肝炎及肝病学术会议荣获大会发言论文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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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琴 2017 年第十八次全国病毒性肝炎及肝病学术会议荣获大会发言论文二等奖 

杨瑞锋 2017 年第十八次全国病毒性肝炎及肝病学术会议荣获大会发言论文三等奖 

刘佩浩 2017 年第十八次全国病毒性肝炎及肝病学术会议荣获优秀论文奖 

杨瑞锋 第九届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学术之星（科研）二等奖 

 

表 5. 2017 年度北京大学肝病研究所发表论文情况 

序号 题目 杂志名 作者 

1 The higher prevalence of truncal obesity and 

diabetes in American than Chinese patients with 

chronic hepatitis C might contribute to more rapid 

progression to advanced liver disease. 

Aliment Pharmacol Ther. 2017 

Oct;46(8):731-740. 

Rao H, Wu E, Fu S, Yang M, 

Feng B, Lin A, Fei R, 

Fontana RJ, Lok AS, Wei L. 

2 Automated evaluation of liver fibrosis in 

thioacetamide, carbon tetrachloride, and bile duct 

ligation rodent models using second-harmonic 

generation/ two-photon excited fluorescence 

microscopy. 

Lab Invest. 2017 Jan;97(1):84-92. Liu F, Chen L, Rao HY, 

Teng X, Ren YY, Lu YQ, 

Zhang W, Wu N, Liu FF, 

Wei L. 

3 Benefits of long-term therapy with nucleos(t)ide 

analogues in treatment- naïve patients with chronic 

hepatitis B. 

Curr Med Res Opin. 2017 

Mar;33(3):495-504. 

Wei L, Kao JH. 

4 Tumour-activated liver stromal cells regulate 

myeloid-derived suppressor cells accumulation in 

the liver. 

Clin Exp Immunol. 2017 

Apr;188(1):96-108. 

Zhang H, He G, Kong Y, 

Chen Y, Wang B, Sun X, Jia 

B, Xie X, Wang X, Chen D, 

Wei L, Zhang M, Zeng H, 

Chen H. 

5 Second Harmonic Generation Reveals Subtle 

Fibrosis Differences in Adult and Pediatric 

Nonalcoholic Fatty Liver Disease. 

Am J Clin Pathol. 2017 Nov 

20;148(6):502-512. 

Liu F, Zhao JM, Rao HY, Yu 

WM, Zhang W, Theise ND, 

Wee A, Wei L. 

6 Real-world treatment patterns and clinical 

outcomes of HCV treatment-naive patients in 

China: an interim analysis from the CCgenos study. 

J Gastroenterol Hepatol. 2017 

Jan;32(1):244-252. 

Rao HY, Li H, Chen H, 

Shang J, Xie Q, Gao ZL, Li 

J, Sun Y, Jiang J, Wang L, 

Zhao L, Zhang L, Yang W, 

Niu J, Gong Z, Gong G, 

Yang R, Lee MH, Wei L. 

7 Temporal Changes in the Modes of Hepatitis C 

Virus Transmission in the USA and Northern 

China. 

Dig Dis Sci. 2017 

Aug;62(8):2141-2149. 

Wu E, Yang M, Rao H, Fu S, 

Feng B, Fei R, Lin A, 

Fontana RJ, Wei L, Lok AS. 

8 Patient Education Improves Patient Knowledge and 

Acceptance on Antiviral Therapy of Hepatitis C in 

Rural China. 

Chin Med J (Engl). 2017 Nov 

20;130(22):2750-2751. 

Yang M, Rao HY, Feng B, 

Wu E, Wei L, Lok AS. 

9 Efficacy of Real-world Entecavir Therapy in 

Treatment-naïve Chronic Hepatitis B Patients. 

Chin Med J (Engl). 2017 Sep 

20;130(18):2190-2197. 

Xie YD, Ma H, Feng B, Wei 

L. 

10 PPPDE1 is a novel deubiquitinase belonging to a 

cysteine isopeptidase family. 

Biochem Biophys Res Commun. 

2017 Jun 24;488(2):291-296 

Xie X, Wang X, Jiang D, 

Wang J, Fei R, Cong X, Wei 

L, Wang Y, Chen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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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Influences on viral replication and sensitivity to 

GLS4, a HAP compound, of naturally occurring 

T109/V124 mutations in hepatitis B virus core 

protein. 

J Med Virol. 2017 

Oct;89(10):1804-1810. 

Wang J, Zhang H, Zhang Y, 

Jiang D, Li J, Goldmann S, 

Ren Q, Fei R, Wang X, Wei 

L. 

12 The transcription factor RFX5 is a transcriptional 

activator of the TPP1 gene in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Oncol Rep. 2017 

Jan;37(1):289-296. 

Zhao Y, Xie X, Liao W, 

Zhang H, Cao H, Fei R, 

Wang X, Wei L, Shao Q, 

Chen H. 

13 Serum HBV core-related antigen is a good 

predictor for spontaneous HBeAg seroconversion 

in chronic hepatitis B patients. 

J Med Virol. 2017 

Mar;89(3):463-468. 

Song G, Yang R, Rao H, 

Feng B, Ma H, Jin Q, Wei L. 

14 Hepatitis C Virus Genotype Analyses in Chronic 

Hepatitis C Patients and Individuals With 

Spontaneous Virus Clearance Using a Newly 

Developed Serotyping Assay. 

J Clin Lab Anal. 2017 Jan;31(1). Yang R, Yang X, Xiu B, Rao 

H, Fei R, Guan W, Liu Y, 

Wang Q, Feng X, Zhang H, 

Wei L. 

15 Abnormal phenotypic features of IgM+B cell 

subsets in patients with chronic hepatitis C virus 

infection. 

Exp Ther Med. 2017 

Aug;14(2):1846-1852. 

Kong F, Feng B, Zhang H, 

Rao H, Wang J, Cong X, 

Wei L. 

16 Obeticholic acid improves hepatic steatosis and 

inflammation by inhibiting NLRP3 inflammasome 

activatio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linicalAnd Experimental 

Pathology.2017; 10(8):8119-8129 

Yang ZY, WEI L 

17 国产干扰素 α 及其在慢性丙型肝炎中的应用 现代医药卫生 2017; 33(20): 

3057-3058 

封波，蒋翰佶 

18 Y型聚乙二醇干扰素琢-2b注射液治疗HCV基因

2/3 型慢性丙型肝炎患者疗效和安全性的多中心

随机对照试验研究 

实用肝脏病杂志 2017; 

20(3):284-289. 

封波，魏来等 

19 聚乙二醇干扰素 α-2b(Y 型,40kD)注射液治疗基

因 1/6 型慢性丙型肝炎患者的疗效和安全性分析 

中华肝脏病杂志, 

2017;25(3):187-194. 

封波，魏来等 

20 丙型肝炎研究领域 2016 年新进展 中华肝脏病杂志, 2017;25(3): 

175-180. 

罗碧芬，魏来 

21 慢性丙型肝炎治疗的机遇与挑战 中华肝脏病杂志, 

2017;25(3):161-163. 

罗碧芬，魏来 

22 丙型肝炎的流行率及自然史 现代医药卫生，2017；

20:3059-3063 

饶慧瑛 

23 谁是丙型病毒性肝炎的传染源 中国血液净化，2017；10:657-660 张海莹，饶慧瑛 

24 从检验指标判断乙型病毒性肝炎患者的传染性 中国血液净化，2017；10:664-666 杨甲，饶慧瑛 

25 HCV 相关肾损伤及其治疗的研究进展 临床肝胆病杂志，2017；

6:1156-1160 

卢淑媛，饶慧瑛 

26 2016 年澳大拉西亚肝病学会共识：丙型肝炎患者

应用直接抗病毒药物依从性管理 

临床肝胆病杂志，2017；

5:820-824 

饶慧瑛，魏来 

27 攻克丙型肝炎指日可待 肝脏，2017；4:293-294 刘佩浩，饶慧瑛 

28 国内外儿童与成人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诊疗指

南的比较与解析 

临床肝胆病杂志，2017；

33(12):2265-2269 

王琴，魏来 

 

http://www.baidu.com/link?url=r_qv7t1oGXYgfkcBOPVF8o5ghiRoxV2E9LGCwnSqWrEjgwQ8D86AMRL4kMwf065saX_FxR3hD0SGCUi91wue4-3LB3quNvDFZNsgtIraaJr-LX04Ho5yt2sHH70H3zdlHLSFMJEc9XRqQfWq7Owj3i35oK-08_SmOymFcZcD6dBNIym8be6zpPtrUNDQYc9CoPN8xkCtZzAUzuPMzEEoGNJ_Sky5WBqwLdfKMf9P1ygpmNtCJ7-xCz8llUA0Q_WsJrlOp-PVjfSr4L4nJh4P9zhzf3pN2gYmCo5ZSKJih4vxH4iA2KQxFXLrFsnUxWcoMKxpffpEy1VAxkjg2gZBegCo44n0xGefPILpDphMQEndN0dEs3FpfnZ__VJ7cwT5bm5jp2sn8SXbmHzSfLOjFEDMcBIWeYpOijSRgLmVA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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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产科学学系 2017 年度工作报告 

北京大学妇产科学系从 2004 年 12 月 30 号成立以来，至今已经走过 13 年的路程。妇产科学系

现由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妇产科杨慧霞教授任学系主任。2017 年在杨慧霞主任的带领下，妇产科学系

在医教研三方面取得突出的成果。现学系成员共 23 家医院。 

一、延续北大妇产学系的一贯风格，认真搞好教学工作 

教学工作一直是学系工作的重点，承担着本科生、研究生、住院医师和进修医师的教学任务。 

（一）妇产科研究生课程 

妇产科学系组织研究生课程已有 13 年的历史。2017 年在前一年的基础上，继续秉承精简、优

化课程设置，强化、突出重点内容的精神，加强了对学生临床和科研能力的培养。授课人员为妇产

学系各领域的著名专家、外聘的院士以及相关领域知名人士。本年度选课的科研型、临床型硕士、

博士研究生 20 余名，列席的还有低年主治医师、住院医师、进修医生等一百余人。 

（二）妇产科学系论坛和疑难病例查房 

2017 年妇产科学系继续组织开展每季度一次的妇产科学系论坛和疑难病例教学查房。本年度组

织了 4 次，分别是 2017.4 北大医院主办，2017.7 人民医院主办，2017.10 北医三院主办，2016.12 世

纪坛医院主办，主题均为：临床疑难病例讨论。论坛、查房邀请著名专家就本次讨论的内容进行专

题讲座，并以病例为引导，展开一系列的讨论、归纳总结，达到强化低年医生和医学生的基本临床

机能，拓展更新高年专科医生知识领域，实现共同进步、提高的目的，受到广大学系成员、住院医

师、进修医师的一致好评。同时,查房为很多疑难病例患者解决了实际问题，整体提高了学系的学科

发展水平。 

（三）妇产科临床技能培训课程开课 

2017 年新开的临床课程——妇产科临床技能培训课程，该课程融合在研究生日常临床工作中，

使研究生在临床工作中更好地做到理论联系实际，更好地掌握临床专业知识。 

二、科研工作再创新高 

（一）科研基金：北京大学妇产科学系共获科研基金 4019.75 万。（其中科技部、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教育部、卫生部、财政部等国家级项目资助共计 2748.8 万,北京市、北京大学、省部级等资助

共计 1270.95 万元。 

（二）发表论文：以妇科肿瘤、妇女保健及围产医学、生殖医学为主要发展方向，在国外杂志

发表 SCI 收录论文 123 篇，在国内核心期刊发表论文 312 篇。并多次在国际学术会议上报告。这些

都表明妇产科学系的科研水平又上了一个新的高度。 

（三）成果推广：为全国各省、自治区和直辖市培养进修医师近数百名。妇产科学系举办围产

医学、宫颈癌、盆底疾病、妇科内分泌及辅助生殖技术等妇产科专科国家级继续教育项目二十余项，

为我国妇产科事业培养了大批的人才。 

（四）各种获奖和专利：北京大学第一医院杨慧霞教授等“妊娠合并代谢综合征综合管理模式

的创建”获全国妇幼健康科学技术奖科技成果奖一等奖。孙瑜、杨慧霞教授等“胎儿疾病的筛查、

诊断及多学科合作模式的建立”获全国妇幼健康科学技术奖科技成果奖二等奖。薛晴、周应芳教授

等“子宫内膜异位症中雌激素合成通路调控机制的研究”获全国妇幼健康科学技术奖自然科学奖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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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奖。赵健、张岩教授等“阴道镜培训软件研究及其临床教学应用”获中国医药教育协会科学技术

奖教育创新奖二等奖。周应芳教授“子宫内膜异位症中雌激素合成通路调控机制的研究”获中国医

药教育协会科学技术创新二等奖。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取得“交互式虚拟分段诊刮术教学系统和教学方法”专利项目。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乔杰教授获“中国工程院院士”称号，并“配子胚胎发育研究与生育力改善

新方法的应用”获 2017 年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及与闫丽盈等“人卵泡成熟与早期胚胎发育机

制及遗传诊断的研究”获 2017 年妇幼健康科学技术奖自然科学奖一等奖。李蓉教授“体外受精和胚

胎移植技术有效性和安全性研究”获 2017 年妇幼健康科学技术奖科技成果奖二等奖。 

北京大学深圳医院吴瑞芳等“自取样 HPV 检测为人群宫颈癌筛查模式的建立与应用”获华夏医

学科技进步奖二等奖。 

（五）学术任职：北京大学妇产科学系教授分别担任中华医学会生殖医学会主任委员、妇产科

学会妇科肿瘤分会副主任委员、妇产科分会副主任委员、中华医学会围产学会主任委员、中华医学

会北京分会妇产科学会主任委员、中华医学会北京分会生殖医学分会主任委员及副主任委员、北京

市医师协会妇产科分会会长、卫生部继续教育项目妇产科专业评审委员会主任委员等职务；并有多

名教授分别担任医学会和医师协会常委、委员、青年委员，学会各学科组组长、副组长及成员，在

全国妇产科界占有重要地位。 

（六）参编杂志：北京大学妇产科学系主办国家级核心期刊《中华围产医学》，《中国妇产科临

床杂志》，《中国计划生育与妇产科学杂志》等，并承担了《国际妇产科杂志》《国际妇科杂志中国版》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Gynecological Cancer-China）、《医学参考报妇产科频道》的出版编辑工作，

为国内乃至国外的妇产科同道提供了很好的学术交流平台。对外交流方面，北京大学妇产学科学系

不断举办国际学术交流会，并积极参加大型国际会议，与国际多位知名教授建立了友好合作关系。 

三、临床医疗工作成绩斐然 

北京大学妇产科学系承担了大量医疗任务，床位数已达到 2209 张。2017 年门诊量超过 350 万

余人次，收治病人 17 万余人次，手术近 10 万人次(包括门诊和住院病人) ，为北京、全国的女性健

康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同时承担着 6 个北京市城区及远郊县的危重病人转诊，为保证急危重症

的安全诊治和减少孕产妇、围产儿的死亡率付出了辛勤的汗水。北京大学妇产科学系在国内率先开

展腹腔镜肿瘤细胞减灭、盆底功能重建、盆底整形手术、注水腹腔镜、胎儿镜、绒毛及外周血 FISH、

绒毛活检、脐血穿刺、单孔腹腔镜、卵母细胞激活技术、宫颈冷冻治疗等新型治疗项目，不仅使患

者受益，同时也多次获得国家级和省部级的奖项。 

由北京大学第一医院、人民医院、第三医院共同申请的国家临床医学中心于 2015 年正式启动，

并进行了相关的临床和科研研究，相关的平台已经建立并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相应的工作。 

四、2018 年工作计划 

2018 年首先继续既往的风格，认真做好教学工作，加强研究生的培训工作。继续进行学系每季

度一次临床病例讨论，并在年终时进行青年论文比赛。总结近年的每季度临床病例讨论的病例，并

准备在 2018 年汇编成书，分享给更多的医学同仁。在临床工作和科研工作中继续努力，将国家临床

医学中心的项目完成好。 

总之，北京大学妇产学科学系的同仁们经过不懈努力和辛勤耕耘，使北京大学妇产科学习系跻

身于国内妇产科学界领先位置，并在国际妇产科界具有了有一定的影响。今后将继续努力，争取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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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国内外合作机会，使北大妇产科学系跻身国际前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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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肤性病学学系 2017 年度工作报告 

2017 年度工作总结 

2017 年是北京大学医学部皮肤性病学系辛苦又丰收的一年，十五家成员单位（北大医院、人民

医院、北医三院、北京医院、中日友好医院、积水潭医院、世纪坛医院、首钢医院、民航总医院、

仁和医院、306 医院、302 医院、航天中心医院、北京大学深圳医院和北大国际医院）在医疗、教学、

科研方面都取得了可喜的成绩。 

皮肤性病学系门诊量合计超过 135 万人次，其中北大医院和北医三院都超过 20 万人次；北医三

院、北京大学深圳医院和首钢医院保留了皮肤科急诊，其中北医三院皮肤科急诊量 6351 人次、北京

大学深圳医院皮肤科急诊量 12107 人次；学系出院人数合计超过 2100 人次，其中北大医院为 910

人次，北医三院为 461 人次。2017 年，皮肤性病学系共毕业硕士 18 人，新招硕士 30 人，毕业博士

18 人，新招博士 11 人，在读硕士 65 人，在读博士 53 人；在读博士后 1 人，各学系成员单位不同

程度上承担了本科生、研究生、进修生、住院医规范化培训学员等不同的教学任务；举办了如北京

医院针对住院医第一阶段考试的皮肤组织病理学习班等共 15 场次继续教育学习班。2017 年，皮肤

性病学系共发表文章 135 篇，其中 SCI 文章 45 篇，SCI 论著 27 篇，国内核心期刊文章 91 篇，核心

期刊论著 38 篇，新增基金 17 项，其中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8 项；尤其北大医院、人民医院、北医三

院、中日友好医院和北京医院成果卓著，北大医院发表论文总共 31 篇，其中 SCI 论文 14 篇（其

中论著 3 篇），国内核心期刊 17 篇（其中论著 8 篇）；人民医院发表论文总共 16 篇，其中 SCI

论文 9 篇（其中论著 7 篇），国内核心期刊 7 篇（其中论著 2 篇）；北医三院发表论文总共 18

篇，其中 SCI 论文 3 篇，国内核心期刊 15 篇（其中论著 10 篇）；中日友好医院发表论文总共 35

篇，其中 SCI 论文 8 篇（其中论著 6 篇），国内核心期刊 27 篇（其中论著 5 篇）；北京医院发表论

文总共 9 篇，其中 SCI 论文 2 篇（其中论著 2 篇），国内核心期刊 7 篇（其中论著 3 篇）。 

皮肤性病学系成员单位之间注重交流，各医院之间不定期举办学系交流及学员培训活动。 

2017 年 11 月 11 日，由三院皮肤科主办“2017 年北京大学皮肤肿瘤和银屑病高峰论坛” 顺利

召开，会议由北医三院皮肤科主任张春雷教授主持，郑捷教授致开幕词，会议邀请了国内著名专家

前来，包括上海交通大学瑞金医院郑捷教授、安徽医科大学皮肤病研究所张学军教授、中国医科大

学附属第一医院何春涤教授、北京大学第一医院涂平教授、李若瑜教授、卫生部中日友好医院崔勇

教授、白彦萍教授、卫生部北京医院常建民教授、首都医科大学北京朝阳医院何焱玲教授、赵邑教

授等等，众多重量级嘉宾进行精彩演讲，并与工作在临床一线的皮科医生们进行共同的讨论、分享

和交流，整个会场座无虚席。大会会议围绕皮肤肿瘤和银屑病科研现状和临床诊断、治疗的热点问

题进行探讨。何春涤教授、李承新教授、马琳教授、何焱玲教授等知名专家针对蕈样肉芽肿、银屑

病外用药物治疗及整体治疗进展等专业知识进展以及皮肤科医师临床思维培养等内容进行精彩讲座

（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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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月 10 月 27 日北京大学附属深圳医院联合举办深圳市医师协会皮肤科分会第四届年会暨皮

肤病诊疗新进展学习班：邀请学系北大医院皮肤科多名专家教授授课，带来了海量的皮肤科学专业

知识盛宴（附图）。 

 

2017 年 5 月 12 日，北京大学国际医院皮肤科由韩钢文医师领队，高那、马晓蕾、赵征医师组

成的代表队经历海选、半决赛及复赛的激烈角逐，历时 3 个月，从 1366 支参赛队伍，2000 名医师

里脱颖而出，荣获第七届“澳美杯”皮肤医学知识全国挑战赛冠军（澳美杯皮肤医学知识挑战赛创

办于 2009 年，由“中华医学会皮肤性病学分会”与“香港澳美制药”联合举办）（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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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肤性病学系注重教学质量的提高和加强学生的能力培养，具体举措包括：1.设立培训系列课

程，加强对基本理论和技能的培训；课程内容包括皮肤病学基础、皮肤影像、皮肤激光美容、性病、

实验室检查、皮肤外科等多方面，让所有学生全面掌握皮肤科的基础知识和最新知识。2. 严格遵守

和执行教学查房制度；针对具体病人进行讨论及提问。为提高学生的病历书写水平，每周由上级大

夫对学生的病历书写进行病历点评。3. 加强考核，每次考核后根据考核结果，科室教学骨干针对此

总结再进行个体化辅导；除此外学生管理病房出科后要对其进行出科考试，包括问诊、查体、病历

书写及现场提问等，针对学生所暴露的问题对学生进行现场反馈。4. 加强医疗管理，落实监管措施，

提高病历质量；5.创造机会让学生积极参加各种学术会议并争取大会发言。6. 积极参与多媒体网络

教学，如西区毛发中心手术室安装实况转播系统，更好的开展外科手术教学。 

皮肤性病学系注重创新，如北大医院在 2017 年度开展海姆泊芬光动力治疗重症血管瘤。北大国

际医院皮肤科 2017 年度开展了果酸换肤。北京大学深圳医院开展了热玛吉单极射频；杏仁酸换肤，

PRP 注射，海姆泊芬光动力治疗鲜红斑痣。中日医院引进包括皮肤镜、皮肤 CT、皮肤超声、真菌

镜检荧光技术，引进激光脱毛技术、色斑激光治疗技术、嫩肤技术、面部年轻化技术、瘢痕无痛治

疗技术和毛发移植技术等。 

 

2018 年度工作计划 

一. 第一季度（2018 年 1 月至 3 月）： 

1. 拟在 1 月中旬举办皮肤性病学系 2017 年度工作总结和 2018 年度工作计划讨论会，充分交

流，共同发展。 

2. 规划并主办全国病理学习班。住院医规范化培训观摩教学及全国巡讲。 

二. 第二季度（2018 年 4 月至 6 月）： 

1. 落实增聘同为北医教学医院的地坛医院皮肤科、煤炭总医院皮肤科、儿研所皮肤科为学系

成员单位，进一步扩大学系队伍。 

2. 拟举办年度皮肤性病学学系研究生毕业论文汇报会，进一步激发导师和学员的科研灵感。

积极开展研究生毕业论文质量的自查工作。 

3. 针对皮肤病学的基础进行相关讲座，对北医本科生开展理论讲课，合理安排教学时间，并

根据教学大纲有针对性的准备试卷及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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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第三季度（2018 年 7 月至 9 月）： 

1. 拟举办皮肤性病学学系疑难病例讨论及规范化诊疗指南及研究进展学习教程，尝试利用网

站和移动公共平台媒介，发布科室信息，特色医疗，医学科普，研究进展等内容，树立学系品牌形

象。 

2. 安排北医本科生进行见习，根据教学目的及教学大纲，尽可能的向学生展示常见病，掌握

皮肤病的基础知识。继续安排教师对研究生和住院医师进行皮肤病相关讲座，调动学生积极性，开

展学生之间小讲座，教师进行点评。 

四. 第四季度（2018 年 10 月至 12 月）： 

1. 进一步加强学系内各个医院间交流，就科室教学、科研、医疗、梯队建设、经营管理等各

方面深入细化交流。 

2. 进一步促进亚专业及特色医疗的建设。 

 

学系主任   张春雷 

学系秘书   王文慧 

北京大学医学部皮肤性病学系 

2017 年 12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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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科学学系 2017 年度工作报告 

2017 年度工作总结 

2017 年是北京大学医学部儿科学学系换届后的第二年，在现任学系主任姜玉武主任和各位副主

任的带领下，各成员单位密切合作，优势互补，资源共享，齐心协力，积极参与学系建设，使学系

在医教研各方面都取得硕果。 

一、教学工作 

通过定期举办学系活动，加强了本科生、住院医和研究生、在职医师继续教育等人才培养方面

的交流和合作。 

（一）本科生教学方面 

1. 见习教学工作交流与合作：为了加强各学系单位之间的交流与合作，各单位在确定了见习大

课和带教的具体安排后，展示给学系成员单位，大家互相听课学习，互相讨论，互相借鉴。针对儿

科教学资源相对弱的学系单位，通过派专家督导、分担部分课程授课等方式，进行帮扶。 

   

图：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儿科李星、刘雪芹两位老师在航天中心医院给本科生授课 

2. 修订北医儿科学教学实习指导：在广泛征求北医儿科学系各成员单位意见基础上，结合新的

教学大纲，以及目前儿科临床实践情况，对 2007 版儿科教学实习指导进行了细致深入的修改，主要

由北大医院齐建光、人民医院曾朝美、北医三院朴梅花三位老师完成。 

3. 加强考核督导：通过参加医学部毕业考试和二级学科资格考试 OSCE 督导工作，了解到学生

考核中存在的问题，发现平时教学工作中的问题。 

4. 改革基础八年制见习带教：结合基础八年制的培养目标，未来他们主要是从事与医学相关的

基础研究，现阶段他们在临床的见习重点在于让他们了解临床现况以及临床中需要解决的问题，培

养他们对于临床的兴趣，搭建他们未来基础研究与临床结合的平台。对于他们的见习大课及安排进

行了调整，了解儿科常见病，更突出与临床结合的基础方面的教学，比如疾病的发病机制、病理病

生理方面的讲解。 

（二）住院医教学方面 

2017 年继续第一医院儿科为主体、联合人民医院和第三医院儿科合作培养儿科住院医师的创新

模式，将三家医院的规培住院医（包括专硕和八年制）在招生、管理、经费、培训、轮转、考核等

方面进行了统一管理，运行顺畅。每三个月一次的儿科住院医师项目委员会会议，对在各家单位轮

转的住院医情况进行交流，发现问题及时解决。并且建立了规范的医院之间的规培住院医交接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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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解北京大学第一医院、人民医院、第三医院儿科联合基地的运行情况，加强联合基地管理，提

高培训质量，总结经验，北京大学医学部继续教育处牵头于 2017 年 7 月 12 日召开儿科联合基地总

结座谈会，听取了汇报，并与学员和住院医进行了座谈，得到了很高的评价。 

（三）研究生教学方面 

2017 年儿科学系组成单位（不包括北医六院）共招收研究生（含八年制二级学科学生）63 名，

毕业 68 名。为了促进研究生的培养，并互相交流探讨，北大医院儿科对所有博士研究生集体开题。

2017 年开始专业型博士研究生的培养与专科医师培训并轨，学制也从以前的 2 年变成了 3 年，要求

脱产科研实践不短于 6 个月，临床实践轮转时间至少 24 个月，第 2 年末参加北医二阶段住院医师考

试。 

（四）专科医师培训方面 

2017 年儿科作为北京大学医学部专科医师培训第二批试点开始了儿科专科医师培训，目前初步

确定儿科有 10 个专科进行试点：综合儿科、呼吸、消化、新生儿、血液肿瘤、肾脏、神经、心血管、

重症、发育儿科。综合儿科 2 年，其他专科 3 年。总体采取 18 个月+18 个月的轮转方式，也就是所

有专科都有 18 个月综合儿科的培训（住院总、重症、门急诊），然后再根据各专科情况进行 18 个月

的专科轮转，最终达到初年主治医师的水平。最终每个儿科专科医师通过二阶段考试，都会有综合

儿科的专科医师培训证书，然后再通过各专科考试，拿到各儿科专科的培训证书。 

2016 年有三位进入儿科专科医师培训（儿童神经、儿童发育行为、儿童心血管），2017 年有 10

余位将进入儿科专培。 

（五）继续教育方面 

2017 年儿科学系组成单位（不包括北医六院和北大深圳医院）共招收全国各地来的进修医师 220

名，举办国家级继续教育项目 25 项。 

儿科学学系成员单位定期举办“病例讨论会”，互相介绍临床诊疗经验，利于共同提高进步。 

（六）师资培训方面 

不管本科生教学还是住院医师培养，师资都是决定教学品质的重要决定因素。从儿科学系层面，

利用一切机会，促进师资的培训。所有针对本科生、住院医的带教和大课都向学系成员单位开放，

促进观摩学习。学系成员单位举办讲课比赛、医护配合技能大赛、以及各种学术交流活动，提供免

费参加名额，以利于师资的成长。 

（七）成果 

2017 年儿科学系共申请到教学课题 6 项，发表教学文章 4 篇。 

二、科研工作 

2017 年儿科学系组成单位（不包括北医六院）共申请到科研基金 94 项（其中国家级 29 项），

科研经费 3416 万元（其中国家级 2199 万元）；发表论文 435 篇（其中 SCI 论文 115）；获专利 1 项，

成果 8 项；举办学术会议 34 次。 

三、医疗工作 

2017 年儿科学系组成单位（不包括北医六院和北大深圳医院）床位数 1032 张，门急诊总量 374

万人次，收入院 67514 人次，为保障儿童健康做出了很大贡献。 

四、全科儿科医师培训项目 

2017 年启动了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北京大学全国儿科医师培训项目，依托北医儿科学系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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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学科及师资优势，已经完成了全国儿科医师培训的云南、广西、新疆的基层培训工作，积累了丰

富的经验，并在三地区进行了需求调查，培训满意度在 95%以上。上述工作得到了当地卫生计生主

管部门的支持，希望能够举办师资培训，以便在当地长期进行专项培训，提高地区的儿科水平。经

学系层面多次讨论，目前已基本形成了完整的适合基层儿科专项培训的师资和课程体系，此培训项

目 2018 年将在全国大规模开展，尤其是在儿科带教师资的培训方面儿科学系将发挥重要作用，希望

借助师资培训，以点带面，在儿基会基金的支持下，在全国开展针对不同层级、不同需求儿科医师

及全科医师的儿科专科培训。 

 

2018 年工作计划 

2018 年儿科学系继续定期组织学系内部活动，内容包括： 

一、本科生教学工作 

继续学系层面见习集体备课，学生课表公开，鼓励互相学习；成立督导组进行巡查，提高教学

水平；准备召开各成员单位实习教学研讨会；实习地点适当交叉，弥补病种不足的缺陷，并让学生

体会不同层级医院的特点；争取开始建立儿科学学系层面的考试题库和标准化试题。 

二、住院医师培养工作 

继续深化胜任力导向的儿科住院医师联合培养基地的培养模式。逐渐规范儿科专科医师的培训，

认证培训基地、轮转安排、带教导师等。加强各种题库（出科理论、技能、客观结构化病历、心电

图、影像等）的建设。出版“儿科住院医师手册” 

三、研究生教学工作 

组织研究生优秀论文交流会。 

四、师资与培训 

各种教学方法的交流和示范，通过多种方式激励教师的带教热情。 

五、全国儿科医师培训项目 

2018 年将在全国大规模开展中国儿童基金会-北京大学全国儿科医师培训项目，尤其是面向基

层儿科的师资培训，希望能够不仅探索出一套基层儿科带教的课程体系和教学方法，而且尝试在基

层建立培训基地或协作单位，保证培训的实效性和连续性，加强不同级别儿童医疗卫生机构之间转

诊合作与医疗合作，为实现儿童分级诊疗提供经验参考。 

六、医疗和科研工作 

举办儿科学学系学术沙龙和年度学术活动。争取每 3 个月一次多学科病例讨论（全科角度），一

个人文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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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检验学学系 2017 年度工作报告 

自 2016 年 3 月起检验学系主任由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王辉教授担任，2017 年开展了除完成教学

任务之外的多项活动，包括组织编写学系规章制度、组织学生毕业答辩、新教师试讲及集体备课活

动、青年科研沙龙等活动。以学系的名义组织开展了四次学术会议以及 2017 年学系年会。并联合其

他医技学科，在医学部的组织下，共同完成申请一级技术类博士点。2017 年是检验学系硕果累累的

一年。 

一、完成北京大学医学部教育处布置的多项任务 

（一）完成课程设置及课程安排的修订工作，2016 级学生已经实施新的课程安排。 

根据前期调研以及各届师生建议，北大检验系的课程设置中，临床检验诊断学专业课学时被压

缩且时间安排过于紧凑。2017 年在北医教育处的大力支持下，新的课程设置出台，已经在 2016 级

以及之后的教学中实施，主要涉及压缩综合素质及基础课程，增加临床课程的学习，临床检验专业

课程的安排不过于紧张，增加完成毕业论文的要求。 

（二）联合其他医技学科，包括眼视光、医学影像技术、康复治疗等专业，在医学部的组织下，

共同完成申请医学技术类一级博士学位授予点，目前正是评审阶段。王辉、徐国宾、毛远丽、张捷

等教授作为学科带头人，为博士生导师。 

（三）完成医学部下发的需要填报的 2017 年度教学质量状态数据，包括师资带教情况，教材编

写情况，毕业综合训练情况等。 

（四）配合教育处，开展招生工作，进行招生简章的修订工作。 

二、召开医学检验学系年会暨第三届全体委员第二次工作会议 

2017 年 12 月 1 日， 在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召开医学检验学系第三届全体委员工作会议。同期召

开北京大学医学部医学检验学系学术年会暨“临床实验室检测的标准化和新技术推广应用”学习班。

学系主任王辉教授，副主任杨铁生、屈晨雪以及上届学系主任张捷教授，资深专家王建中教授及来

自各附属/教学医院的学系委员及教学骨干参加了会议。会上向各委员分发了检验学系新制定的一系

列规章制度的讨论稿，各委员提出意见，进行讨论。同时就检验教学、人才培养、科研创新等方面

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参会的还有很多检验界的同道和检验系的学生。随后由王建中教授和王辉教授

分别为检验系学生赠书，2017 级检验系学生代表党韩寒做了精彩的发言，向前辈们表示最真挚的感

谢。 

三、以检验学系牵头完成检验系多项教学任务 

（一）检验医学导论课程、专业理论课程教学及实验课教学任务 

1、自 2017 级开始，检验医学导论课程由检验学系教师承担。9 月份，2017 级学生的检验导论

课程由王辉、张捷、王建中、冯珍如、王小林、赵晓涛等检验系资深教师授课，并安排参观了北医

三院检验科。 

2、2017 年继续承担北京大学医学部检验系八门专业课（临床基础检验、临床血液学检验、临

床生化检验、临床免疫学检验、临床微生物学检验、分子生物学诊断技术、临床输血、临床实验室

管理）的理论教学，学系牵头，进行课时安排、教师培训、集体备课以及组织考试等，北大第一、

二、三临床医学院、肿瘤医院、民航医院、北京市红十字血液中心承担理论授课。三院负责课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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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课、实验课教学，并有专职脱产带教老师。在学系成员单位共同努力下圆满完成教学任务。 

（二）2013、2014 级学生生产实习任务 

附属北大一院、人民、三院承担实习任务，2017 年上半年承担 2013 级学生实习；下半年承担

2014 级学生实习任务。按照统一的生产实习手册要求，进行各专业轮转学习，专人管理教学，具有

严格的管理制度，顺利完成实习。 

（三）2013 级学生毕业答辩 

2017 年 6 月 13 日，学系在医学部逸夫楼组织进行了 2013 级毕业答辩活动， 25 名同学圆满完

成实习并通过毕业答辩。  

（四）2013 级学生毕业分配   

2017 年 7 月顺利完成 2013 级毕业生的派遣工作。 

（五）早期接触临床 

2017 年 7 月 4 日至 5 日 2016 级同学们来到附属北大一院、人民、三院进行早期接触临床的实

践活动。学生们在不同的医院、多个专业组在老师的带领下进行了参观学习，写了汇报资料，对检

验医学有了初步的认识。 

（六）2017 级入学迎接新生活动 

2017 级为首届一本全国招生，新生入学后，检验学系三院教学相关负责人及教师进行了迎新工

作，介绍了全学程学生将要学习的课程，解答了学生的疑问，也对学生关心的推荐免试研究生、就

业前景等做了介绍。 

四、以检验学系牵头完成其他各种教学相关活动 

由于授课教师调整，对没有承担过此章节的课程的教师，进行试讲，由高年资教师进行评估，

合格者才可以进行理论授课。分别进行了微生物等课程的新教师试讲。学系组织各个负责教学的单

位在课程授课开始之前，进行相应课程的集体备课，基本涵盖各个专业。 

（二）科研沙龙 

以学系牵头，4 月 7 日组织科研沙龙活动，内容涉及化学发光及病毒检测。参加者有检验系学

生、研究生、检验科工作人员等，使学生们能够早期接触检验新技术，同时也提高了检验从业者的

业务水平。  

（三）其他教学工作 

学系附属各成员单位，除检验系教学之外还承担各种其他教学任务，包括八年制的实验诊断学

教学工作（理论及脱产带教），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继续教育工作，承接其他院校学生的实习任务

等等。 

五、以学系为主办或协办单位，开展各种继续教育项目 

2017 年成功举办国家级、市级、会级继续教育项目共四项。2017 年 6 月 27 日在北京湖北大厦，

与中华医学会音像出版社联合举办了“2017 年北大临床微生物与感染高峰论坛”； 2017 年 7 月 25~28

日，检验学系与北京市红十字血液中心，联合陕西省血液中心于在西安举办 2017 年中捷输血医学与

细胞治疗研究新进展学术交流研讨班；2017 年 11 月 30 日~12 月 1 日在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多功能厅

召开北京大学医学部医学检验学系 2017 年学术年会暨“临床实验室检测的标准化和新技术推广应用”

学习班。2017 年 12 月 2 日在北京大学人民医院钟惠澜讲堂举办“分子生物学技术的临床应用进展”

学习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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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工作计划 

2018 年学系的工作重点如下： 

一、将经过学系委员研讨后的各项检验教学管理制度下发，各教学医院参照执行。 

二、学系工作与具体教学任务的统一规划部署，发挥学系的引领作用，提升教学质量以及教学

效果。 

三、2016 级以及 2017 级开始实施新的课程培养方案及课程设置，对实施过程可能出现的问题

进行解决及统筹安排。 

四、继续完成 2018 级《检验医学导论》教学工作；完成检验系教学任务，以及八年制实验诊断

学、护理部、医学实验课程、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等各层次教学任务。 

五、继续加强新教师以及任课教师的培训，加强教学督导以及青年教师的培养。 

六、继续通过学系组织举办科研沙龙活动。 

七、完成北京大学医学部教育处布置的各项任务。 

八、以学系为主导，继续开展多种继续教育项目。 

九、积极开展校际、院际之间在教学、医疗、科研、管理等多方面的交流合作。 

十、具体检验系教学日程计划表： 

1、2018 年 1 月总结 2017 年学系工作，制定 2018 年计划。 

2、2018 年 1~6 月继续完成 2014 级同学的实习工作。 

3、2018 年 2~4 月，医学检验系 2015 级开始«临床医学概要»的学习，对教学计划、教学实施、

学生生活等方面协助医学部进行统筹安排。 

4、2018 年 4 月开始 2015 级学生专业理论课程的教学及实验课。4~8 月，完成包括临床检验基

础、临床血液学检验、临床生物化学检验、临床免疫学检验、临床微生物学检验、临床分子生物学

检验、临床实验室管理、临床输血学检验 8 门专业课的教学，理论授课由北大医院、人民医院、北

医三院、积水潭医院、肿瘤医院、民航医院、北京市红十字血液中心共同承担。 

5、2018 年 6 月，医学检验系 2014 级完成实习，举办毕业论文/综述答辩，组织参加毕业考试、

毕业教育、资格审查、就业指导。 

6、2018 年 7 月，医学检验系 2017 级早期接触检验课程，由北大医院、人民医院、北医三院共

同承担。 

7、2018 年 9 月，医学检验系 2018 级迎新工作 

8、2018 年 9 月，《检验医学导论》的授课任务。 

9、2018 年 9 月~2019 年 5 月，医学检验系 2015 级生产实习及毕业答辩。 

10、2018 年 9~10 月，医学检验系 2016 级开始«临床医学概要»的学习，对教学计划、教学实施、

学生生活等方面协助医学部进行统筹安排。 

11、2018年 10月开始 2016级学生专业理论课程的教学及实验课。完成 8 门专业课的教学任务，

理论授课由北大医院、人民医院、北医三院、积水潭医院、肿瘤医院、民航医院、北京市红十字血

液中心共同承担。 

 

医学检验学系 

2017 年 12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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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2017 年 6 月，2013 级医学检验系学生毕业答辩后与教师合影留念。 

 

2017 年 4 月，微生物专业组进行了新教师的试讲。 

 

2017 年 7 月，2016 级检验系学生早期接触临床活动。 

 

2017 年 9 月，2017 级检验医学导论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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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开展继续教育项目。 

 

2017 年检验学系年会开幕式、赠书仪式及师生合影。 

  



 

 33 / 102 

麻醉学学系 2017 年度工作报告 

2017 年工作总结 

在 2017 年，北京大学医学部麻醉学学系依托北大医学的理念和品牌，在学系的平台建设和委员

单位的协同发展，临床及转化医学研究工作的开展，国内外的学术交流，本科生、研究生、继续教

育等多层次的教学工作，以及危重症临床麻醉工作等方面开展了一系列有成效的工作，在 2016 年的

工作基础之上，进一步发展学系所长，取得了一系列的成绩。 

目前北京大学医学部麻醉学学系各位学习领导的分工如下： 

系主任北医三院的郭向阳教授主要负责学系的学术平台搭建、年会和学术品牌的搭建、以及各

方面工作的整体协调； 

副主任北大医院的王东信教授主要负责学系研究平台的建立和多中心研究的开展，尤其是学系

研究资源的整合工作； 

副主任人民医院的冯艺教授主要负责学系教学工作的开展，主要包括麻醉学住院医师规范化培

养的工作，以及教学培训资源的整合工作； 

副主任肿瘤医院的范志毅教授主要负责学系的宣传和历史传承工作； 

副主任北京医院的左明章教授主要负责学系内部平台的搭建，23 家委员单位的整体协调和交流

工作。 

23 所附属/教学医院的麻醉科主任组成的学系第三届委员会，以及麻醉学系的全体成员，在学

系核心组的领导下，在 2017 年末积极申报麻醉医学国家临床研究中心，通过申报过程，整合学系的

临床、教学和学术资源，团结老中青三代北医麻醉人，促进了学系的整体发展，内涵建设，以及国

内外影响力的提高。 

一、继续教育工作 

在 2017 年，各委员单位开展了一系列的学术会议和继续教育工作，提高了麻醉学系的影响力，

促进了国内外的学术交流，为学系品牌的推广，以及青年人才的培养提供了平台。 

1、麻醉学系年会：由北京大学医学部麻醉学系联合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北

京大学第三医院等 23 家附属/教学医院麻醉科联合主办的“北京大学医学部麻醉学系 2017 年会”于

2017 年 8 月 4-6 日在国家会议中心举办，而且本次麻醉学系年会，是北大医学理念下的第一个专业

的学术论坛。年会设置系列学术版块，包括北大医学论坛，围术期脑科学论坛，麻醉与肿瘤，麻醉

与围术期医学，气道管理，神经阻滞与疼痛治疗，循环系统监测和液体治疗，麻醉与术后快速康复，

儿科与高危产科等学术版块，就“围术期医学及多学科合作”这一主题进行了广泛的学术交流。 

会议在去年年会的基础之上，结合北大医学的发展理念，以及学系一年来的研究成果，对学术

板块进行重新设计，保证了会议学术内容的质量和学术氛围，为学员提供优质的学习机会和高水平

的交流平台。会议的内容结合北医麻醉学系近年来的临床和基础研究成果，与国内外同道分享我们

研究成果，同时，会议邀请海内外的顶级学术团队，采用学术讲座、病例讨论、workshop 等多种形

式，在大会交流相关领域的前沿理论和学术进展，使得与会人员在围术期医学领域受益匪浅，并体

现出北医麻醉学系的学术水平和国内外影响力。 

2、各家医院举办数次国家级继续教育学习班，包括北大医院举办的“全国分娩镇痛学习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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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届北京大学疼痛医学论坛暨第三届围术期医学国际论坛”、“围术期气道管理研讨会”，人民医

院举办的“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疼痛诊疗学习班”、“全国术后疼痛规范化管理培训班”、“麻醉技术和

危机管理模拟教学培训班”、“纤维光镜引导气管插管技术学习班”、“围术期气道管理学习班”、“围

术期超声心动和心脏麻醉培训班”，北医三院举办的“围术期呼吸管理学习班”，中日医院举办的“肺

移植麻醉研讨会”、“急救复苏培训班”，口腔医院举办的“儿童口腔镇静及全麻学习班”等一系列高

水平的全国性学术会议，这些学术会议展示了学系的研究和教学水平，为学系的发展，年轻医师的

成长提供了平台。 

3、承担并参与 2017 年北京医学会麻醉学分会的系列学术活动：作为北京市的重要麻醉学团体，

学系积极参与北京市各类学术活动，包括北京麻醉学系年会，以及病例讨论会，获得北京市麻醉同

道的高度评价。 

二、教学工作 

在医学部教育处的帮助之下，学系所属 23 家附属/教学医院麻醉科出色的完成了临床医学、基

础医学、药学等专业的本科生、研究生、住院医师、进修医师的教学工作，具体如下： 

深化教学改革，在保证大课质量的基础上，进一步强化小班教学、以及以临床实践为主的 PBL、

CBL 教学，帮助学生充分掌握教学内容，并通过师生互动，提升学生对教学内容的理解和应用，以

及培训教师的临床教学水平。 

在教学培训工作方面，23 家附属/教学医院承担了北京和外省市大量的教学和培训任务，并在

临床教学方面锐意改革，建立了多个医学模拟人中心，通过临床与理论教学的融合，促进临床教学

知识层次的深度，使各级受训人员能够充分掌握围术期医学和麻醉学各方面的基础理论和基本技能。 

学系的多位教授，包括郭向阳教授、王东新教授、冯艺教授、吴新民教授、杨拔贤教授等，在

现代麻醉学、麻醉学、临床麻醉学、米勒麻醉学等一系列国家级本科生、研究生和住院医麻醉学教

材担任副主编、编委等职务。各附属/教学医院基于各自的特点和工作、研究方向，还在积极参与国

家级本科生、八年制、研究生等各级别教材的编写工作。 

三、住院医培训工作 

1、住院医师培训基地 

北医麻醉学系所属 23 家临床医院麻醉科均有住院医师正在进行规范化培训的工作，同时，北大

医院、人民医院、北医三院、中日友好医院、北京医院、积水潭医院和世纪坛医院是北京市麻醉住

院医师第一阶段规范化培训的基地，各培训基地还在积极进行一阶段培训工作的改革，提高培训效

果，保证培训质量。 

2、二阶段住院医师培训工作 

本年度，在住院医师规范化一阶段培训全国范围内铺开的基础之上，北京大学医学部作为住院

医师规范化培训的重要学术机构，率先开展了二阶段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的工作，麻醉学系的多个

委员单位承担了二阶段住院医师的培训任务，目前的二阶段培训周期设置为三年，分为心胸麻醉、

儿科麻醉、疼痛医学、重症医学、以及高级综合麻醉等方向，为麻醉医生的进一步培养和发展提供

平台，同时注重和博士研究生培养的融合，保持培训水平和研究水平在全国范围内的引领地位。 

3、各阶段住院医师的考核 

麻醉学系所属的住院医师培训基地建立了包含基础理论、临床技能的一整套量化考核指标，在

临床培训的同时，加强教学和科研工作能力的培养，为受训住院医师提供明确的学习目标，并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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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进行阶段总结和深入改革，促进培训基地的良性发展。同时，在学系层面进行总体协调，促进学

系内部的交流和相互促进。 

4、提高住院医师基地的培训质量 

为促进一、二阶段住院医师培训体系的正规化，提高各基地的培训质量，学系从提高培训教师

的能力，设置临床培训导师制、开展师生互评，开展学系内的教学比赛等角度开展工作，促进培训

质量的改进和发展。 

5、医学模拟教学和临床技能教学 

北大医院、人民医院、北医三院、北京医院等住院医师培训基地，近年来均通过模拟人教学中

心开展了临床麻醉、急救复苏、重症监护等培训工作，弥补了临床教学培训的不完善之处。同时，

各培训基地应用模拟教学中心，加强气道管理，椎管内穿刺，神经阻滞等方面的培训，通过小班教

学、PBL 等形式，提高住院医师的理论知识和临床技能水平。 

6、医学人文方面的培训 

麻醉科作为医院的外科手术平台的重要组成部分，日常工作中需要和多学科共同协作，在人文

方面的修养，以及沟通和交流能力的提升也是麻醉科住院医师培训的重要组成部分，学系所属各培

训基地也针对此方面内容进行培训，并向借助学系平台开展公共选修课，促进相关培训的统筹。 

四、研究工作 

立足于之前的工作积累，2017 年度学系所属医院麻醉科在核心期刊论文和 SCI 论文的发表，省

部级基金、院校级基金和社会基金的承担方面，均延续了前几年的较高水平并有所发展，尤其是学

系的多位教授在 Eur J Anaesthesiol、J Crit Care、PLoS One、Anesth Analg、Behav Brain Res、Basic Clin 

Pharmacol Toxicol 等国内外学术期刊上发表了一系列高水平的论著，体现了北医麻醉学系的国内外

影响力，部分论著如下： 

Shi C, Yi D, Li Z, Zhou Y, Cao Y, Sun Y, Chui D, Guo X. Anti-RAGE antibody attenuates 

isoflurane-induced cognitive dysfunction in aged rats. Behav Brain Res. 2017 Mar 30;322(Pt A):167-176. 

Zhang Y, Zhang Y, Yang Y, Yue Y, Wang DX. Impact of prior smoking cessation on postoperative 

pulmonary complications in the elderly: secondary analysis of a prospective cohort study. Eur J 

Anaesthesiol. 2017 Dec;34(12):853-854. 

Zhao H, Feng Y, Jiang Y, Lu Q. Flurbiprofen Axetil Provides Effective Analgesia Without Changing 

the Pregnancy Rate in Ultrasound-Guided Transvaginal Oocyte Retrieval: A Double-Blind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 Anesth Analg. 2017 Oct;125(4):1269-1274. 

麻醉学系在 2017 年继续将多中心临床研究作为重点工作，目前，数个多中心研究正在进行中，

部分研究已有成果发表，学系内部的多个委员单位积极参与其中，充分发挥了北医麻醉学系的学术

品牌优势。学系在研究方面的另一个重点是转化医学研究，这方面的工作由系主任郭向阳教授牵头，

通过整合学系内部的资源，和基础医学院以及相关临床-基础研究平台的联合，在基础和转化医学层

面再次获得了一定的成绩。 

五、学系的协调和整合工作 

目前学系由 23 家委员单位组成，对于各家医院的整合和协同发展，一直都是学系的工作重点，

2017 年年末，为了支持北京大学滨海医院作为北医附属医院的发展，将学系的年底总结会议与北京

大学滨海麻醉学论坛进行整合，促进了学系品牌在外省市的推广，以及学系的内部整合和协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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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前几年工作的基础上，建立学系的专家库，梳理学系各委员单位的专家教授。根据学系所属

医院的特点，以及二阶段的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建立了不同的住院医师培训体系，同时，还满足

学系各委员单位的轮转和培养需求，促进学系内住院医师专科麻醉的能力培养； 

学系所属医院举办的继续教育学习班，均借助北医麻醉学系的平台，扩大学术会议的影响力，

同时也促进学系品牌的建设，另一方面，学系各委员单位的学术活动，均对学系内部医院开放注册

和优先学习机会，促进学系内部的学术、临床水平的共同提高；在 2017 年，麻醉学系还举办了多种

形式的文娱交流活动，促进医师的综合发展，以及学系内部的沟通交流。 

六、学系的宣传工作 

麻醉学系继续将学系的宣传工作作为 2017 年的重点工作，由学系的副主任范志毅教授负责推进，

拟在 2018 年年会中通过文字、视频等形式进行汇报，已完成的工作包括： 

收集和完善北医麻醉学，以及北医麻醉学系发展历程的历史，建立各家医院麻醉学的发展历程

和重要人物、事件的记录，完成北医麻醉学对中国麻醉学和医学发展推动作用的编年史和大事记，

并建立信息发布和交流的平台。 

七、临床工作 

在 2017 年，各附属/教学医院的手术量和临床麻醉例数在 2016 年的基础上，取得了进一步的发

展，同时，在学系全体同仁的共同努力之下，学系各家医院麻醉科均保持了较高的麻醉质量，麻醉

并发症和围术期病人死亡率较之前的年份有一定程度的下降。同时，可视化插管技术，经食道超声

心动图，超声/神经刺激仪引导下的多种神经阻滞等临床新技术的开展，最新临床进展的实际推广，

使得临床麻醉，急救复苏、疼痛治疗等各方面的工作得到发展，在国内继续保持领先地位。 

 

2018 年工作计划 

基于 2017 年的工作成绩和经验，北京大学医学部麻醉学系制定了 2018 年的初步工作计划，具

体如下： 

1、在 2018 年，拟在学系所属各培训基地全面开展二阶段住院医师的规范化培训工作，形成完

整的培训体系。同时，积极探索新的培训方法和培训理念，交流和改进各委员单位的培训体系，发

展并确立学系所属培训基地在软件和硬件各个方面的领先地位。 

2、促进学系内部人员的培训和交流，以及住院医师培训基地的互助，保证各培训基地的良性和

持续发展。 

3、拟在 2018 年 8 月 3-5 日召开 2018 年度北医麻醉学系年会，考虑到 2017 年的年会参会人员

情况，2018 年会将延续当前模式，初定 4 个分会场，并在会议第二日由各委员单位举办 workshop。

2018 年北医麻醉学系年会将邀请北医、以及国内外著名的麻醉和围术期医学的专家参会，讲解最新

的学术进展，并进行学术交流。 

4、依托各委员单位的优势学科，开展各个领域的国家级和省部级继续教育项目，通过学术会议

的开展促进学科平台的建设。 

5、完成麻醉学系，以及北医麻醉学的历史梳理和收集工作，制作记录文字和视频。 

6、学系人员积极参加国内外各级学术会议，讲授北医麻醉学系的学术成果，推广学系的学术品

牌，同时开展定期的临床病例讨论，提高学系的临床业务水平。 

7、积极落实脑功能、麻醉与肿瘤、术后睡眠、急慢性疼痛等多中心临床研究，并结合本学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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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势，开展前沿的基础和转化医学研究工作，争取在 2018 年发表高水平的学术成果，以及成果的转

化。 

 

北京大学医学部麻醉学学系 

2017 年 12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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肾脏病学学系 2017 年度工作报告 

2017 年度工作总结 

自肾脏病学学系于 2005 年成立以来，遵照相关章程，一直致力于深化临床教学改革、整合临床

教学资源、提高相关专业临床阶段教学水平、构建各临床教学单位交流平台、突出北京大学医学部

医学教育的整体优势。2017 年主要完成的工作如下： 

一、2017 年 2 月 12 日上午，本学系 2017 年首次学术交流活动顺利召开。 

首先，学系秘书于峰教授对本学系 2016 年的整体工作进行了总结。 

紧接着就是本次活动的主要内容——病例汇报与教学查房现场讨论与观摩。各家医院主治医通

过视频形式、住院医师以及主治医师进行查房互动，主任医师进行点评。 

1）北京医院讨论病例：服用治疗银屑病的中药后，发生汞中毒，肾病综合征，合并肺栓塞以及

脑静脉窦血栓。通过该病例讨论了肾病综合征的诊断、病因、并发症以及治疗相关问题。 

2）积水潭医院病例：ADPKD 合并出血并发症，讨论了相关诊治要点。 

3）北京大学国际医院：恶性高血压合并 TMA 患者。讨论相关诊治要点。 

随后陈育青教授介绍了北大医院血液净化学院的概况。介绍了我国目前 ESRD 患病现状，面临

患者人群的快速增加，医疗条件不能满足的现状和挑战。提出培训形式（医生、护士、技师联合培

训），具体课程（板块化）等建议。介绍培训经验（两期）以及改进措施。王悦教授介绍了 CKD 患

者高磷血症的发生以及治疗策略。大会还启动了北医肾脏病学系糖尿病肾病临床诊治共识的编写。

最后赵明辉主任作了会议总结。 

二、由北京大学肾脏疾病研究所与北京大学第一医院肾脏内科主办的北京大学肾脏疾病研究所

第四届自身免疫性肾脏病论坛、第七届国际肾脏病理研讨会暨第十二届全国肾脏病理研讨会于 2017

年 6 月 22 日在京顺利召开。我系成员积极参与。 

自身免疫性肾脏病论坛由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副院长杨莉教授致开幕词，国内外多位专家纷纷登

台，都准备了最高质量的发言，内容涉及 Goodpasture 病、系统性红斑狼疮、糖尿病肾病、ANCA

相关血管炎等领域。同往年一样，青年论坛中各位专家出类拔萃的展示也无不令人赞不绝口，引发

了热烈的讨论。 

肾脏病理研讨会由北京大学医学部党委书记刘玉村教授致开幕词。大会一贯秉承着“提高肾脏

病病理形态学认识、规范肾脏病的诊断标准及思路，以及促进这一领域医务人员之间的交流”的主

旨，汇集了国内外肾脏病理、肾脏疾病及免疫学专家授课并主持临床病例讨论，以生动的临床病理

讨论形式为主，专家授课为辅，专家讲座内容涉及肾脏疾病的诸多临床问题，深入浅出，通俗易懂，

而机制问题更是引人入胜。无论是国外专家展示的教学病例，还是各家医院带来的临床病例，通过

临床医生汇报病例与病理医师现场介绍病理特点的方式相结合，突出诊断思路，引发了多次热烈的

讨论，使大家开阔思路、了解新概念和新认识，同时，临床问题也得到了解决。 

连续四天的学术会议终于落下帷幕，来自全国的近 400 名医师从四面八方赶来主动学习并参与

热烈的讨论，会议现场自始至终座无虚席。自身免疫性肾脏病论坛的 12 个讲座、病理会上的 10 个

专家讲座和 29 个临床病例都得到了充分的讨论。我们相信，每位医师一定会满载而归，而这样的学



 

 39 / 102 

习热情一定会如同竹子开花一般年年高，让我们携手期待明年的盛会！ 

三、2017 年 10 月 12-15 日，国立台湾大学附设医院内科部肾脏科的代表团一行数人在陈永铭

教授的带领下访问北大医院肾脏内科。 

台湾大学医学院附设医院(通称台大医院)是台湾第一所提供西式医疗服务的医院，创建于 1895

年，现今为台湾大学医学院下辖的一所教学医院。台大医院肾脏科与北大医院肾脏内科有着多年的

友谊，从 2015 年开始了每年一度的互访活动。 

10 月 13 日，双方在北大医院举行了座谈会，北京大学肾脏病学系多家医院的肾科主任和来访

的陈永铭教授、赖台轩教授、黄道明医生和张芳绮医生进行了交流。北大医院肾脏内科主任赵明辉

教授向与会人员简要介绍了本学科半个多世纪以来的发展历程，特别是在两位前辈学科带头人王叔

咸教授和王海燕教授的带领下在学科建设和学术发展等方面取得的成就。此后，双方分别介绍各自

科室一些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包括慢性肾脏病的流行病学、狼疮性肾炎病理分型、血液透析、

肾脏疾病共性遗传学研究，并展开了充分的交流和讨论。 

四、2017 年 10 月 13 日上午，“北大医学”健康医疗大数据共享平台及重大疾病研究中心启动

暨发布会。 

在国家大力推动健康医疗大数据研究应用与发展的态势下，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北京大学

健康医疗大数据研究中心、北京大学肿瘤医院、北京大学肾脏疾病学系联合举行发布会，介绍在“北

大医学”发展战略下构建的两个健康医疗大数据共享平台和两个重大疾病研究中心，以期让学界了

解相关工作、吸引更多的合作伙伴加入、共同推动我国健康医疗大数据事业发展的进程。会议内容

主要包括：中国队列共享平台（CCC）介绍、中国健康医疗数据共享平台（C-MEDS）介绍、北大

医学肿瘤大数据研究中心（筹）介绍及北大医学肾脏疾病大数据研究中心（筹）介绍。 

五、2017 年 12 月 13 日，北大医院肾内科血液净化教育学院模拟培训中心成立仪式、“一带一

路”斯里兰卡医护技培训一期结业仪式、血液透析医护技培训班四期结业仪式在京顺利召开，我系

人员积极参与。 

六、2017 年 12 月 14 日，北京大学医学部正式批准成立北京大学医学部肾脏疾病大数据研究中

心，挂靠北京大学建康医疗大数据研究中心。领导成员以北京大学医学部肾脏病学系为班底，中心

主任为北大医院肾内科赵明辉教授。 

七、继续推动北京大学医学部肾脏病专科医师规范化培训项目。 

 

2018 年度工作计划 

自本学系于 2005 年成立以来，遵照相关章程，一直致力于深化临床教学改革、整合临床教学资

源、提高相关专业临床阶段教学水平、构建各临床教学单位交流平台、突出北京大学医学部医学教

育的整体优势。2018 年主要工作计划如下： 

一 推进北京大学医学部肾脏内科专科医生培训计划。 

二 加强各成员单位中级职称教学查房的规范、并共同备课。 

三 由北大医院肾内科牵头，共同办好 2018 年“肾脏免疫论坛”学术活动。 

四 继续开展院间联合临床-病理讨论会及疑难病例讨论会。 

五 推进北京大学医学部肾脏疾病大数据研究中心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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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经病学学系 2017 年度工作报告 

2017 年度工作总结 

北京大学医学部神经病学系在系主任樊东升教授领导下，在全体学系成员以及各附属、教学医

院神经病学教研室的共同努力下，2017 年在教学、科研等方面成绩显著，现总结如下。 

一、学系总体工作： 

（一）教学工作： 

1、长学制教学： 

今年的教学对象是 2013 级八年制学生。学系继续坚持以 PBL、SP 教学模式为主，小班授课。

以第三医院为例，理论授课少于全部课时的 20%，这样可最大程度的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提高主

动学习的兴趣，锻炼他们的临床能力。  

第一、第二医院及各教学医院在原有基础上，结合自身特点，均积极探索医学部本科生和长学

制学生的教学改革，圆满完成了今年的教学任务。 

2、研究生教育： 

目前，三家附属医院均为北京大学博士点，共有现职博导 7 位，每年均培养大量的研究生。针

对不同类型的研究生，各医院制定了各具特色的培养方案。临床型研究生注重培养临床能力和临床

科研能力；科研型研究生注重培养其创新性思维和实验室操作技能。以第三医院为例，每周均召开

研究生工作汇报会和科研交流会，每周研究生和导师均有见面的机会，使各类型研究生在科期间时

时处于有人指导、有人带教的过程。研究生的临床工作、课题开题、进展、论文撰写等均有条不紊

的展开，保证了研究生的学习质量和课题质量。 

3、本科生教育： 

各附属和教学医院承担北医护理、预防等专业的本科生教育，圆满完成了教学任务。 

4、进修医教育： 

各附属医院和教学医院均吸引来自全国的大量进修医师。以第三医院为例，科室每周一次为进

修医授课。此外，进修医每周均要参加两次教学查房、一次科巡诊。进修医还可免费参加各医院举

办的各种学术活动。通过上述措施，医生们可以在进修过程中迅速提高理论基础和临床水平。很多

早期进修医已成长为当地医院或科室的领导。进修医教育不仅可为基层培养大批人才，将北医科学

严谨的作风带到地方，还可扩大北医的号召力和影响力。 

5、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 

各附属医院和部分教学医院为北京市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基地，每年均吸引各医院住院医师入

科学习。他们的教育培养模式完全参照本院住院医师和临床型研究生。科室为他们制定了综合培养

计划。经管病种、病人数量、操作数目、转科时间、上课时间、出科考试等均有严格规划。今年，

多名住院医师完成培养，全部顺利通过了执业医师考试和北医规定的各种考试。 

6、组织考试： 

2017 年学系组织了多次住院医师考试，包括北京大学医学部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第二阶段考试；

北京大学医学部研究生转博及毕业考试面试部分。此外，第一医院和第三医院均派教师参加了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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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考试。 

（二）科研工作： 

各附属医院带头，各医院加强自身团队建设，努力提高科研水平和能力。第三医院和第一医院

为卫生部国家临床重点建设专科。以第三医院为例，经多年积累，建立了罕见病——“运动神经元

病”、“肯尼迪病”和“平山病”国内最大规模的临床数据库以及常见病“脑血管病”的临床生物样

本库。长期的努力换取了回报，本年度科研论文继续保持高产水平。此外，科室继续坚持每周一次

的科研例会，内容包括“英语读书报告”、“专家讲座”、“CPC 临床病理讨论”等，启发大家的科研

思路，提高大家的科研兴趣和水平。 

（三）学术影响： 

各附属和教学医院学科带头人在相应学会均有重要任职。2017 年，学系主任樊东升教授当选为

“中华预防医学会自由基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在国家及地方二、三级学会中，多人担任主任委员、

副主任委员或常委、委员。在 2016 年度复旦版全国医院及学科排名中，第一医院入选前 20 强。 

各医院组织各种全国及地方性学术会议和学习班。以第三医院为例，与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联合举办“中国神经病学论坛 2017，吸引逾千名医生参会。第三医院举办的“全国电生理学习班”

今年已是第 14 届，在全国已是知名品牌。第三医院并举办首次“全国运动神经元病学习班”，吸引

来自全各地的逾百名医生参加。此外，第三医院举办的“北京大学卒中论坛”每季度召开一次，今

年举办了“北京大学卒中论坛 10 周年庆典及第 40 次学术会议”。  

二、各附属和教学医院工作： 

（一）第一医院： 

1. 教学工作： 

（1）教师梯队合理：神经内科教研室现有教授 5 人，副教授 3 人；博士生导师 3 人，硕士生导

师 5 人；主任医师 10 人，副主任医师 10 人，副研究员 1 人，主治医师 7 人，住院医师 7 人。今年

新晋正高职主任医师 1 人，新增副高职副主任医师 1 人，新增副教授 1 人，新增主治医师 2 人。 

（2）2017 年度圆满完成 2013 级和 2014 级临床八年制神经病学系统课大课及临床见习任务共

计 121 学时，出题、监考和阅卷各 4 学时；完成 2014 级基础八年制大课及临床见习任务共计 28 学

时。 

（3）2017 年培养研究生 24 人，包括临床型博士研究生 1 人，科研型博士研究生 8 人，临床型

硕士研究生 9 人，八年制学生 6 人。2017 年毕业 16 人，其中八年制博士 8 人，临床博士 1 人，临

床硕士 1 人，科研博士 2 人，科研硕士 2 人，在职博士 2 人，均顺利通过毕业答辩并获得博士学位。 

（4）作为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基地，继续承担住院医师的培养任务。今年有 3 人完成轮转计划，

3 名住院医师新入科，正在我科学习的住院医师 5 人。完成北京市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及专科进修

医师培训理论课 260 学时。 

（5）加强教学管理、坚持教学改革，今年参与完成 2014 级临床八年制学生本科教学改革工作，

设立研究生班主任，更加系统全面地开展研究生教学工作。 

（6）完成卫计委正高和副高的考试大纲修订，多人次参加卫委人事司的专科医师考试题的审题

工作；承担全国在职申请研究生学位的培训大纲撰写以及考试样题的出题工作。 

（7）作为牵头单位，初步制定医学部神经内科专科医师培训细则及考核方式。 

（8）组织完成医学部住院医师考试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的出题和考务工作；多名教师参加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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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第一阶段考试的出题工作，并参加北京市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的考试工作。 

（9）顺利完成三项国家级继续医学教育项目，包括全国周围神经病学习班（150 人）、骨骼肌

疾病学习班（200 人）、神经超声及眩晕学习班（200 人）；举办北京神经病学会议（250 人）。 

（10）举办各种形式的学习讨论会：神经肌肉病的病理讨论 50 次，合计 150 学时；神经影像学

读片 30 次，合计 45 学时；研究生读书报告会 50 次；研究生和年轻医师的课题讨论会 80 次。 

（11）参加年轻医师讲课比赛，举办研究生演讲比赛 1 次和研究生开题会议 1 次。 

（12）荣获北京大学第一医院优秀教师 2 人，荣获北京大学医学部成人专升本优秀教师 1 人。 

2. 科研工作： 

（1）我科 2017 年已发表论文 31 篇，其中 SCI 论文 16 篇，其中最高 IF 6.03，累计 IF 21.74；

统计源及核心期刊论文 15 篇。 

（2）参加国内外学术交流或论文交流近 50 人次。 

（3）多人在全国各地各种神经内科学习班讲课合计 350 学时。 

3. 学术地位： 

（1）入选复旦大学医院排行 2016 版神经科提名奖。 

（二）人民医院： 

1. 教学工作： 

(1) 教学力量强大：现有在职医护和技术人员 54 人，医生 24 人（正高 6 人，副高 7 人，主治

10 人，住院医生 1 人），护士 22 人（主管 1 人，护师 11 人，护士 10 人），技师 8 人。病床 50 张（其

中脑电监测病床 4 张）。现职博士生导师 3 人。 

(2) 保质保量的完成了本科生的教学工作。配合医学部教学改革，大学生神经病学课程增加了

见习实习课时，缩减了大课课时。今年共完成 2013 级和 2014 级本科生大课 20 学时，实习见习课时

为 72 学时，总课时为 92 学时，与去年基本持平。讲课的内容最新版教科书内容为参考结合国内及

国际上的最新进展、相关研究结果贯入其中，同时增加与学生的互动，注重学生的反馈，有两名高

年主治医脱产负责、顺利完成了教学任务。同时鼓励科内青年教师参加医院青年双语教学比赛，我

科范洋溢主治医师取得一等奖的优秀成绩。我科徐燕主任医师参加 2017 年“健康中国行”-北京市

健康科普大赛获二等奖。 

(3) 研究生教育方面：目前我科有在读研究生共 13 名，其中统招临床博士 1 名，统招科研博士

2 名，统招临床硕士 7 名，在职博士生 3 人。研究生在科室领导和各位导师的关怀和指导下，临床

技能、科研能力以及心理素质均有很大的进步。 

(4) 加强住院医师范化培训工作：科室还承担了北京市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的任务，均能保质

保量的完成以上工作。今年新接受 2 名神经内科专业的规范化培训医师，并招收进修医师十余名。

全年完成了 12 次教学查房工作（约每月一次），约 200 次主任查房工作，400 余人次的主治医师查

房工作；积极参加了人民医院内科病例巡讲的病例提供及讨论。每周一次主任亲自主持的疑难病例

会诊，讨论疑难病例的诊断及治疗方案；每两周一次晚间科研会，由年轻医生为主体，介绍各自研

究工作进展及最新指南的解读，提高自身业务水平。此外，科室安排进修医师及住院医讲课，共完

成 50 余次。多名教师担任北医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第一和第二阶段考试考官 

(5) 积极参与教学改革：科内大部分医师积极参加了主治医师岗前培训、授课技巧、PBL、命

题等师资培训，发展信息化学习和信息化管理。完成了八年制教学大纲的修订工作，全面开展 PB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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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主要体现在实习工组安排的改善，尽可能有更多的时间接触典型病例，跟随有经验的高年主

治医师到患者床旁进行问病史、查体、阅片等学习；同时增加了见习专家门诊的数量。 

(6) 加强人才队伍建设：今年共派送本科医生到国外学习 3 人次，分别在各自的专业领域取得

一定的成绩。 

(7) 组织各种专业考试：科内建立自己的考试题库，有专人安排轮转医师、研究生及进修医师

等医师的出科考试，考核合格率 100%。科室医生还积极参加八年制学生的临床思维和技能考核。 

(8) 积极进行教学评估：我科目前全面实施了教学绩效考核工作，对教学活动进行了量化和标

准化。并通过病例讨论、小讲课及科研讨论会等方式，进行更深入的学习。 

(9) 继续医学教育：科室领导鼓励大家积极参加国内外各种学术会议、学术交流以及科室主办

的各种继续教育项目。我科所有医师均顺利通过北京市继续医学教育学分审核。 

2. 科研工作： 

(1)我科共发表文章 15 篇，其中 SCI 文章 8 篇,最高影响因子达 6.032。参加国内外学术交流论文

多篇，科内多人参加国内外会议并发言。 

(2) 科室共承担三项科研课题。 

(3) 积极开展急性缺血性脑血管病血管内治疗。 

(4) 每月两次科研报告会，进行学术交流。 

(5) 积极开展多学科合作：我科始终积极与多学科合作，与我院睡眠中心、神经外科、风湿免

疫科、老年科及北京大学神经科学研究所进行多次协作，包括开展联合门诊。 

3. 学术影响： 

(1) 多位医生在国家各级学会当选为副主任委员或常委、委员，多位医生担任学组及协会担任

常务理事及副秘书长等职务。 

(2) 今年我科与影像科、神经外科合作，积极开展急性缺血性脑血管病血管内治疗。 

(3) 重视科室的对外宣传，我科徐燕主任医师多次在中央电视台及北京卫视的“健康之路”“养

生堂”等节目中做客，讲授相关疾病的科普及最新进展。我科常年在南沙沟医院等社区进行出诊及

讲课。 

(4) 今年我科新开展神经内科记忆门诊及头痛专科门诊，并与老年科、精神科及睡眠中心联合

开展老年记忆心理联合门诊及睡眠门诊，对广大患者就诊提供方便。 

（三）第三医院： 

1. 教学工作： 

(1) 樊东升教授继续担任北京大学医学部神经病学学系主任，主持神经病学系日常工作。 

(2) 教师梯队合理：神经内科教研室现有教授 2 人，副教授 5 人；博士生导师 1 人，硕士生导

师 7 人，导师指导小组成员 4 人，主任医师 6 人，副主任医师 14 人，主治医师 9 人；硕士以上学位

者 26 人（其中博士 23 人）。有 16 位教师具有国外留学或进修的经历。今年有 1 位医师晋升教授，1

位晋升副主任医师。 

(3) 2017 年度圆满完成了临床专业 2013 级八年制医学生和基础医学 2014 级临床教学工作。无

教学差错或事故。其中临床专业 2013 级八年制医学生理论授课 56 学时，见习带教 144 学时；出题、

监考和阅卷各 4 学时；基础医学 2014 级临床理论授课 14 学时，见习 28 学时；临床药学 2011 级理

论课时 6 学时，见习带教 6 学时；2016-2017 年度进修医师教学课时 117 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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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2017 年共有 3 位临床型博士研究生和 1 位科研型博士研究生顺利通过毕业答辩，获得博士

学位。2017 年在读的各类研究生如下：临床型博士研究生共 5 人（冀拓，伍楚君，赵晨，方可，李

园）；科研型博士研究生 2 人（田丹阳，李娇，陈勇）；临床型硕士生 2 人（陈君逸，郭欣桐）。2017

年新入科研究生：科研型博士研究生 1 人（张林静）；临床型硕士研究生 1 人（穆巴拉克，万孟夏）。

在读研究生共获得学校各类奖励 15 人次。2017 年共有三位医师参加执业医师考试（方可，赵晨和

郭欣桐）。 

(5) 作为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基地，继续承担住院医师的培养任务。今年有 2 人（霍霖宇，董

荃）顺利完成轮转计划。北医三院北戴河院区派出 1 名主治医师在我科轮转（金萍萍）。正在北医三

院神经内科基地学习的住院医师有 3 人（张子妍，沈丽娜，侯芳林）。2017 年度我科有 5 人顺利通

过北京市一阶段考核理论和技能考核（李园，陈君逸，刘向一，霍霖宇，董荃）。神经内科设置规范

化培训住院医师聘任导师制度，目前我科共有住院医师指导教师 27 人。 

(6) 加强教学管理、坚持教学改革：每周举办研究生工作例会，研究生和导师每周见面。研究

生的临床工作、课题开题、进展、论文撰写等均有条不紊的展开。在八年制教学中，与北京大学医

学部教改课程进行衔接，并做出相应调整。例如 2014 级八年制教学由 2018 年 3 月提前到 2017 年

11 月开始。严格执行北医三院教师准入制度，在科内施行集体备课、预讲试讲和评估等制度，严格

保证教学质量。参与临床专业医学生的导师制培养，按照教育处进行定期考核。2016 年底开始，在

樊东升教授带领下，科室多次组织国内专家顶级会诊和教学查房，为青年医师基础知识和临床、科

研水平的提高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促进作用。 

(7) 加强对青年教师的培养：截止 2017 年底，预计张英爽副主任医师和马妍主治医师即将结束

国外学习回科。科室多为年轻医师在国内外会议进行发言和壁报交流等。何及医师和陈璐医师分别

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和青年科学基金项目支持。 

(8) 樊东升主任医师、鲁明主任医师、徐迎胜主任医师、李坚副主任医师、孙庆利副主任医师

等高级职称教师担任北医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第一和第二阶段考试考官，并参与命题及阅卷工作。 

(9) 顺利完成三项国家级继续医学教育项目即 “全国电生理学习班”和“第全国脑血管病新进

展诊治学习班”，2017 年科室举办首届“全国运动神经元病学习班”；完成 4 次北京市继续医学教育

项目--“北京大学卒中论坛”。 

(10) 邀请国内外专家进行讲座和教学查房：本年度邀请加拿大哈利法克斯，达尔豪斯医院医学

神经科学系的张樱教授在神经科做题目为：“Decoding  Locomotor Circuits in the Mouse Spinal Cord”

的讲座，以及中科院心理所叶铮教授精彩报告。吸引了来自不同医院、不同科室的多位研究生、医

学生、住院医师、轮转医师和进修医师参加。全年共组织三次国内顶级会诊，包括多系统萎缩专题

教学会诊、中枢神经系统炎性脱髓鞘疑难病例专题教学会诊和周围神经疑难病例专题教学会诊。 

(11) 积极参与教学科研及教材编著。樊东升教授获得省部级教学基金 15 万元。本年度发表教

学论文 5 篇。由我科医师担任副主编的教材包括：脑卒中规范化防治系列丛书《脑卒中内科治疗》

（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脑电图手册》（天津：科技翻译出版有限公司）；参编教材包括国家医

学电子书包《神经病学》（人民军医出版社）。 

(12) 科室获得 2016-2017 年度北京大学第三医院教学优秀集体三等奖，张华纲副主任医师获得

北京大学医学部优秀教师，宋红松副主任医师获得优秀纵向住院医师班主任，八年制学生赵晨获得

北京神经科学学会青年演讲比赛一等奖,陈君逸获得北京大学第三医院住院医师病例汇报大赛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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奖,方可获得第二届北京大学第三医院讲课科普演讲比赛二等奖。科室研究生获得各类奖学金十余项。 

2. 科研工作： 

(1) 截至 11 月底，我科 2017 年已发表论文 36 篇；其中 SCI 论文 12 篇，最高 IF 12.124、累计

IF 38.886；统计源及核心期刊论文 24 篇。另出版专著 1 部。 

(2) 本年度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1 项。多项国家、省部级重点课题顺利进行中。 

(3) 进一步扩大和完善我科“运动神经元病”、“脑血管病”和“肯尼迪病”三大临床资料数据

库。目前，“运动神经元病”、“脑血管病”数据库纳入的患者均超过 3000 例，“肯尼迪病”数据库达

200 余例。 

(4) 坚持每周的“科研例会”制度，内容包括“英语读书报告”、“专家讲座”、“CPC 临床病理

讨论”等，启发大家的科研思路，提高大家的科研兴趣和水平。 

(5) 进一步加强实验室建设，目前，在“电生理学”、“神经肌肉病理”、“分子实验学”等方面

具备独立科研能力。 

(6) 参加国内外学术交流或论文交流 30 余人次。 

3. 学术影响： 

(1) 樊东升教授当选为“中华预防医学会自由基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樊东升教授同时担任多

个国家或地方二级学会的主任委员或副主任委员；多人次在国家二级、三级学会或北京市二级、三

级学会新当选为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或常委、委员。 

(2) 坚持每季度一次的“北京大学卒中论坛”，今年举办了“北京大学卒中论坛 10 周年庆典及

第 40 次学术会议”，北京市各大医院专家教授百余人出席。“论坛”将讲座与病例讨论相结合，独具

特色，成为北京市、乃至全国卒中领域有影响力的品牌。 

(3) 樊东升教授作为共同主席之一，主办并主持“中国神经病学论坛 2017”。这一由韩启德副主

席题词的论坛已连续举办多届，今年参会人数超过千人，成为全国神经病学领域有重要影响力的会

议。 

(4) 举办 “第 1 届全国运动神经元病学习班”、“第 14 届全国电生理学习班”，吸引全国各大医

院的逾百名医生参加；举办“第 5 届脑血管病新进展学习班”，吸引全国上百位医生参加。 

（四）积水潭医院： 

1. 教学工作： 

(1) 北医八年制教学：2017 年度我科圆满完成了 2013 级北医八年制临床专业医学生的教学任务，

无教学差错或事故。其中理论授课 32 学时；见习带教 35 学时；出题、监考和阅卷各 4 学时；严格

教师准入制度，所有新晋教师均提前试讲。北医教学讲课坚持试讲与督教制度，在人员和教案上均

做到二线准备，讲课内容融入国内、国际研究的最新进展，课堂与学生充分互动，提高学习的主动

性，根据学生课堂反馈不断改进完善。完成带教 2012 级北医八年制生产实习 19 人次，带教时间总

计 36 周，带教老师认真耐心带领实习同学问诊、专科查体训练、病例分析、技能操作等，获得实习

同学的一致好评，圆满完成了 2017 年度的生产实习带教任务。 

(2) 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作为内科及全科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基地，继续承担住院医师的规

范化培养任务，共培训基地轮转医师 29 人次。科室制定了培养计划、病例病种数、临床操作规程、

出科考核计划、讲课内容等，规范管理轮转医师月考、出科考核，同时建立学员病历汇报制度；积

极组织开展小讲课、英文教学查房、主治、主任医师教学查房、指南解读等工作，并通过互联网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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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管理系统进行教学工作量的统计与监督，学员评价反馈做到双向沟通，可以及时调整轮转医师培

训中的不足，在完成规范化培训的基础上更好的满足学员在临床工作中的需求，从而圆满完成了神

经科的临床培养计划。每周组织一次疑难病例讨论，每月组织一次溶栓例会讨论，通过总结具体临

床工作中的问题逐步完善流畅临床诊疗流程。 

(3) 我科大部分带教医师均参加了北京医学教育协会、北医组织的带教师资培训、PBL 教学培

训、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考官能力培训、医学教育高峰论坛等师资培训班。从而加强我科教师队伍

的培养。 

(4) 我院教育处组织青年医师双语教学理论授课比赛，我科青年医师荣获三等奖。 

(5) 顺利通过北京市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基地动态评估审核。 

(6) 多名医师参加国内会议讲学。 

(7) 加强人才队伍建设：我科多名中青年医师参加国内各大医院神经内科主办的学习班进行学

习交流，不断提高临床专业技能。 

2. 科研工作： 

(1) 截至 11 月底，我科 2017 年已发表统计源及核心期刊论文 3 篇。 

(2) 每月第三个周一举办溶栓例会，总结经验，交流国内外最新指南及共识。 

(3) 目前正在参与 3 项多中心临床研究.。 

(4) 参与北京市专科医联体合作，加强人才培养及临床研究，深入开展广泛的业务合作与学术

交流。 

3. 学术影响： 

(1) 多人次在国家二级、三级学会或北京市二级、三级学会新当选为常委、委员。 

（五）北京医院： 

1. 教学工作： 

(1) 教师队伍健全：神经内科教研室现有教授 4 人、副教授 6 人、硕士生导师 4 人；主任医师

20 人；副主任医师 5 人，主治医师 7 人；硕士及以上学历 25 人（其中博士 13 人）。 

(2) 本科生及八年制授课：由于医学部教学改革，调整了大学生神经病学课程的安排，缩减了

大课课时。我们始终坚持集体备课、试讲与督教制度，在讲课内容上追求创新，同时增加与学生的

互动，注重学生的反馈。本年度圆满完成北医 2014 级临床专业医学生教学任务，无教学差错和教学

事故。其中理论授课 20 学时，见习带教 70 学时。我科的本科生讲授也受到了学生们的好评。 

(3) 研究生培养：2017 年神经内科有 3 位硕士研究生顺利通过答辩，获得硕士学位。今年新招

收硕士研究生 2 人。目前在读研究生共 8 人，临床型 6 人，科研型 2 人。这些研究生在导师的关怀

和指导下，临床技能、科研能力、心理素质以及道德情操均得到了不同程度的进步。按照神经内科

住院医师的培养方案培养研究生，有利于全北京市医务人员的并轨管理，比如统一专科培养方案、

统一专科第一阶段及第二阶段考试等，同时促进住院医师的规范化培训，顺应医疗改革。 

(4) 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我科作为住院医规范化培训基地，继续承担住院医师培养的任务。

今年我基地有 7 人完成北京市住院医一阶段培训，5 人顺利通过考核，1 人顺利通过北京市住院医二

阶段考核。我科派出教师担任北京市住院医规范化培训考试的考官，参与考核和阅卷。全年完成了

50 次教学查房工作，200 次主任查房工作，400 余人次的主治医师查房工作；每周一次疑难病例查

房，讨论疑难病例的诊断及治疗方案；每月一次参加组织北京市神经病理讨论；每月组织一次午间



 

 47 / 102 

英语讲课，由年轻医生及研究生为主体，介绍各自研究工作进展及临床典型及少见病例的诊疗体会，

提高自身业务水平。完成了进修医师的培训任务，坚持每周的进修医师讲课，讲授从神经内科基础

理论知识到最新研究进展的知识，共完成 40 余次。 

(5) 加强人才队伍建设：我科连年不断派送年轻医生到国外学习。今年 4 月到 7 月派送徐蕾主

治医师到美国芝加哥拉什大学医疗中心，学习急性缺血性脑卒中动脉取栓。目前我科于会艳副主任

医师和李淑华主任医师分别在美国芝加哥大学和德国乌尔姆大学附属医院进行学习中。 

(6) 组织各种专业考试：2017 年有多名医师进入神经内科培训，并参加出科考试（包括：八年

制临床型博士研究生、临床型博士研究生、神经科专科医师、内科专科医师、眼科轮转医师、康复

科轮转医师、住院医师等），考核合格率 100%，为培养合格人才打下良好基础。根据教育处要求组

织 2014 级五年制二级学科出科考试。考试内容包括：临床思维和技能（腰穿）、理论考试（神经病

学理论、专业英语）。此外，我科十分注重轮转医师的考核工作，除结合平时表现外，专门组织他们

的出科考试，每两个月更换出科试题，由教学主任审核，考试后由教学秘书进行阅卷，并进行试卷

分析，由教学主任进行成绩审核。各位轮转医师均反映我科的考核制度规范、认真。 

(7) 加强对青年教师的培养：要求科里青年教师积极参加北医及院里组织的授课讲座，并积极

参加大课试讲。 

(8) 加强教学管理：在北医大学生教学工作中，进一步扩大 PBL 教学、标准化病人教学课时比

例；在科内施行集体备课及预讲等制度，严格保证教学质量。 

(9) 继续教育：今年我科完成 4 项北京市区级继续教育项目。科室领导鼓励大家积极参加国内

外各种学术会议、学术交流以及科室主办的各种继续教育项目。 

2. 科研工作： 

(1) 截止至 11 月初，神经科共发表各类论文 23 篇，其中 SCI 收录 12 篇。 

(2) 多项国家、省部级课题顺利进行中： 

(3) 多人次参加国内外各种会议交流，发言。 

3. 学术影响： 

(1) 举办两次国内会议。 

(2) 多人次在国内各级会议上讲学。 

（六）世纪坛医院 

1. 教学工作： 

(1) 本科生及七年制教学：圆满完成教学任务，无教学事故。承担了首医临床五年制 2013 级神

经病学教学，共 36 学时，包括 18 学时理论课，18 学时见习课；以及 14 级北京大学医学部预防医

学系神经病学教学，共 29 学时，包括 14 学时理论课，15 学时见习课。学期考试结束，全部考生通

过考试。护理完成了燕京医学院、城市学院学生的带教工作。完成首都医科大学护理本科神经病学、

精神病学、成人教育及神经康复教学任务。 

(2) 研究生教育：硕士在读人数 2 人，2017 年毕业人数硕士 1 人；硕士答辩 1 人；硕导 1 人；1

名在职博士参加北大医院举办的开题报告,1 名在职博士参加首都医科大学举办的开题报告。承担研

究生教学中腰椎穿刺授课 2 学时。 

(3) 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专业基地新接收 2 名单位人、1 名专业型硕士进行神经内科住院医师

规范化培训。接收内科及全科住院医师轮转 33 人次。科内每周举行主治医师查房，共计 41 次，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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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举行小讲课 1 次，共计 41 次。基地教研室进一步加强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管理、规范培训工作、

完善相关资料，顺利通过国家卫计委及北京市卫计委组织的动态评估工作。基地主任、教学主任及

教学秘书积极参加北京医学教育协会举办的住培管理人员培训班，另有 1 人参加国家级师资培训、8

人次参加市级师资培训，全员参加院级师资培训。参加北京市住院医师阶段考试监考工作。 

(4) 考试：1 名研究生参加天坛医院举办的一阶段考试。1 人承担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住院医师

考官工作。 

(5) 新增副主任医师 1 人、副教授 1 人。2 位青年医师分别到北大医院、天坛医院进行为期半年

的培训。 

(6) 教材编写：贺茂林主任正在编写人民卫生出版社的新版 5 年制神经病学脑血管病的内容。 

(7) 继续教育：2017 年 11 月 17-18 日，成功举办第四届国家级继续教育项目“急性脑梗死的溶

栓治疗及卒中早期治疗进展”学习班。学员来自北京、河北、内蒙古、天津等地，参会人数在 100

人。 

(8) 对口支援：南口医院，先后 4 名医生下基层，每人 3 个月。 

2. 科研工作： 

(1) 截至 11 月底，共发表论文 8 篇，其中 SCI 论文 6 篇。 

(2) 申请医院科研基金 2 项共 5.5 万。 

3. 学术地位： 

(1) 付睿任北京神经内科学会理事，北京神经内科学会脑血管病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 

（七）306 医院 

1. 教学工作： 

(1) 教学力量：神经内科现有人员 75 人。其中主任医师 1 人，副主任医师 2 人；主治医师 12

人，住院医师 6 人。护士 52 人，技术员 2 人。研究生导师 1 人。 

(2) 高质量完成轮转医生、实习医生的带教工作。我院是陆军医科大学（原第三军医大学）、空

军医科大学（原第四军医大学）、河北医科大学、成都医学院的教学医院，2017 年我科完成了临床

医学专业实习 30 余名同学的教学任务。完成北医八年制基础系 30 余名同学早期接触临床神经科见

习授课任务，林甜、于一娇主治医师认真带教，得到学生高度好评。接受各科住院医师轮转临床带

教任务 10 余人次。 

(3) 加强住院医师培训工作：每周三在科室内组织业务学习培训，每位医生介绍各自研究方向

临床进展及典型、少见病例的诊疗体会，提高自身业务水平，参加人员计 1000 余人次。全年完成了

50 次教学查房工作，350 次主任查房工作，400 余人次的主治医师查房工作。 

(4) 研究生教育：蔡艺灵院长作为导师，带教 1 名硕士研究生 2017 年顺利毕业。 

(5) 此外，积极宣传科室前沿技术。在医院学术午餐会授课 8 人次，听课人员共计 160 余人次。

3 月与耳鼻喉科共同举办“世界睡眠日”义诊活动，10 月与神经外科一起举行“世界卒中日”义诊

活动，同时还参加国家卫计委及中国卒中中心联盟的大型义诊活动，为广大患者普及卒中知识。于

一娇、玄璿、金向红等同志 3 人次到孙河社区基层医院进行讲课，指导业务工作。3 人在医院健康

大讲堂授课，听课人员共计 60 余人次。 

(6) 人才队伍建设及继续医学教育：刘丽副主任医师拟赴国外学习先进技术。玄璿主治医师攻

读博士学位。选派孔祥锴主治医师到天坛医院进修。韩雪医师参加宣武医院神经超声学习班。文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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玲医师参加海军总医院举办的疑难疾病进展学习班。神经电生理室技师刘煜、邢红菊到外院进修学

习神经电生理技术。15 位医师参加各种短期学习班。26 名护理人员参加 40 多项培训。彭星护士长

参加学习班后取得国际伤口治疗师证书。张敏护士长参加 PICC 学习班，获得 PICC 证书。彭星、张

娣、李晶晶取得全军重症专科护士证书；王方取得全军糖尿病专科护士证书。王方、胡佳佳护士作

为文职人员被医院聘任主管护师。 

2．科研工作： 

(1) 截至 11 月底，共发表统计源期刊发表论文 3 篇。多篇论文被国家级、军队级学术会议收录，

进行大会发言、壁报展示。1 篇论文在中国脑血管病大会壁报交流并大会发言。中国脑卒中大会论

文北斗奖 2 篇、优秀论文二等奖 1 篇。全国神经重症大会优秀论文 1 篇。1 篇论文在中华护理学会

国际造口、伤口大会上书面交流。医院护理年会二等奖 1 篇、优秀奖 1 篇。参编专著 1 部。获实用

型专利 2 项。 

(2) 本年度新获得国家、北京市课题 4 项：首都临床特色应用研究重点课题 1 项；国家卫计委

脑防委协作课题 1 项、第二军医大学长海医院协作课题 1 项、国家“十三五”重点研发计划重大慢

病非传染性疾病防控研究重点专项协作课题 1 项（含分课题 3 项）。目前在研国家、军队、省部级课

题 8 项。在研课题：蔡副院长军队实验技术研究项目重点课题 1 项、首都临床特色应用研究重点课

题 1 项；林甜北京自然基金 1 项；刘丽军委后保部卫生局青年培育-成长项目课题 1 项；蔡院负责国

家卫计委脑防委协作课题 1 项、第二军医大学长海医院协作课题 1 项、国家“十三五”重点研发计

划重大慢病非传染性疾病防控研究重点专项协作课题 1 项（含分课题 3 项）、北京市科委计划协作课

题 1 项。 

3. 学术地位： 

(1) 14 人在国家、军队、省部级学术组织任职。蔡院 2017 年新任中国医师协会神经介入专委会

副主委。多人次在国家、军队、北京市二级、三级学会任委员。 

(2) 在全国、全军、北京市会议上进行专题发言、授课、主持 60 余次。蔡院在国际脑血管病高

峰论坛、中国女医师协会论坛、中国脑卒中大会、中国脑血管病大会、新纪元国际脑血管病大会、

全军神经内科年会、中国卒中学会神经介入年会、上海东方脑血管病国际大会、北京大学卒中论坛

等大会发言、授课、主持。杜娟、刘丽、崔永强、王贵平、张照龙、文婉玲等医师在全国、北京市

各种学术会议讲课 10 人次，包括 CFCVD 大会、全国重症神经大会、天坛脑血管病大会、中国卒中

学会 ICAS 病例比赛、北京市神经内科学会神经介入分会成立大会暨 2017 年京津冀脑卒中血运重建

沙龙、中国卒中学会第三届学术年会、北京大学卒中论坛等、中国医师协会神经介入年会暨第四届

中国神经介入大会、中国卒中联盟 CAPTAIN 培训班、全军糖尿病护理培训班等。其中崔永强在中

国卒中学会 ICAS 病例比赛中获二等奖，文婉玲在中国医师协会神经介入年会暨第四届中国神经介

入大会病例比赛中获第三名。 

（八）北大深圳医院： 

1. 教学工作： 

(1) 教学力量强大：神经内科现有人员 43 人。其中主任医师 6 人，副主任医师 7 人，主治医师

1 人，住院医师 5 人,技师 3 人，护士 21 人，技术员 9 人，另有合同制人员 2 人。现职硕士导师 2

人。 

(2) 保质保量的完成了本科生的教学工作。由于医学部教学改革，调整了大学生神经病学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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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安排，增加了见习实习课时，缩减了大课课时。今年共完成 2012 级和 2013 级本科生大课 12 学时，

实习见习课时为 240 学时，总课时为 252 学时，与去年基本持平。继承严肃认真、一丝不苟的优良

传统，坚持集体备课、试讲与督教制度，每次讲课在人员和教案上均做到二线准备，在讲课内容上

追求创新，将国际上的最新进展、相关研究结果贯入其中，同时增加与学生的互动，注重学生的反

馈，通过。 

(3) 研究生教育：目前我科承担了在读研究生共 8 名的教学工作，其.中今年新招学生 3 人，明

年毕业的研究生 5 人。这些研究生在导师的关怀和指导下，临床技能、科研能力、心理素质以及道

德情操均得到了不同程度的进步。根据北京市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神经内科细则，对八年制二级学

科及研究生教学大纲和培养方案内容进行了修订，实现北京大学医学部八年制二级学科及研究生培

养方案与北京市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的统一。按照神经内科住院医师的培养方案培养八年制及研究

生，有利于全北京市医务人员的并轨管理，比如统一专科培养方案、统一专科第一阶段及第二阶段

考试等，同时促进住院医师的规范化培训，顺应医疗改革。每周五开展研究生中英文读书报告会，

调动学生的主观能动性，由研究生自选题目，进行学术交流，大家精心准备，积极踊跃参加，全年

完成超过 40 次。 

(4) 加强住院意识规范化培训工作：全年完成了 10 名住院医师第二年的医师培训计划，招收进

修医师 4 名。全年完成了 24 次教学查房工作，200 次主任查房工作，400 余人次的主治医师查房工

作；完成 48 次临床教学病例的讨论工作，疾病种类包括脑血管病、周围神经病、脑卒中以及脑代谢

性疾病；每周一次疑难病例会诊，讨论疑难病例的诊断及治疗方案；每两周一次卒中小组与神经外

科、介入科、影像科、康复科等联合阅片、讨论治疗方案；每两周组织一次晚间小讲课，由二线医

生为主体；每周五一次读书讨论会，由年轻医生及研究生为主体，介绍各自研究工作进展及临床典

型及少见病例的诊疗体会，提高自身业务水平。此外，积极响应医学部及教育处开设社区医学教育

的精神，安排科主任、护士长讲授脑血管病健康教育及病人护理知识，并安排实习机会。完成了进

修医师的培训任务。 

(5) 积极参与教学改革：今年我科大部分主治医师以上级别的教师均参加了主治医师岗前培训、

团队式教学、授课技巧、等师资培训，进一步完善以器官系统为中心、大课和临床见习同时进行、

减少老师讲授大课、增加学生自主学习和讲课的教学模式，发展信息化学习和信息化管理。完成了

八年制教学大纲的修订工作。改革工作一如既往的严谨求实，在大课改革中，我们进行了多次集体

备课，希望新内容更符合大学生当前的教学需要，同时以注重能力的培养为重，增加引导启发式教

学方式，同时花大力气进行了新的教学大纲的修订、新的题库的建设。在神经内科实习期间遵照上

一年度督教组的评议意见，进行内容调整和改进，增进师生互动，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学习神经内

科期间，同学们总是反映神经系统太过抽象，难以理解，而且神经内科自己固有的辅助检查过多，

以往在见习其它学科时很少遇到。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教研室经多次研究决定，尽量减少抽象的理

论授课，增加临床实践机会，以实践加深学生对书本知识的理解。主要体现在：在实习神经内科期

间，每日均有至少一个小时进入病房，跟随有经验的高年住院医师进行问病史、查体、阅片等学习；

同时增加了见习专家门诊的数量，增加了见习我科特色的辅助检查室如肌电图、脑电图、神经超声

等。 

(6) 加强人才队伍建设：除了实验室硬件设备的高速发展，我们更注重试验数据的科学性和国

际标准以及人才建设。连年不断派送年轻医生到国外学习。今年我科吕金华主治医师派北大医院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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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7) 组织各种专业考试：作为组长单位，我科一直担负着为本科生考试出题阅卷的组织工作。

今年我们又进一步完善了题库内容，结合学生教学中遇到的具体问题对题库进行了修改，并顺利组

织了本科生毕业考试和一阶段考试的出题考核工作，考题符合学校的要求，学生考试也获得了满意

的成绩。此外，我科还组织各级考试命题工作，根据考试结果和反馈及时组织各级医师学习，以利

于拓宽知识面，了解最新要求和进展，提高命题总体水平。严格遵守上级部门和教育处规定，对各

位命题教师严格要求及多轮审核试题，结合实际临床工作中讨论的重点难点，提高对学生全面临床

能力的提高，而不仅是死记硬背。对试题严格保密。在教学主任的督导下，根据不同考生的培养方

案制定不同的考试、考核方法，并制定了各类培训人员的出科考试流程、考试细则及评分原则。2016

年有多名医师进入神经内科培训，并参加出科考试，考核合格率 100%，为培养合格人才打下良好

基础。完成了医学部的临床研究生的第一、二阶段考试工作，完成其出题任务、判卷以及各类考务

工作，考试内容包括：理论考试（神经病学理论、专业英语）、临床思维和技能（病史询问和查体、

病历书写、阅片和病例分析等）。此外，我科十分注重轮转医师的考核工作，除结合平时表现外，专

门组织他们的出科考试,由教学主任审核出题，考试后由教学秘书进行阅卷，并进行试卷分析，由教

学主任进行成绩审核。各位轮转医师均反映我科的考核制度规范、认真。 

(8) 积极进行教学评估：在北大医院教育处的组织协调下，逐步摸索和完善教学绩效管理。自

2013 年起，我院已全面实施了教学绩效考核工作，对教学活动进行了量化和标准化。按照医院教育

处的要求，结合我科的特点，我科要求教授每年需完成教学绩效 30 学时，主任医师、副主任医师、

主治医师每年需完成教学绩效 80 学时。确定年轻大夫必须完成至少 1 年的教学带教任务才能够提副

高级职称。对在岗医护人员进行培训次数约 100 次。2016 年，通过病例讨论、小讲课、团队式教学

等方式，我科每一位教师均超额完成教学任务，体现了我科对教学工作的高度重视。 

(9) 完成医学部夜大学的教学任务。本年度我们继续由主治医师及副高职医生承担大专生的大

课讲授工作，共完成学时 48 学时，进行了神经病学总论和各论部分的讲解。此外，还承担了部分专

升本学生在我科的实习轮转工作。 

(10) 继续医学教育：科室领导鼓励大家积极参加国内外各种学术会议、学术交流以及科室主办

的各种继续教育项目。我科所有医师均顺利通过北京市继续医学教育学分审核。 

2．科研工作： 

(1) 共发表文章 4 篇，其中 SCI 文章篇，最高影响因子 1.39。 

(2) 吴军教授 2015 年的 300 万重大专项课题“急性缺血性脑血管动静脉溶栓”结题。目前在研

省市级课题 5 项。 

(3) 目前正在参与 1 项四期药物临床研究。 

(4) 新开展急性缺血性脑血管病血管内治疗。 

3. 学术地位： 

(1) 成功举办了国家级继续教育一项，邀请多名中外有影响力的专家介绍神经病学各领域最新

研究进展。来自全国的 200 余名医生参加了培训，使我科的知名度进一步提升。 

(2) 今年我科与影像科、神经外科、介入血管外科合作，开展了急性缺血性脑血管病血管内治

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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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存在的问题和不足： 

2017 年，北京大学医学部神经病学学系在各方面继续取得进步：圆满完成了各项教学任务，继

续扩大教学改革；发表文章的质量和数量均有所提高；学术地位稳步提升。但我们仍应清醒的意识

到，来自兄弟单位的竞争十分激烈，在全国专科排名中，北医各附属和教学医院神经科未能进入前

10 名。这说明，我们多数医院的基础仍较薄弱、教学和科研实力仍欠强大、有发展潜力的中青年专

家仍然欠缺。这是制约我们发展的几大因素。也是我们在将来工作中应着力解决的问题。 

 

2018 年度工作计划 

一、积极探索教学改革 

坚持与北医教改计划相一致，继续探索教学改革。为此，我们将进一步扩大 PBL、SP、CBL 教

学比例；努力提高教学医院的教学意识和水平；积极培养青年教师；在条件成熟时，扩大集体备课

的范围，以保证各附属医院和教学医院教学质量的一致性，培养出可为北医未来发展做出贡献的优

秀毕业生。 

二、加强各附属和教学医院的合作 

北京大学各附属和教学医院均具有自己的特色，在临床、教学、科研等方面具有独特特点。例

如，第一医院以脑血管病、神经肌肉病、线粒体病的研究为主；人民医院以脑血管病、中枢神经系

统自身免疫病的研究为主；第三医院以运动神经元病及相关疾病、电生理学研究为主。2018 年，我

们计划整合各医院的优势，联合讨论教学计划、开展联合查房和会诊、共同举办学术会议等，取长

补短，更好的为学生服务，同时合力提高北医神经科的学术地位。 

三、加强人才建设 

人才是最宝贵的资源，也是学科发展的保证和动力。我们将利用各种渠道，为中青年医师提供

更多的学习、交流机会，开阔他们的视野，引导他们制定自己的发展道路，形成具有专业特色的人

才梯队。争取利用 3-5 年的时间，使北医系统神经病学专业在各个亚专业都有在全国具有影响力的

中青年专家。 

四、加强管理，进一步保证医疗安全 

医疗工作是各项工作的基础，而医疗安全又是医疗工作的重中之重。以第三医院为例，将继续

坚持网络管理、三线例会、主任查房、科巡诊、医护交流会等制度，进一步提高科室整体的临床能

力和二、三线医生的教学查房水平，同时有利于进一步保证医疗安全。 

五、稳步提高学系整体实力及其学术地位 

学系将坚持“专业突出、多点开花”的方针，利用不同医院的专业特色，及业已建立的多种平

台，继续稳固在各专业领域的优势地位，稳步提升整体实力，扩大在学界中的影响。同时，在科研

中，注重从临床中发现问题，注重科研的原创性和实用性，在发表更多的 SCI 论文的同时，努力提

高其影响因子及引用率。同时，利用各种会议进行充分交流，展示北医系统的科研实力和成果，以

扩大学术影响力。 

 

北京大学医学部神经病学学系 

2017 年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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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症医学学系 2017 年度工作报告 

2017 年度工作总结 

一、临床学系的工作概述 

2017 年是北京大学重症医学学系成立的第八个年头，在过去的一年中，北京大学重症医学学系

在学系主任安友仲教授的领导下，在学术交流方面继续承办了第九届《北京大学重症医学论坛》；教

学仍然作为学系工作的重点，进一步完善了重症医学专业教材与教学、考核体系的建设；在继续教

育方面连续举办了多次北京大学重症医学学系沙龙与病例讨论；在学科建设方面成功申报了“疑难

危重病症救治中心建设项目”。 

二、具体工作总结 

（一）主要承担的教学任务及完成情况 

1、重症医学专业教材与教学、考核体系的建设 

2017 年北京大学重症医学学系依然将重症医学专业教材与教学、考核体系的建设作为工作重点，

教材面向重症医学专业研究生、住院医师及进修医师，使医师轮转及考核规范化。目前各章节的编

写工作基本完成，并开始审校工作。 

2、住院医规范化培训及考核  

2017 年学系继续组织住院医师完成规范化培训考试。今年共有 7 名考生顺利通过第二阶段住院

医师规范化考试。 

（二）学科建设及科研活动 

作为学系主任所在单位，北京大学人民医院重症医学科今年成功申报了“疑难危重病症救治中

心建设项目”,该项目获批后将有助于提高急危重症疑难病例的救治能力；进一步扩大重症医学的学

科规模，打造大型疑难重病症救治医学中心；推动重症医学学科发展，促进人才梯队建设。 

（三）教学及学术交流情况 

1、第九届《北京大学重症医学论坛》及第二届《北京大学重症护理论坛》成功召开 

北京大学重症医学学系承办了第九届北京大学重症医学论坛及第二届北京大学重症护理论坛

（一下简称“论坛”）。论坛于 2017 年 8 月 18 日-20 日在国家会议中心成功举办。本届论坛秉承北

京大学“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学术传统与“存疑”的治学理念，继续秉承北京大学重症医学学

系“发扬北大多学科优势，打造精品论坛”的初衷，根据重症医学领域的进展，选择重点及热点内

容开展交流及讨论。本届论坛邀请到国内外顶尖医学专家，针对 Sepsis 诊断治疗的进展，国内外重

症医学的现状比较与重症医师培训，重症创伤及多器官功能支持手段抉择等发面等热点难点问题开

展了近百场的专题演讲和讨论。论坛有幸邀请到北京大学医学部主任詹启敏院士就“医学科技创新”

做了精彩的演讲，论坛还邀请了美国匹兹堡大学危重病医学和外科学终身教授，亚当斯考利休克创

伤中心创伤 ICU 主任 Tisherman 教授就美国创伤救治体系现状、外科重症医师培训及重症医学教育

等方面做了生动的讲述，来自美国匹兹堡医学院重症监护、急诊科助理教授 Seymour 教授，作为

Sepsis 3.0 重要的参与者，就 Sepsis 诊治、液体治疗的选择及时机及抗感染治疗等方面做了精彩的报

告。论坛设有血流动力学、机械通气、重症感染、镇痛镇静、重症营养、重症创伤、儿科重症、重

症护理等多个板块，内容充实多样，涵盖了学科发展前沿，兼顾理论与实践。论坛期间，“第二届北

京大学重症医学科普大赛”吸引了众多与会者的参与，参赛队员的讲解通俗易懂，现场气氛异常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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烈。本届“青年医师论坛”鼓励原创，给年轻医生提供了自我展示的平台，点评嘉宾意见中肯，参

赛医师在学习交流的同时开拓了科研思路，增长了治学经验。此次论坛吸引了全国各地千逾名重症

医学界医护技人员参会，受到与会者的广泛赞誉。  

   

2、北京大学重症医学学系病例讨论 

2017 年度延续了去年系统的病例讨论系列活动，即每 2 月由一家学系内部医院组织进行病例讨

论，本年度共举办 6 次。学系内部各兄弟医院将自己经历的疑难病例、罕见病例精心准备，附以文

献阅读，理论与实践相结合，通过多学科交流与互动，取长补短，即开阔了视野，也加深了对理论

知识的学习。 

    

 

2018 年度工作计划 

（一）2018 年北京大学重症医学学系的工作重点之一是筹备并举办第十届《北京大学重症医学

论坛》，计划在保持原有形式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大规模和影响力，第十届 《北京大学重症医学论

坛》暂定于 2018 年八月中旬召开，目前已开始着手招商事宜，计划于上半年完成论坛板块制定及国

内外专家的邀请工作。 

（二）2018 年将完成重症医学专业教材的审校工作并制定成册。该教材将成为重症医学专科医

师培训和考核的“指挥棒”，指导专培医师更好的完成规范化培训，并使考核规范化。 

（三）2018 年学系将继承 2017 年的病例讨论形式，以促进学系内部交流为宗旨，形成系列讨

论。 

（四）2018 年上半年将完成学系换届选举工作，为学系注入新鲜血液，相信新一届学系成员将

更好的为学系工作，进一步促进重症医学学系的发展，在学术交流、学科建设、教学及科研等多方

面发挥积极作用。 

（五）2018 年将成立北京大学重症医学学系呼吸治疗专业学组，进一步完善呼吸治疗专业的学

组建设，学组的成立将有利于呼吸治疗师培训规范化，加强呼吸治疗师在临床、科研等方面的综合

能力，促进学术交流。更好的发挥呼吸治疗在重症医学领域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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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外科学学系 2017 年度工作报告 

一．普外科学系情况简介 

北京大学医学部普外科学系正式成立于 2010 年 7 月 19 日，由北京大学各附属医院——北大第

一医院、人民医院、北医三院、肿瘤医院及各教学医院——积水潭医院、首钢医院、民航医院、北

京医院等的普通外科组成。去年又吸收了北京大学国际医院、解放军 302 医院等教学医院加入，为

了在国内各大院校医院的普外科激烈的竞争中脱颖而出，继续保持和巩固北京大学普通外科学科的

优势和领先地位，经过北京大学各附属及教学医院的共同努力，实现了资源整合与共享，成立了北

京大学普外科学系。外科学系由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肝胆外科原科主任冷希圣教授担任学系首届主任，

北大医院外科万远廉主任、人民医院肝胆外科朱继业主任、北医三院外科修典荣主任及北京大学肿

瘤医院外科顾晋教授担任学系副主任。人民医院肝胆外科陈雷主任医师担任学系秘书。根据《北京

大学医学部临床学系章程（草案）》规定，每三年应通过民主选举的程序进行换届选举，但由于种种

原因，首届学系成员迄今尚未进行换届。 

二．普外科学系既往工作简介 

普外科学系自成立以来，以增加兄弟医院普外科之间的学术及技术交流为宗旨，以多种多样的

学术活动为方式，促进了北京大学医学部普外科学系的整体发展。至 2017 年底，学系共举办了 32

届外科学系学术交流会，吸引了来自各附属、教学医院及北京其它兄弟医院普通外科的听众 3000

多人次，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三．2017 年活动总结 

1. 2017 年，在既往工作的基础上，普外科学系通过与继续教育部门的沟通和交流，将北医普外

科学系学术研讨会申请了继续教育学分，全年共举办了 4 次授课，每次授予 II 类学分 0.5 分。此举

吸引了更多的医师参与，远郊区的兄弟医院普外科医师也踊跃参加，扩大了北医普外科学系的知名

度和影响力。 

2. 切实增加了附属医院间的技术交流。北医各附属医院普通外科各有特色，各有专长。学系成

立之前交流和沟通不多，新技术和新思维只能局限在自己医院无法得以推广及发扬。学系成立之后，

本着“走出去、请进来” 的原则，各医院间加强了不同科室间的技术交流与传授。学系每季度由各

单位主办一次学术交流会，就临床上遇到的疑难、罕见病例的诊治进行深入的讨论，对最近的基础

研究及临床进展给予详细、系统的讲解和传授，对于临床中遇到的争议和不同观点进行热烈的讨论，

极大地拓展了思维开拓了眼界。学系各成员单位单独也主办了大量的学术会议：人民医院成功举办

了2017北京国际肝胆胰高峰论坛；北医三院成功举办第9届全国胆道外科微创技术及新进展学习班，

北大肿瘤医院成功组织第五届阳光长城学术会议暨结直肠肿瘤论坛，在国际及国内扩大了北医外科

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3. 开展医院间的科研合作。学系拟整合各成员单位的临床及科研优势，形成合力，开展广泛的

临床多中心研究及实验室研究。 

四．普外科学系 2018 年活动展望 

1. 抓紧做好普外科学系的换届选举工作。 

2. 在既往的基础上大力开展学术交流活动。 

3. 积极开展各医院间的临床技术交流。 

4. 开展普外科教学的合作及研究，提高附属医院尤其是教学医院的教学水平，适当情况下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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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科学系内的讲课比赛及讲演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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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血管外科学学系 2017 年度工作报告 

2017 年度工作总结 

2017 年北京大学心血管外科学系积极开展各项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同时也存在着一些不

足亟待改进，在此对 2017 年学系的重点工作进行简要总结。 

一、学术及内部交流活动 

1、北京大学微创心脏外科国际论坛成功举办 

2017 年 9 月 22 日-24 日，由北京大学心血管外科学系主办的北京大学微创心脏外科国际论坛在

北京大学国际医院正式召开，来自全国各地的 150 多位心外科领域的嘉宾代表出席了本次论坛。在

会议开始前，论坛特别举办了“北京大学微创心脏外科临床培训与创新中心”和“北京大学国际医

院心脏疾病中心”的成立仪式。在成立仪式后，北京大学国际医院心外发展日新月异，对心脏外科

而言，只有长期创新才能推动学科的不断发展。北京大学心血管外科学系自成立以来，联合北京大

学医学部附属医院、临床教学基地等 15 家临床教学培训中心，致力于打造北京大学心脏疾病技术品

牌。此次中心的落地将进一步深化细化微创技术、心脏杂交项目，不断开辟微创心脏外科领域的新

天地。 

此次会议邀请到了多位全国范围内微创心脏外科领域的顶级专家，针对现在微创心脏外科发展

的最前沿问题，进行了全面的讲解、沟通，并分享了现在最先进的临床经验。作为第一届北京大学

微创心脏外科国际论坛，此次活动的举办，为北京大学心血管外科学系在微创心脏外科领域与全国

各机构积极合作、沟通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北京大学微创心脏外科国际论坛 

2、学系例会交流 

7 月 26 日，北京大学心血管外科学系年中座谈会议在北京唯实大厦举行。学系主任万峰教授主

持会议，各单位成员主要负责人出席会议。会议邀请到了武汉市第一医院心血管外科陈绪军主任作

专题讲座。当日上午陈主任与学系凌云鹏教授共同演示了全动脉化搭桥手术。之后，陈主任以桥血

管选择为切入点，详尽分析了冠脉搭桥术式、移植血管选择的适应症，优缺点以及远期通畅率进行

了深入比较。晚间座谈会上，在万峰教授的主持下，学系筹备成立了微创瓣膜 TAVI、微创冠脉 Hybird、

以及心衰辅助 VAD 三个项目组并确立了带头负责人。这几个项目都是国际前沿微创项目，学系通

过成立项目组向全国推广，扩大学系学术影响力，扩展病源及医院合作，全力打造学系品牌效应，

学系各单位表示了全力的支持，并提议共享资源，实现更深一步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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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系年中例会专家合影 

3、心衰论坛 

2017 年 12 月 1 日-2 日，“2017 北京大学心国际心力衰竭外科治疗论坛”圆满举办。此次会议

由中国医师协会心血管外科分会心衰委员会主办，北京大学心血管外科学系承办。北京大学心血管

外科学系每年举办的“北京大学国际心力衰竭外科治疗论坛”，是学系的品牌学术会议。从 2011 年

首届论坛的举办，经过多年的积累，“北京大学国际心力衰竭外科治疗论坛”已经成为全国心血管外

科专业知名的会议，参与人数超过千人，为我国心力衰竭外科治疗搭建了一个良好的交流平台。 

此次论坛的主题是“中国人工心脏项目的启动”。中国医师协会心血管外科分会心衰委员会主任

委员、北京大学医学部心血管外科学系主任万峰教授担任大会主席。来自国内外心衰领域医学同仁

近 200 人参加论坛。论坛由学系秘书长张喆教授主持。 

启动人工心脏项目是本次会议的重要议题之一，万峰主任在开幕式致辞中讲到，由我们自主研

发的“长治久安人工心脏”轴流泵项目顺利通过实验动物验收，即将进入临床试验阶段。希望各位

同行共同参加动物实验和临床研究，不断探索人工心脏在心衰外科治疗中的临床应用。 

论坛邀请法国国家科学院院士、法国巴黎大学心外科 Loisance 教授等多位在心衰辅助治疗方面

的国内外顶尖专家参加。会议内容涵盖了心衰的循环支持治疗、药物治疗、最新指南的解读、伦理

实践、力学模型及相关精彩病例等多方面。参加本次会议的还有许多基层心血管专科医生，展现了

人工心脏项目在心衰患者治疗中的广阔前景。会场座无虚席，反响强烈。 

北京大学心血管外科学系自 2011 年起每年举办一次北京大学国际心力衰竭外科治疗论坛，每届

论坛集中探讨一个主题，经过多年的积累，论坛已经形成了强大的品牌效应，成为全国心血管外科

专业领域的知名会议，为我国心力衰竭外科治疗搭建了一个良好的交流平台。 

 

2017 北京大学国际心力衰竭外科治疗论坛圆满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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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国际学术交流 

 2017 年 12 月，北京大学心血管外科学系邀请到了美国明尼苏达心外科的廖康雄教授进行学术

交流，廖康雄教授是美国 top1%的知名心血管外科医生，是国际著名的心血管专家，此次交流十分

难得。廖康雄教授同部分学系专家进行了包括微创心脏外科治疗进展、年轻心脏外科医生培养、心

脏外科治疗新进展等方面进行了交流，分享了大量宝贵的临床经验，借助此次交流，也为以后临床

及学术合作，打下了基础。交流过后，北京大学将廖康雄教授聘为学系客座教授并颁发证书。 

 

学系为廖康雄教授颁发证书 

5、微创左室成型术（LIVE 手术）学术交流 

室壁瘤是患者心梗后的严重并发症，大面积坏死的心肌逐渐被纤维瘢痕组织所替代，病变区心

室壁变薄，向外膨出，严重影响了心脏的运动，随时可能导致恶性心律失常、急性心衰、心脏破裂

甚至猝死。目前对于晚期心衰及一般情况较差的患者，传统的外科手术需要借助于体外循环，在心

脏停跳的状态下进行，切除室壁瘤，进行左心室成形，手术创伤大、死亡率极高，是一个世界性的

治疗难题。心脏外科手术治疗的微创化，是学系一直以来探索的方向。为了更好地推动终末期心衰

的微创化治疗，学系与 2017 年 9 月请到了美国 BioVentrix 机构的 Lon S. Annest 教授来到中国进行

相关交流。Lon S. Annest 教授是室壁瘤微创左室成形术式（LIVE，less invasive ventricular enhancement）

的创始人。这种术式采用“折叠”心脏的办法，不需心脏停跳和切除坏死的心肌，并且可以有效地

减少无效心腔，改善心功能，创伤远远小于传统的外科手术治疗。目前这项技术全世界仅开展数十

例，国内尚未见报道。Lon 教授结合学系中的一个危重的室壁瘤患者具体病例，介绍了该技术的适

应症及操作方法，并在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心脏中心，完成了我国首例 LIVE 手术。此次交流也得到

了心内科医生的高度重视，在交流会上，众多专家对 LIVE 技术在我国发展的前景进行了热烈的讨

论，为今后在学系内推广该项技术打下了基础，为今后占领国内学术领域的制高点，争取了先机。 

 

我国首例 LIVE 手术在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取得圆满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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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心血管论坛报 

学系目前有内部交流刊物”心血管论坛报”仍在定期出版,2017 年全年出版 3 期.刊物全部由学

系内部成员供稿,内容包括科研最新进展,临床经验交流,教学心得体会以及学系各项活动的最新动向,

学系个成员通过阅读,在提高自身素养的同时,也加强了彼此间的了解。 

二、医疗活动 

1、手术量稳步增加 

2017 年，学系各单位的临床工作继续有序开展，手术量较上一年度稳步上升。同时，据统计，

学系各单位疑难手术、诊治重症、高领患者数目也持续升高。学系成立以后，各单位之间的交流及

人员流动日益增多，通过相互学习，各单位的临床工作水平逐步提高，目前，据不完全统计，截至

2016 年 11 月，学系各单位总共完成心脏手术共计 869 台，大血管手术 246 台，外周血管及其它手

术 2412 台。 

2、临床新技术开展 

小切口不停跳多只冠状动脉搭桥手术: 北京大学心血管外科学系，在万峰主任的带领下，是全

国最早推广微创搭桥手术最早的团队。1996 年万峰教授留学回国，作为微创冠脉外科的先驱，万峰

教授在全国开始推广不停跳搭桥手术。2012 年学系在万峰教授和凌云鹏教授带领下，开始尝试小切

口单只搭桥手术，截至目前已经成功完成 700 余例，自 2015 年起，开始开展经小切口多只冠状动脉

搭桥手术，目前完成同类微创搭桥达到 100 余例，手术量目前已达到国内第一，手术恢复期无一例

死亡。2017 年，通过不断尝试和改进技术，目前已经可以微创完成包括主动脉近端吻合、回旋支及

右冠远端吻合等复杂手术操作，学系目前部分单位对于很多冠脉多支病变患者，基本常态化进行小

切口搭桥手术，在国内处于绝对领先地位。 

心脏康复：学系目前各单位已经统一制订心脏术后康复方案，并逐步开展了心脏术后早期的康

复治疗。在 2017 年，总结前一年的经验，学系针对心脏术后康复治疗制定了详细的常规和计划，并

开始制作患者康复手册，帮助患者指导出院后的饮食、锻炼及随访。针对肺功能不全患者，指导患

者应用呼吸训练器，通过术前的呼吸功能锻炼，大多数患者经过测量呼吸功能明显改善。同时学系

还开始尝试术后极早期康复治疗，力争患者在重症监护室就开始康复训练，通过四肢肌肉锻炼，局

部理疗，床旁训练等方式，可以总体上加快患者术后恢复速度，提高患者生活质量，缩短住院时间

及减少住院花费。2016 年学系的康复治疗还处于探索和尝试阶段，2017 年在总结了相关经验后，围

术期康复治疗以及宣教，覆盖了大部分心脏手术患者。  

ECPR：体外膜肺（ECMO）是一项对于心肺功能衰竭患者进行高级生命支持的一项重要技术，

2017 年，学系通过与急诊科合作，开始推动该项技术在急诊呼吸心跳骤停患者的急救应用。目前，

在全国范围内，ECMO 在急诊范围内应用处于空白阶段，在争分夺秒的抢救过程中，如何建立起一

个快速、高效及安全的启动机制，充分评估患者的适应症，完成沟通并规避医疗风险，是一个艰巨

的工作。2017 年学系通过总结以往 ECMO 应用的经验，并多次与急诊科医生反复沟通、论证，完

成了急诊 ECPR ED-ECMO 的工作手册，并开始在北京大学第三医院进行初步应用，目前已完成 2

例急诊 ECMO 辅助下的患者复苏，为今后各单位推广该项目提供了经验。 

三、教学与科研 

1、久安人工心脏项目正式启动 

2017 年 12 月 1 日，在举办“2017 年北京大学国际心力衰竭外科治疗论坛”期间，举行了中国

医师协会心血管外科医师分会心力衰竭专业委员会的项目讨论会，本次讨论会启动了“长治久安人

工心脏临床多中心研究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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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会由中国医师协会心血管外科医师分会心力衰竭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北京大学医学部心

血管外科学系主任、法国科学院外籍院士万峰教授主持。法国 Henri Mondor 医院心脏外科 Daniel 

Loisance 教授、北京工业大学心血管医学工程学院常宇教授、北京大学第三医院科研伦理综合办公

室梁立均教授、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心脏外科张喆教授等专家出席了讨论会。 

与会专家充分肯定了久安人工心脏的科研成果，并共同探讨了人工心脏临床多中心项目路切实

可行的研究方案。该研究项目以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心脏外科作为主要研究单位，张喆教授作为项目

负责人。分中心成员单位包括广东省人民医院、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上海胸科医院、中

南大学湘雅二院等国内 10 余家心血管外科中心，分中心代表对入组标准、试验方案、质控反馈等关

键环节进行热烈探讨并提出诸多建设性意见。 

万峰教授宣告“长治久安人工心脏临床多中心研究项目”正式启动，与会各成员单位表示愿意

积极加入合作项目，资源共享，共同进行临床研究工作，积极推进我国自主研发的人工心脏在心衰

外科治疗中的临床应用。 

 

久安人工心脏项目启动仪式专家合影 

2、发表文章及大会发言情况 

2017 年，学系各成员单位总共发表核心期刊文章 10 余篇，参加国内学术会议大会发言 10 余人

次，参加国外大型学术会议发言 4 人次 

3、数据库建设与随访工作开展 

2017 年，学系心脏外科手术相关数据库继续完善并修正，目前已经正式上线进入使用。该数据

库包含了患者基本信息、术前患者检查情况、手术相关情况、危险程度评分、术后并发症情况等。

2017 年，学系数据库也进一步完善了随访功能，并有专人开始进行手术患者相关的随访工作。目前

已完成病人数据统计超过 500 名。随访患者超过 200 名。 

4、冠脉搭桥学习班 

2017 年 9 月，北京大学心血管外科学系第 22 届“微创冠脉搭桥学习班”在北京大学国际医院

继续举办，学习班为国家继续教育项目，每次授予 I 类继续教育学分 8 分。学习班总共接受国内各

医院学院 20 余人次。学习班为期 3 天，期间安排学员进行离体猪心吻合训练和活体动物实验，由学

系主任万峰教授亲自授课，并为学员颁发证书，此次培训获得了各位学员的充分好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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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班上万峰教授进行离题猪心操作演示 

5、学系成员杨航荣获中华医学会青年教师教学基本功比赛一等奖 

2017 年 10 月，由中华医学会医学教育分会和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医学教育专业委员会联合举办

的第七届全国医学（医药）院校青年教师教学基本功比赛在吉林省长春市吉林大学中日联谊医院举

办。五十多名来自全国院校的临床组选手参赛，学系的杨航教师代表北京大学医学部参赛并荣获一

等奖。 

杨航通过对主动脉夹层相关知识的清晰讲解，不仅传授了知识，还将医学人文精神融入课程，

弘扬医者精神，传递正能量。最终获得在场专家评委以及各兄弟院校代表热烈的掌声与好评，在全

国青年教师教学基本功比赛的讲台上再展学系青年教师风采。 

6、研究生教学及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 

学系 2017 年度在读博士生 15 名，硕士生 5 名。共接收、培训轮转研究生、八年制学生 60 余人

次。 

2018 年度工作计划 

一、医疗 

临床中加强各医院之间交流与合作，实现临床资源共享，对于适合的患者，学系内部努力实现

专家流动 

增强国际合作，开展新的临床合作项目，2018 年努力推动我国自主研发“长治久安人工心脏”

及“经皮主动脉瓣置换手术”的临床应用。 

已学系为基础，加强国内合作，增强全国影响力，努力发展更多的协作单位。 

二、教学 

联合学系各单位，以疑难病例讨论为突破，紧密结合临床进行教学 

选取临床中死亡或严重并发症病例重点讨论，外请知名专家讲解，从中总结错误，提升经验 

延续学系优良传统，继续举办精品活动“北京大学国际心力衰竭外科治疗论坛”、“北京大学微

创冠脉搭桥学习版”等会议及培训活动 

继续帮助青年医师交流提高，举办“青年医师论坛” 

定期针对国内外热点临床问题，进行学术沙龙交流。 

培养青年教师，增强学系整体教学水平 

三、科研 

加强沟通，共同商讨统一科研方向，增强合力，以学系为单位，进行多中心实验课题申请。 

努力推进学系单位之间临床数据共享，以便数据统计和文章撰写 

加强对于年轻医师科研能力的锻炼与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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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医结合学学系 2017 年度工作报告 

北京大学医学部中西医结合学系工作总结如下。 

一、科学研究： 

北京大学医学部中西医结合学系， 面向国家的重大需求，以重大疾病难治环节的防治为切入点，

形成了血瘀和痰瘀、复杂性疾病难治环节与中医药（含糖尿病脑血管合并症与中医药、退行性病变

与中医药、胃病与中医药、睡眠障碍与中医药、辅助生殖与中医药、口腔粘膜病与中医药、呼吸系

统疾病与中医药）、中药辅助治疗肿瘤等研究方向，从中医药的临床疗效、作用机理、相关中医理论

的科学内涵等方面开展了系统的研究工作。2017 年，完成了 1 项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 973 课

题的子课题、1 项重大新药创制专项课题、5 项“十二五”国家科技支撑计划课题的子任务、3 项国

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课题、1 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应急项目，15 项项省部级课题，7 项北京大学

或者中国中医科学院课题；新获批了 1 项“十三五”国家重点领域研究专项课题的子任务、1 项国

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5 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2 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基金课题、

15 项省部级课题；另有 1 项国家重点研发计划课题、1 项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 973 课题、12

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2 项青年基金和一批各级各类项目在研。在 SCI 收录期刊发表了 51 篇中

医药研究论文。其中，肿瘤医院李占东为第一作者，李萍萍教授为通讯作者的论文 Validation and 

Application of the MD Anderson Symptom Inventory for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MDASI-TCM)发

表在 J Natl Cancer Inst Monogr，IF12.589，Q1 区。韩晶岩教授为通讯作者，李泉助理研究员、马治

中教授、樊景禹教授为共同作者的应邀综述 The effects and mechanisms of compound Chinese medicine 

formula and major ingredients on microcirculatory dysfunction and organ injury induced by 

ischemia/reperfusion.发表于 Pharmacology and Therapeutics. IF:11.127，Q1 区。 

二、学科建设： 

中西医结合学科获批北京大学医学部学位评定委员会中西医结合分会。韩晶岩教授任主席，唐

旭东教授、王学美教授、张学智教授、冯淬灵教授任委员。韩晶岩教授被增选为北京大学医学部学

位评定委员会委员和北京大学医学部学术委员会委员。 

中西医结合学科获批中西医结合基础二级学科（10001）博士学位授予点。 

在医学部研究生分院的领导下，进行了北京大学中西医结合博士、硕士学位授权点的自我评估

工作。 

三、学术交流 

1、在国际交流方面， 5 人次参加了 2 个国际学术交流的主持工作；24 人次参加了各种国际学

术交流，其中大会报告 5 个、教育讲演 2 个、专题报告 11 个、壁报 3 个。另有 9 人次在国际大学或

者研究机构讲课或者讲座。韩晶岩教授及其博士生孙昊昱在第 29 届欧洲微循环和血管生物学大会中

医药与微循环专场做专题报告，孙昊昱获青年学者奖。  

2、在国内交流方面，21 人次参加了国内 21 场学术交流的组织及主持工作；83 人次参加了各种

国内学术交流，其中大会报告 44 个、教育讲演 13 个、专题报告 16 个、一般报告 5 个。另有 15 人

次在国内大学或者研究机构讲课或者讲座。孙昊昱获得第二届微循环周优秀壁报奖、王薇等获 2017

年第十三届全国癌症康复与姑息医学大会优秀论文二等奖、张学智等获华夏医学科技奖三等奖、冯

兴中获 2017 年度“杏林杯”中华中医药学会学术著作奖三等奖、姜敏获中华中医药学会中医体质分

会成立十五周年中医体质与治未病建设先进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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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本科生教学： 

北京大学医学部中西医结合学系本科生教学工作的目标是提高医学部各专业的本科生学习中医

药理论和技能，为毕业生在临床和科研工作中与中医药相关人员合作、或从事中西医结合工作奠定

基础。 

中医基础方面的系列选修课程包括中医基础理论(18 学时)、中医诊断学(18 学时)、中药学(18 学

时)、方剂学(18 学时)、经络与腧穴学(18 学时)、中医养生学(18 学时)、中医食疗学(18 学时)、中

医针灸基础理论（授课 48 学时、实习 33 学时）、中医康复学（授课 16 学时、见习 10 学时）。中

医基础方面课程的教学工作由基础医学院中西医结合基础学系承担，在本科生的第二至第三学年完

成。 

中医临床课程必修课中医针灸学基础（48 学时）由各附属医院和教学医院的中医科和中西医结

合科承担，主要讲授各种常见疾病的中医辨证治疗，在本科生第四至第五学年完成。 

北京世纪坛医院中医教研室获“优秀教学集体”称号。 

五、研究生培养 

北京大学医学部中西结合学系具有中西医结合基础和中西医结合临床（科学型、专业型）两个

二级学科的硕士、博士授予权。开始研究生课程包括：中医药学现代研究进展、动态可视化技术与

活血化瘀研究、中医内伤杂病等。本专业 2017 年毕业博士研究生 1 人、硕士研究生 2 人，本学系的

导师为北京大学临床医学专业、首都医科大学以及北京中医药大学等院校和专业培养硕士 5 人、博

士 10 人。本专业 2017 年在读硕士研究生 15 人、博士研究生 13 人，本学系的导师为北京大学临床

医学专业、首都医科大学以及北京中医药大学等院校和专业正在培养的研究生中，硕士 20 人、博士

19 人。 

中西医结合博士后培养中，2017 年出站 1 人，另有 2 名联合培养博士后出站，在站博士后 2 人。 

中西医结合学系在中西医结合研究生培养中存在导师及招生数量较少的问题，在本科生教学中

还有中医学授课内容的衔接等方面也不尽人意之处，还需要继续努力。 

 

2018 年度工作计划 

一、科研基金申请 

整合学系的科研力量，形成团队参加国家重大研发计划的申请，并积极组织推荐部分研究人员

参加其他团队合作申请。 

二、学科建设 

1、根据学位授权点自我学科评估的结果，找出不足，提出针对性的改进措施。 

2、将基础医学院中西医结合教研室更名为“中西医结合基础学系”，整合临床相关学科的力量，

建设 “中西医结合临床学系”。形成中西医结合一级学科，中西医结合基础、中西医结合临床二级

学科的完整的“北大医学”中的中西医结合学科。 

3、与北京大学中医药临床学院（西苑医院）合作，筹划“中西医结合临床”专业硕士和博士研

究生培养体系。 

三、学术交流 

6 月末，主办北大-港大中西医结合论坛。 

四、本科生教学 

加强本科生“中医学”课程基础和临床部分的衔接和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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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研究生培养 

引进高水平人才、扩充导师队伍、提升培养水平。 

六、博士后研究人员 

扩大博士后研究人员的招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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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科医学学系 2017 年度工作报告 

2017 年度工作总结 

2017 年是全科医学发展历程中的重要一年。在今年一月份召开的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工作推进

会上，卫计委相关部门强调全科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将重点推进。《“十三五”全国卫生计生人才发

展规划》中也提出，要加强基层卫生计生人才队伍建设，尤其是全科等紧缺专业。2017 年 7 月，国

务院办公厅发布了关于深化医教协同进一步推进医学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意见，在深入贯彻落实全国

卫生与健康大会精神和《“健康中国 2030”规划纲要》方面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并在促进医学

人才供给与需求有效衔接、完善人才使用激励政策方面做出了更多的努力。 

在全国大力发展全科医学事业的利好局面下，在医学部以及附属医院相关部门支持下，北京大

学医学部全科医学学系（简称“学系”）成员、全科医学研究生导师及同学们携手开拓，勇往直前，

在医、教、研多个方面不断探索、修正、完善，并在向政府相关部门建言献策方面做出了有益的贡

献。现将 2017 年度全科医学学系具体工作总结如下： 

一、本科生教学工作 

（一）完善《全科医学概论》课程 

北大医院、人民医院及北医三院三家医院继续分别承担在本院见习、实习的八年制医学生本科

阶段《全科医学概论》课程的授课任务，包括理论授课和社区实践，理论课程授课教师既包括医院

的全科医学研究生导师，也包括基层实践基地的优秀教师。 

其中，北大医院根据 2016 年底全科学系关于全科医学概论课程内容的研讨会结果，在 2017 年

的课程中增加了分级诊疗制度和社区卫生服务等更贴近全科工作的内容，并优化教学机制（为外院

授课教师发出授课邀请函）及调整授课教师安排，2017 年北大医院使用两家社区卫生教学基地进行

本科生教学，提高学习效率，见习内容增加至 54 课时，见习学生也增加到 49 人。 

2017 年，北京大学本科生选修课程“医学史”，学生来源为北京大学十几个专业的本科生，其

中一门课程为“全科医学发展的现状和未来”，听课学生 200 人左右，课后评估显示：学生非常欢迎

这一课程。 

（二）其他相关工作 

1、北大医院全科教研室 2017 年配合医院教育处完成了 2014 级基础医学系本科生的临床教学工

作，取得良好效果。 

什刹海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是北大医院的全科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社区实践基地，中心及其白米、

鼓楼站圆满完成北京大学医学部八年制（人民医院）22 人的全科见习工作；中心圆满完成北京大学

医学部八年制（基础医学）20 人的全科见习工作；中心带教北大医学部社区早接触课程学员 82 人；

中医全科学员 5 人完成在中心的实习工作。 

2、人民医院全科教研室 2017 年度完成 2013 级《全科医学概论》共计 18 课时和社区实践 10

天的教学任务，并对全体学生进行考核，参加考试学生共 48 人，80 分以上达 81.3%。2017 年 5 月

12 日至 6 月 23 日完成 2012 级《全科医学概论》共计 18 课时和社区实践 10 天的教学任务。 

3、北医三院 2017 年 1 月-8 月承担北京大学医学部临床医学 2012 级 5 班《全科医学概论》社

区实践，共计 6 组 43 名学生，每组社区实践 7 天；2017 年 12 月承担北京大学医学部临床医学 2013

级 5 班《全科医学概论》理论课程授课，共计 18 学时；承担北京大学医学部临床医学 2015 级 3 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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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班临床早接触课程，共计 52 名学生。 

（三）目前存在的问题及解决方案 

1、目前《全科医学概论》为八年制学生的必修课，但学生整体致力于做专科医师或者选择出国，

对该课程的兴趣不大，重视程度不够，课题听课积极性不高。针对这一状况，全科教研室指导各位

授课老师在授课形式上注意加强交流与沟通，案例教学，多重形式调动学生学习和配合的积极性。

如：分组讨论、案例教学等形式的加入提高学生的课堂注意力。 

2、本科生《全科医学概论》课程，仍以 2012 年教学大纲为参考，随着全科医学的发展和科室

的壮大，需进一步完善大纲内容，突出全科医学特点，并细化教学内容。 

3、《全科医学概论》课程师资较前丰富，但仍以专科教师授课为主，与社区医疗会有所差异，

建议进一步加强师资队伍建设，对现有师资增加全科医学相关内容培训，并从社区发掘优秀师资进

行补充。2017 年授课期间,已经安排基层实践基地派骨干教师观摩听课，这些教师将在 2018 年进行

授课试讲。 

二、研究生培养工作 

(一) 研究生培养计划的实施和完成情况 

1、北大医院 

2014 级 4 名研究生于 2017 年 5 月顺利完成答辩，均获得临床医学全科硕士学位，并通过北京

市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一阶段考核，其中两名毕业生在综合医院全科医疗科工作，1 名毕业生攻读

全科博士学位研究生，1 名回香港备考家庭医生资格考试。 

北大医院 2017 级（第六批）4 名全科医学研究生于 2017 年 9 月入学，目前 2017 级同学均进入

临床内科系统，进行各亚科的轮转。目前在读全日制全科研究生共有 13 名（2015 级 5 名，2016 级

4 名，2017 级 4 名）；同等学力研究生 2 名；今年毕业的 2014 级学生共 4 名。 

2017 年，北大医院顺利招收第一位科研型博士，目前已经按照博士培养计划开展工作。 

什刹海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是北大医院全科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社区实践基地，于 2017 年接收全

科研究生、规培生 11 人。完成了 2 批轮转和岗前培训，总计培训时间为 6 个月。 

2017 年新生入学教育会，全科医学教研室主任董爱梅特别强调了研究生全程的管理规范和各种

细则，为研究生的规范化管理打下基础。 

目前北大医院研究生导师：博士研究生导师 2 位（郑家强，迟春花）；硕士研究生导师 6 位（迟

春花，董爱梅，李俊霞，高嵩，陶霞，齐建光）。 

2、人民医院 

人民医院 2017 级新招录全科研究生 3 名，目前在读全日制全科研究生共有 9 名（2015 级 2 名，

2016 级 4 名，2017 年 3 名） ；在读的在职硕士 4 名；今年毕业的 2014 级学生共 3 名。目前有 5

名硕士生导师。 

西城区展览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是人民医院的全科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社区实践基地，中心于

2017 年 11 月接收北京大学医学部全科医学系硕士研究生 2 名，制定个体化的教学轮转方案。全科

专业硕士接受全科医疗服务、预防保健与公共卫生服务、基层医疗卫生管理等技能训练。总计培训

时间为 4 个月。 

3、北医三院 

北医三院 2017 年招收全科医学硕士研究生 3 名，在读研究生共 9 人（2015 级 3 名，2016 级 3

名，2017 级 3 名）；2017 年全科医学研究生毕业 3 人。全科医学研究生导师 9 人（目前带学生的 7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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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医三院二门诊（海淀区育新花园小区社区卫生服务站）作为北医三院的全科住院医师规范化

培训社区实践基地，于 2017 年接收全科研究生 3 名、规培生 3 人。完成了研究生 3 个月轮转和规培

生 6 个月培训。 

北大国际医院的 1 位全科医生完成二阶段的全科培训共计 9 个月。 

4、北京和睦家医院（北京大学医学部社区卫生教学基地） 

北京和睦家医院 2017 年完成 15 人共 6 周的全科研究生/住院医轮转实习。 

（二）研究生学习安排及特色活动 

1、英语沙龙是全科学系研究生重要的专业学习活动，在各位全科研究生导师的监督及研究生的

自我督促下，目前已顺利实施了 4 年。通过参与英语沙龙，同学们在课程内容安排、英语听说及演

讲技巧方面都得到了极大的锻炼与提升。目前，学习活动时间为每周 1 次，内容以病例分享及 RCGP

学习为主。2017 年，北大医院继续安排每月有一位指导教师参加学生的沙龙活动并进行授课及指导。

教师与学生的互动，增加了知识含量，提高了学习效率。 

2、2017 年研究生的形成性评价有了新进展，周国鹏副主任为北大医院全科医学教研室设计了

研究生培养电子档案，各种规章制度和形成性评价都可以在网络上进行并记录在案。这将更加优化

研究生教学管理，提高效率。 

3、人民医院坚持每周举办 1 次全科医学英语角，由研究生和全科基地轮转医生共同参与，提高

同学英语水平的同时分享临床经验。 

4、人民医院以老年科为依托，在 2016 年-2017 年举办面向全科基地医生、全科研究生、内科

基地住院医生的科内培训课程，涵盖上消化道出血、高尿酸血症、老年人合理用药等各方面内容，

深获住院医师和全科研究生的好评。 

（三）研究生的科研成果及科研活动（详见表 1） 

表 1  全科医学系研究生 2017 年科研成果及科研活动 

第一作者 题目 类型 

狄娜 北京市老年人及慢病分析 论著已发表 

连思晴 全科医生在儿童先天性心脏病全程照顾中的角色 论著已发表 

周雪迎 
抗幽门螺旋杆菌治疗中出现皮疹 3 周 论著已发表 

全科医生儿科专业培训的探索及建议（全科医学年会、中华医学会儿科学术年会） 大会发言 

刘飞 细菌性阴道病合并下生殖道感染一例全科思维分析 论著已发表 

尤丛蕾 病例讨论：全科门诊遇到的血肌酐、血钾轻度升高的患者（《中国社区医师杂志》） 论著已发表 

高畅 

体检后健康干预现状以及体检者对全科医生提供健康管理需求的问卷调查 大会发言 

通过中外交流提高全科医学生岗位胜任力的经验启示 大会发言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开展临终关怀的文献计量研究 论著已发表 

李娇娇 《25-羟维生素 D 水平与老年人轻度认知功能障碍的相关性研究》 大会发言 

王楠 《 2010-2016 年北京某三甲医院 60 岁以上患者死因分析》 大会发言 

（四）目前存在的问题及解决方案 

1、研究生及规范化培训学员，综合医院轮转以内科及急诊为主，外科、妇科、儿科以及眼科、

耳鼻喉、皮肤等科室轮转时间较短，专科医生对于全科带教理念仍较为匮乏，需进一步扩大培养，

并细化专科培养方案。 

2、社区实践内容较前已有整合，并突出学生临床思维训练及日常接诊能力的培养，但目前社区

医疗仍以内科及慢性病为主，从学生考核等方面看，培养效果仍有不足，特别是应用不多的如外科、

妇科等技能，建议优化培训方案，改善考核制度并提高培养的针对性，加强技能操作训练。 

3、全科医学相关研究较为薄弱，高水平论文难度较大，学生轮转课程中公共卫生科研思路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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欠缺。 

4、英语角出勤率较低，分析原因有以下几点：（1）举行时间与同学们的上课时间冲突；（2）临

床工作繁重，无法在正常下班时间前完成工作，因为加班而无法参加英语角；（3）内容不够吸引人，

参加的同学积极性不足。 

提出改进方案：（1）统计学生上课的时间，选择更为合适的时间举办；（2）加强高年级同学和

低年级同学的交流，帮助低年级同学更好的适应临床工作，掌握好时间安排；（3）邀请老师参与，

指导内容和模式的设定，建立合理的奖励机制，调动同学们的积极性。 

5、临床技能的培训不够全面：医院和学系均有丰富的内科技能培训和急救培训，但在外科、皮

肤科、耳鼻喉科等科室中，针对全科医生的培训较少。可加强与各学科的交流，坚持举办全科医师

岗位胜任能力培训，增加如眼底镜和检耳镜等全科中较为常用的操作培训，帮助研究生获得足够的

岗位胜任力。建议由全科研究生和住院医定期提交培训需求以及解决方案，学系协助解决。 

6、循证医学的水平有待提高：研究生在临床工作中遇到疑难杂症时，检索文献的水平参差不齐，

将文献知识转换为临床应用的能力尚欠缺。在未来，可设置相关的培训课程，提升文献检索和文献

应用的技能，使研究生的临床水平得到进一步的提高。 

三、师资培训 

2017 年全科医学学系和各附属教学医院积极开展全科医学骨干师资培训。 

1、学系主办全科医学带教老师成长沙龙，2017 年共完成 5 次课程。内容包括全科理念建立到

病房教学、门诊教学和基地实践的各个方面。参加培训的带教老师不断分享和交流学习经验，取得

了良好的效果 

2、主办第十届全国全科医学师资骨干精品培训班（北大医院国家级继续教育项目）。为期两天

的培训，邀请了英国全科医学师资团队，以 workshop 形式进行授课，参会对象是全国遴选的全科医

学骨干师资，学员 40 余人，全程参与互动，与会者受益匪浅。 

3、全科转岗培训：2017 年北京市启动综合医院全科转岗培训（加注），北大医院、人民医院、

北医三院等附属教学医院均有专科医生参加培训。其中北大医院共有 16 位专科医生报名参加全科工

作的转岗培训，致力于全科医学带教工作，涵盖呼吸、心血管、老年、血液、内分泌、急诊、风湿

免疫科、儿科和妇产科各个科室。转岗培训不仅能进一步增加全科教学实力，也将为全科开展医疗

工作储备人力资源。 

4、北京市全科师资的“百名优秀师资计划”：北大医院李俊霞、陶霞，人民医院魏雅楠和姜娟、

北医三院二门诊李磊、刘青等全科教师，作为全科基地骨干师资参与培训，李俊霞和刘青老师获得

“十佳优师”称号 

5、北医三院积极参加全科医学相关师资培训，从急诊科、老年科等邀请专家参与到师资队伍中，

并从北大医学部校医院及外社区邀请全科医学专家进行理论授课，提高全科医学课程吸引力。 

6、北京大学深圳医院分批派人员到华西医科大学、浙江大学邵逸夫医院等地培训；支持带教老

师积极参加各种短期培训及会议，参加医院举办的“第一期青年教师拓展计划”学习全科医学新动

态、带教方法、授课技巧等促进带教能力提高。鼓励全科参加高质量师资培训班，目前全科刘莉、

陈东燕医生已报名参加 2017 年度全科医生岗位培训；吕光辉医生已报名参加国家级全科医师规范化

骨干师资培训。 

7、航天中心医院注重师资培训，2017 年开始对本单位人员进行转岗培训，目前在培 2 人；毕

业季和北京大学优秀全科研究生进行学术交流，分享经验，有助于学员更好的完成学习。师资队伍

庞大，参与全科带教老师 86 人，航天中心医院每年进行一次较大规模的师资培训，并定期送带教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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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进行院外培训，以提高师资队伍建设。 

8、2017 年，中日友好医院调整了全科教研室人员，并在培训轮转方面加强全科理念培训，严

格按照全科医师培训细则要求安排，联合回龙观医院，轮转精神科；联合 120，培训院前急救；预

防保健，弥补社区实践基地培训条件欠缺 。联合东湖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亚运村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作为全科医学的基层实践基地，手把手辅导社区开展教学培训，并定期至社区开展监督工作。 

四、国际交流 

1、在国家卫计委基层司指导支持下，与伯明翰大学合作承接基于医改的社区卫生和全科医学行

政管理研修班，参加人员包括国家卫计委各部门领导及天津、湖北、浙江、内蒙古、山西、甘肃等

各省卫计委基层处处长。项目在英国伯明翰举办，为其三周，期间结合专家讲座，机构交流，诊所

临床观摩等多种形式，鼓励探讨如何将英国的经验教训反映到当地的医疗服务体系改革中，协助制

定可用于改善当地体系的行动方案。 

2、与英国伯明翰大学、巴西圣保罗大学、浙江大学邵逸夫医院在英国伯明翰开展国际全科医学

研讨会议及探讨学术联盟，方向包括基层卫生资源欠发达国家全科建设、人才培养及科研发展三方

面，各方交流经验，探讨共同问题，并达成战略合作的初步共识和未来合作意向。 

3、与英国伯明翰大学及巴西、格鲁吉亚、马其顿四国学术人员合作，承接英国国家卫生研究基

金（National Institute for Health Research）资助的国际基层慢阻肺管理研究项目，期待在各国共同探

讨基层慢阻肺早期发现和科学管理的优化路径及可推广经验，培养基层科研能力，打造国际合作基

层科研平台。 

4、邀请英国资深全科医生及全科护士举办慢阻肺社区管理能力培训，同时在新街口社区、什刹

海社区举办慢阻肺早期发现、吸入剂合理使用培训和义诊，接受伯明翰大学捐赠英国慢阻肺管理社

区适宜设备。 

5、派送全科医学博士生及研究课题负责人访问英国，加强全科临床及科研能力，共三人次 4

周。 

五、国内学术活动 

1、主办北大医学论坛全科分论坛暨第五届北医全科医学与社区卫生发展学术交流会。 

2、联合梅奥集团主办第二届北医-梅奥全科医学发展论坛。 

3、受西城区卫计委及社管中心委托，完成了为期一年的“西城区社区全科医生师资骨干培训项

目”（2018 年开展第二期）。 

4、与吴阶平基金会家庭医学部联合举办成立大会，学系主任迟春花教授任首届主任委员。 

5、与吴阶平医学基金会家庭医学部、香港家庭医学学院联合主办青年医生家庭医学研讨会。 

2017 年 11 月 4-5 日，由迟春花主任担任主任委员的吴阶平基金会家庭医学部青年委员会成立，

全科医学学系秘书韩晓宁医生担任青委会副主任，姚弥担任青委会秘书。北医各附属教学医院的全

科教研室骨干教师、北医全科研究生毕业生都满怀热情参与到青年全科医师的培养工作中；也积极

参与本次青年医生家庭医学研讨会的筹备和组织工作，为会议的顺利召开做出了贡献。 

六、年度事件 

1、北京大学副校长、医学部主任詹启敏调研全科医学教育及基层卫生工作。 

学系主任迟春花、副主任曾辉及董爱梅等教师、全科研究生、住院医，社区院长、社区医生及

护士等参加调研并参与座谈。 

2、北大医院成立全科医疗科。 

2017 年底，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全科医疗诊疗科目获北京市卫计委批准。招收了第一名全科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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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生毕业生入职做全科医生，目前已经开展全科门诊的诊疗工作。招收了第一名全科医学博士研

究生（科学学位）。 

3、北大医院全科教研室荣获北京大学医学部优秀教学团队。 

2017 年，全科教研室因为扎实的教学精神和优秀的教学成果获得北京大学医学部优秀教学团队

光荣称号。 

4、北大医院等全科医学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基地顺利通过评审。 

2017 年北大医院等全科医师规范化培训基地全力展开迎接基地评审的相关工作，并顺利通过评

审。目前各基地专业设置齐全，病种完善，各级各类教学师资充足，教学能力不断提高。迎接基地

评审的过程，让我们更好的进行了系统回顾和提高，各种规章制度更加健全。 

5、学系积极推动并完成了中国第一部展现家庭医生风采的公益宣传短片拍摄工作。 

在郑家强及迟春花教授的率领下，经过半年筹备，邀请职业摄影团队和专业演员进行拍摄，于

2017 年 5 月 19 日世界家庭医生日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播出。 

6、学系获医学部教育教学成果奖特等奖。 

7、学系主任迟春花教授当选中华医学会全科医学分会候任主任委员。 

8、学系主任迟春花教授任吴阶平医学基金会家庭医学部主任委员。 

9、学系主任迟春花教授获中国医师协会授予的“全国十佳全科专业带教老师”称号以及北京医

学教育协会颁发的“北京市优秀住院医指导教师”奖项。 

七、科研项目 

（一）已完成的科研项目 

1、完成慢病社区患者教育模式研发项目。 

2、完成北京市卫计委委派的“家庭医生”研究项目。 

为配合健康中国 2030 规划，践行习近平总书记健康中国长远布局，委派医学部/社区卫生协会

进行 家庭医生项目，医学部项目负责人为詹启敏院士。全科医学学系配合医学部完成了各项研究工

作。 

（二）新申请的科研项目 

1、迟春花教授牵头申请“2018 年度首都卫生发展科研专项”，申请题目为“‘互联网’+技术降

低社区慢阻肺患者未来风险 ”，获得 40 万项目经费，并在医院-社区联动管理慢阻肺患者方面起到

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2、迟春花教授作为中方负责人参与国际慢阻肺研究项目：Feasibility of implementing pulmonary 

rehabilitation as a core service to manage patients with COPD in primary care in China(对于慢性阻塞性

肺疾病患者的肺康复作为基本医疗核心服务在中国的可行性研究)；获得研究经费 131 万。 

八、继续教育项目开展情况 

1、由北大医院申请的国家级继续教育项目第十届全国全科医生师资骨干精品培训班

【2017-17-00-270 (国)】在 11.10 举办北大医学论坛全科医学分论坛同期举办。 

2、由北大医院主办的全科社区临床胜任力培训班【2017-17-00-024 (京) 】在北大医院举办。 

3、由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老年科主办的“第一届全科医师老年慢病管理”论坛及“第三届社区全

科医师胜任能力培养”论坛【项目编号：2017-17-00-016 (京)；2017-17-00-019 (京)】于 2017 年 11

月 24 日至 26 日在中国地质大学地大国际会议中心举办。 

九、学系成员及导师全科医学相关社会兼职（详见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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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学系成员及导师全科医学相关社会兼职一览表 

工作

单位 
姓名 全科医学相关社会兼职 

北大

医院 

迟春花 

中华医学会全科医学分会候任主任委员；吴阶平基金会家庭医学部主任委员、青年委员会主任

委员；中国医疗保健国际交流促进会基层卫生分会副主委；中国医师协会全科医师分会常委；

中国医师协会全科医生教育培训专家委员会副总干事、对外交流学组组长；中华医学会变态反

应分会委员；中国医师协会呼吸医师分会基层工作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华医学会呼吸病学分会

中国基层呼吸疾病防治联盟执行主席。《中国全科医学》杂志编委；《中华全科医学》杂志编

委；《国际呼吸》、《家庭医生》等杂志编委 

董爱梅  
北京医学会全科分会青年委员会委员；北京医学会内科学分会青年委员会委员；吴阶平基金会

家庭医学部委员 

高  嵩 北京市全科医师规范化培训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齐建光 
中国医师协会儿科医师分会普儿科（全科）医师专业委员会委员；吴阶平基金会家庭医学部委

员 

李俊霞 北京医学会全科医学分会青年委员 

周国鹏 吴阶平基金会家庭医学部委员；北京医师协会全科医师分会委员 

陶  霞 中国医师协会全科医师分会青年委员会委员 

王文生 全国卫生产业企业管理协会慢病防治分会理事 

韩晓宁 

中国医疗保健国际交流促进会基层卫生分会常委；中国医学促进会中老年医疗保健分会青年委

员会秘书长；北京医学奖励基金会全科医学发展专家委员会委员；吴阶平医学基金会家庭医学

部青年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人民

医院 

苗懿德 
北京大学医学部全科医学学系特聘专家；中国老年学会心脑血管疾病委员会常委；中国医药教

育协会高血压专业委员会常委；中国老年学会内分泌委员会委员；《中国骨质疏松杂志》编委 

朱继红 北京大学医学部全科医学学系副主任 

王建六 《中华全科医师杂志》第二届通讯编委； 北京大学医学部全科医学学系成员 

王晶桐 

北京大学医学部全科医学学系成员； 北京医学会内科学分会委员；北京医师协会内科专科医

师分会常务理事；北京市继续医学教育委员会学科组专家；海峡两岸医药卫生交流协会老年病

学分会常委；卫计委人才中心全国卫生人才评价专家；中国老年医学学会消化分会第一届委员

会；吴阶平基金会家庭医学部常委 

曾超美 
中国医师协会儿科医师分会普儿科（全科）医师专业委员会委员；北京大学医学部全科医学学

系成员 

陈陵霞 北京医学会全科医学分会青年委员；北京大学医学部全科医学学系成员 

刘元生 北京大学医学部全科医学学系成员 

北医

三院 

曾辉 

北京医学会心电生理和起搏分会委员，北京医学教育协会第五届理事会理事，中国医师协会临

床医师职业精神研究中心工作委员会委员，好医生医学教育中心医学教育评价专家委员会专

家，中国医师协会全科医生培训委员会委员。 

刘薇薇 
北医三院第二门诊部主任，兼任海峡两岸医药卫生交流协会全科医学专家委员会常务委员、中

国女医师协会全科医学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国全科医学》编委。 

郑亚安 
北京医学会急诊医学分会副主任委员，中华医学会急诊医学分会危重并质控学组副组长，《中

华急诊医学杂志》编委 

么改琦 

中国心胸血管麻醉学会器官保护分会常委，中华医学会肠外肠内营养分会重症营养治疗专业组

委员，北京医学会肠外肠内营养学分会委员，北京大学重症医学系委员，北京市医疗事故鉴定

专家库成员，中华危重病急救医学杂志编委，中华解放军医学杂志特约编委，《中华临床医师

杂志》等审稿专家。 

韩庆烽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教育处处长，腹膜透析中心负责人，卫生部腹膜透析培训示范中心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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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血液净化质量控制中心专家组成员，北京大学医学部全科学系委员 

马青变 

中华医学会急诊分会青年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北京医学会急诊分会青年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美

国心脏病协会/美国卒中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医学前沿杂志》编委，《中华医学英文杂志》

英文版审稿人。 

孙凌波 
中国医药教育协会基层医药教育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海峡两岸医药卫生交流协会全科医学

专业委员会委员；全国卫生产业管理协会老年医养结合产业分会（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王妍 
中华医学会北京医学会早产和早产儿分会青年副主任委员。北京市海淀区围产技术指导专家组

成员 

韩彤妍 

北京医学会围产医学分会第一届青年委员会学术秘书；中华医学会围产医学分会第七届委员会

青年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华医学会儿科学分会第十六届委员会青年委员会委员；北京市住院

医师规范化培训全科医学科专家；北京大学生物医学伦理委员会委员；中国医师协会全国医师

定期考核专家；北京市外国医师在京短期行医资格考试考评专家；中华医学会儿科学分会第十

五届委员会青年委员会委员；中华医学会儿科学分会第十六届委员会青年委员会委员；吴阶平

医学基金会家庭医学部委员 

北大

深圳

医院 

邓远飞 

深圳市全科医学分会委员；深圳市医师协会老年医学分会会长；中国老年医学会心脑血管分会

委员中国医师协会老年医学分会常委；中华医学会神经科分会肌电与神经生理学组委员；广东

省医学会神经科分会委员；广东省保健协会老年病学分会副主任委员   

刘莉 
中国老年学学会老年医学委员会委员；深圳市老年医学会委员；深圳市医师协会老年医学分会

委员 

陈东燕 中国老年学学会老年医学委员会青年委员会委员；深圳市医师协会老年医学分会委员 

乔珊 深圳市医师协会老年医学分会委员 

赵雷 深圳市医师协会老年医学分会委员 

钟霞 深圳市医师协会老年医学分会委员 

中日

友好

医院 

王云峰 北京医学会儿科分会全科学组委员 

张国强 

中华医学会急诊医学分会第九届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医学救援协会灾害救援分会第一届理

事会；中国医学救援协会灾害救援分会第一届委员会；海峡两岸医药卫生交流协会急诊医学第

二届专家委员会；《中国急救医学》；《中华急诊医学杂志》第四届编辑委员会；《中华老年

医学杂志》第八届编辑委员会；《中华危重病急救医学》 

顾承东 

中华医学会急诊医学分会第八届委员会心脑血管病学组委员；中华医学会急诊医学分会第七届

委员会青年委员；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第一届灾害医学专业委员会青年委员；中华中医药学会

急诊分会常务委员；中国医师协会胸痛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华医学会急诊医学分会第九届

委员会危重病学组委员 

王君 

中国医师协会毕业后医学模拟教育专家委员会第一届委员兼副总干事；北京医学教育协会理

事；北京市朝阳区中医药继续教育委员会委员；中国医学教育协会模拟教学展业委员会常务委

员 

永定

路全

科社

区基

地 

李月 北京医师协会全科医学专家委员会委员 

高大勇 

北京医师协会全科医师分会常务理事；第三届络病专业委员会委员；北京大学医学部全科医学

学系第三届成员；北京医师协会高血压专业专家委员会社区工作委员会委员；中国微循环学会

周围血管疾病专业委员会血栓防治专家委员会第一届委员；中国老年保健协会糖尿病专业委员

会委员 

航天

中心

医院 

闫新欣 吴阶平基金会家庭医学部青年委员会 委员兼秘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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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2017 年全科活动媒体报道 

1、《北京大学副校长、医学部主任詹启敏调研全科医学教育及基层卫生工作》——北医新闻网

http://www.bjmu.edu.cn/xxdt/190649.htm 

2、《第二届北医-梅奥全科医学发展论坛在京召开》——搜狐、健康一线、北医新闻网    

http://www.bjmu.edu.cn/xxdt/191277.htm   

3、《北大医学论坛全科医学分论坛暨第五届北医全科医学与社区卫生发展学术交流会在京召开》

--中国全科医学教育平台，http://mp.weixin.qq.com/s/zH5ZzhAElw0rs1KPYbHY4Q   

4 、 吴 阶 平 医 学 基 金 会 家 庭 医 学 部 成 立  迟 春 花 任 首 任 主 委 — 健 康 界

http://www.cn-healthcare.com/article/20170430/content-491849.html 

5、迟春花教授出任吴阶平医学基金会家庭医学部首任主任委员—北医新闻网 

http://www.bjmu.edu.cn/xxdt/188899.htm 

6 、 青 年 医 生 家 庭 医 学 研 讨 会 在 京 举 行 — 北 医 新 闻 网

http://bynew.bjmu.edu.cn/zhxw/2017n/192664.htm 

7、家庭医生宣传片   https://v.qq.com/x/page/i0503nt4vwo.html    

8 、《 我 要 当 医 生 》 家 庭 医 生 签 约 ， 北 京 电 视 台 ， 2017-04-17 ，

http://www.bjchs.org.cn/Html/News/Articles/20021.html 

9 、 全 科 医 学 硕 士 毕 业 生 姚 弥 做 客 《 我 要 当 医 生 》， 搜 狐 网 ， 2017-04-17 ，

http://www.sohu.com/a/134189838_120967 

10 、北医校友姚弥主讲“我追逐的全科医学”，北京大学校友网， 2017-03-15 ，

http://www.pku.org.cn/?p=39944 

 

2018 年度工作计划 

工作目标： 

2018 年度继续完善全科教学体系的建设，完善标准化的全科医学培训基地，强化师资的培训管

理，强化科研建设，探索全科发展的可行性办法，继续推进国内外的合作和交流。 

一、召开全科医学学术交流会议 

1. 于 2018 年 1 月 20 日召开学系年会，将就本科生教育、研究生教育、规培生带教、师资培

训几方面进行探讨，统一部署。 

2. 计划于 2018 年下半年召开北大医学全科医学国际学术交流会 

3. 计划举办两场全国全科医学师资培训班 

4. 计划举行村医培训项目（PACK 项目） 

5. 与吴阶平医学基金会家庭医学部联合全科医学学术交流会议 

6. 与吴阶平医学基金会家庭医学部联合主办亚太地区青年医生家庭医学论坛 

二、加强研究生、规培生教学工作 

1． 研究生课程：计划在 2018 年 1 月教学研讨会上讨论确定增设全科研究生课程，并进一步完

善研究生培养方案。 

2． 规培生带教：在原有教学基础上进一步优化轮转安排和考核效力，重点是岗位胜任力的提

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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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加强社区卫生教学基地建设 

1. 加强社区卫生教学基地共建（门诊、教学、科研） 

2. 促进社区基地师资队伍建设（提供成为北医教师的机会） 

3. 组织社区病例分享沙龙，为社区全科医生提供医学专业和演讲技巧方面的指导（每年 4 次） 

四、加强北医内部全科师资能力提升 

1. 全科带教老师赴海外（英国）培训 

2. 全科带教老师赴港澳交流 

3. 师资培训精品班（英国全科师资国内授课） 

4. 全科带教老师成长沙龙（病例分享，每年 4 次） 

 

北京大学医学部全科医学学系 

2017 年 12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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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湿免疫学学系 2017 年度工作报告 

北京大学医学部风湿免疫学学系在 2017 年度成功举办了风湿病主题研讨会、学系工作总结讨论

会、青年医师沙龙系列活动以及第七届全国疑难重症风湿病学术会议，还首次在学系组成单位北京

大学深圳医院开展了年中学术活动。 

一、2017 年学系年度活动暨疑难重症疾病诊治研讨会 

北京大学医学部风湿免疫学学系 2017 年度活动暨疑难重症疾病诊治研讨会于 2017 年 1 月 14

日在北京举行。风湿免疫学系主任人民医院栗占国教授为大会致辞，学系副主任北大一院张卓莉教

授、人民医院苏茵教授、北京医院黄慈波教授、中日友好医院王国春教授、北京积水潭医院宋慧教

授出席了会议，苏茵教授、黄慈波教授、王国春教授、宋慧教授及北大深圳医院王庆文教授担任会

议主持。会议由学系秘书、人民医院风湿免疫科贾园教授主持。会议不仅吸引了学系所属医院风湿

免疫科的学科骨干、学生和进修医，还吸引来了北医系统外的风湿免疫学同道及兄弟科室同道 150

余人参与了此次会议。（图 1）。 

会议开始，栗占国教授首先就“类风湿关节炎诊治方法和策略进展”做了专题讲解。其次，会

议针对风湿免疫科疑难重症疾病，邀请了北大一院张卓莉教授、北京医院程永静教授、中日友好医

院卢昕教授、积水潭医院宋慧教授、北医三院邓晓莉教授、北大国际医院张学武教授，分别就日常

工作中常见但较难处理的几个疾病做了专题报告，包括：“风湿病继发血栓性微血管病诊治规范”、

“风湿病继发肺纤维化诊治进展”、“难治性肌炎/皮肌炎的诊疗进展”、“骨关节炎的治疗挑战”、“免

疫性胎停的诊治规范”以及“难治性痛风诊治要点”，每位讲者就各自主题进行了系统讲解和深刻剖

析，展示了实际工作中难点问题的解决思路和方法，对临床工作有很大的提示和帮助，学系委员、

学科骨干及到场的研究生、进修医们进行了现场提问及热烈的讨论。北京中日友好医院王国春教授

做了会议总结。 

本次会议是风湿免疫病学术领域一场高水平、高层次的学术盛宴，相信此次会议会对提升常见

风湿免疫病的诊治水平、促进交流合作产生深远影响。 

二、学系工作总结讨论会 

在 2017 年学系年度活动暨疑难重症疾病诊治研讨会后，学系主任、副主任及委员们就学系 2016

年的工作进行了总结，2016 年学系成功举办了风湿病诊治共识及病理解读研讨会、主办第六届全国

疑难重症风湿病学术会议，并分别在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北医三院及积水潭医院举办了三届青年医

师沙龙。之后，学系主任及委员们还就 2017 年的工作重点进行了讨论。对 2017 年的工作计划进行

了展望和布置。相信在 2017 年风湿免疫学学系的工作会迈出更大的一步，取得更多的成绩。 

三、主办第七届全国疑难重症风湿病学术会议 

由北京大学医学部风湿免疫学学系与中国医药教育协会共同主办的第七届全国疑难重症风湿病

学术会议于 2016 年 6 月 23～25 日在北京顺利召开。会议继续秉承“打造精品，服务临床”的理念

和宗旨，邀请了数十位国内著名专家学者进行了数十场精彩的学术演讲。会议还设置了多个针对性

强，临床关注度高的专题。学系主任栗占国教授、副主任张卓莉教授、苏茵教授、刘湘源教授、王

国春教授，以及学系骨干伍沪生教授、宋慧教授、王庆文教授、赵绵松教授、王宽婷教授、贾园教

授、邓晓莉教授、赵金霞教授等担任主持及讲者。讲者们选取行医生涯中最富有启发和教育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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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例，结合自己的临床经验，深入浅出、重点讲解常见病例的疑难问题诊治及少见病的诊断思路，

与参会医生进行面对面讨论、交流。400 余名与会代表参加此次会议。尤其风湿免疫学学系的各家

医院的年轻医师及学生积极参与了此次大会，获益匪浅，更是在讨论环节贡献出他们在实际工作中

遇到的典型疑难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分享了他们的经验。（图 2） 

四、举办系列“青年医师沙龙”活动 

为进一步更好地利用学系的平台发展风湿病学、鼓励和培养年轻医师及在校大学生，学系在

2017 年继续举办系列“青年医师沙龙”。活动仍以各单位青年医师及在校生为主要对象。2017 年又

举办了三届，分别在北京医院、中日友好医院及世纪坛医院举办。来自不同医院风湿免疫科的青年

医师及在校生针对自身参与的基础或临床研究进行分享，有机会更多的展示自己、互相学习、讨论

交流，学系主任、副主任及骨干与会指导，予以点评，对青年医师及学生的成长意义深远，受到青

年学生及医师的欢迎。（图 3-4） 

五、在北京大学深圳医院举办风湿免疫学学系年中活动暨多学科协作研讨会 

北京大学医学部风湿免疫学学系年中活动暨多学科协作研讨会于 2017年 9月 3日在广东省深圳

市北京大学深圳医院举行。北京大学深圳医院风湿免疫科是北医风湿免疫学学系的组成单位之一。

学系主任北京大学人民医院栗占国教授，副主任北大一院张卓莉教授，学系委员北京大学深圳医院

王庆文教授、委员兼秘书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贾园教授、北医三院邓晓莉教授、北京医院高明教授、

中日医院卢昕教授及刘敏副教授出席，会议由王庆文教授主持。虽然，本次会议正值台风“玛娃”

来临之际，但丝毫没有影响大家的学习热情，学系所属多家医学部附属和教学医院风湿免疫科学科

骨干、广东省内多个城市的三甲医院风湿免疫科主任、学科骨干以及深圳市规培医师共百余人积极

参加了此次会议，学系主任北大人民医院栗占国教授为本次会议致辞。 

风湿免疫病是一大类累及多系统、多器官的复杂疾病，因此，风湿免疫学科是一个以多学科领

域交叉为特点、疑难病为主的特殊学科。本次学术会议即是针对“风湿免疫病与多学科（交叉学科）

之间的诊疗策略”这一主题，邀请学系主任及委员做了精彩的演讲：栗占国教授、张卓莉教授、王

庆文教授、高明教授、邓晓莉教授、卢昕教授、贾园教授分别就“发热待查-风湿免疫病”、“结缔组

织病相关肺动脉高压诊治进展”、 “常见结缔组织病肺间质病变的治疗进展”、“当风湿病遇上乙肝

病毒”、 “免疫性复发性流产的诊断及治疗进展”、“难治性免疫性血小板减少的治疗进展”及“结

缔组织病与获得性血友病”进行了解读；会议还特别邀请了深圳市华夏眼科医院副院长傅培教授及

中日医院放射诊断科的刘敏副教授分别就“虹膜睫状体炎的临床诊疗”和“结缔组织病相关肺间质

病变的影像学解读”进行讲解。每位讲者就各自主题不仅进行了深入而系统的阐述，还带来了相关

领域的最新进展。最后，北京大学深圳医院风湿免疫科主任王庆文教授做了会议总结并对学系未来

的发展进行了乐观的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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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图 1  风湿免疫学学系举办疑难重症疾病诊治研讨会 

 

图 2 风湿免疫学学系主办第七届全国疑难重症风湿病学术会议 

 

图 3 风湿免疫学学系举办系列“青年医师沙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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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风湿免疫学学系举办系列“青年医师沙龙” 

 

图 5  在北京大学深圳医院举办学系年中活动暨多学科协作研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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胸外科学学系 2017 年度工作报告 

一、胸外科学系的工作概述 

北京大学医学部胸外科学系于 2012 年成立，目前为第二届，系主任为北京大学第一医院胸外科

主任李简教授。这一届胸外科学系成员单位包括 16 家三级医院胸外科，学系成员 27 名，包括学系

主任 1 名，学系副主任 6 名，学系成员 17 名，学习秘书 3 名。 

第二届北京大学胸外科学系由 16 家三级医院胸外科组成，总计开放床位 580 张，2017 年度手

术例数 11000 余例，师资构成博士生导师 8 名，高级职称教师 71 名。2017 年度在读研究生 52 名（博

士研究生及硕士研究生总计）。 

在第一届胸外科学系主任王俊教授的领导下，北京大学胸外科学系已初步建立成为一个能够充

分发挥各单位优势，通过开展交流合作，在医疗、教学、科研、人才培养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的综

合平台。2017 年度，各学系单位再接再厉，在学系主任李简教授和各位副主任领导下，充分利用学

系平台的整合优势，充分调动集体的力量，在医疗、教学、科研、学科建设、人才培养、师资队伍

建设等工作中都取得了满意的成绩。   

二、具体工作总结 

（一）主要承担的教学任务及完成情况 

各临床教学医院胸外科均承担北京大学医学部临床医学专业学生（本科阶段）的胸外科专业授

课、见习、实习教学工作，均能圆满能够完成教学任务。各单位根据师资条件、教学设施等情况，

根据教学改革的要求，开展了“基于团队学习（TBL）模式”授课，强化日常床旁带教，开展 CBL

教学，并通过 miniCEX 考核评价教学效果、反馈教学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在本科教学阶段，把授课、

自学、讨论、实践、考核有机的结合起来，有效地提高教学效率。通过查房讨论，读书报告、小型

专业研讨会等形式，不但传授书本上的专业基本知识，更能够适当开拓学生视野，拓展学习范围，

接触学科实践与前沿领域，充分锻炼和培养临床思维和科研思维。 

研究生教学是学系教学工作重点之一。胸外科学系多数单位为研究生学位授予点，其中包括四

个博士学位授予点。目前在读各类研究生 50 余名。研究生培养根据相关规定按照计划进行。胸外科

学系各单位间常规交流教师作为考官参与研究生培养考核。研究生答辩所邀请的答辩委员也多数来

自于学系各成员单位。在互相促进、互相学习的同时，也保证了研究生培养水平和考核水平。 

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已经成为学系多数单位的日常工作。胸外科专业是住院医师培训的必选专

业，每年有大量住院医师在学系单位进行培训。除了通过日常临床工作进行培训，胸外科学系各类

各级培训活动学术活动，也成为住院医师培训的重要内容和手段，对提高住院医师培训水平以及受

培训医师在胸外科领域知识的深度和广度是非常有益的。 

胸外科专科医师培训，也已列入工作日程，并已进行数次专题研讨活动。 

2017 年胸外科学系主办的继续教育项目也是异彩纷呈的。2017 年度，胸外科学系各单位总计参

与主办国际级继续教育项目 2 项，主办国家级继续教育项目  5 项，北京市级继续教育项目 3 项，

以及北京市区县级继续教育课程多项。 

学系单位主导多部教材的编写工作，其中包括住院医规范化培训教材，七年制医学生全国统编

教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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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学科建设及科研活动 

北京大学胸外科学系由 16 家三级医院胸外科组成，2017 年各成员单位在学科建设和科研方面

均取得了骄人的成绩。 

1、北京大学第一医院胸外科，主任李简教授，床位 35 张，医师 11 人，2017 年手术例数 1016

例。专业特色，胸部微创手术，各类胸外科困难复杂手术，mini 单切口电视胸腔镜手术。2017 年发

表论文 7 篇，SCI 一篇，核心期刊 6 篇。主办全国性学术会议及学习班一次。著作《全胸腔镜支气

管成形肺叶切除术》获得中国出版政府奖提名奖。李简教授获得金柳叶刀奖。 

2、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胸外科，主任王俊教授，床位 62 张，医师 21 人，2017 年手术例数 1700

例。专业特色，电视胸腔镜手术治疗各类胸外科疾病。2017 年，科研在研项目 2 项，其中一个为国

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新获批项目三项。2017 年发表论文 18 篇，SCI14 篇，中文核心期刊

4 篇。2017 年成功举办第 23 届全国胸腔镜及胸部微创手术学习班，及多期胸腔镜肺叶切除术手术高

级培训班。王俊教授主编 Atlas of Minimally Invasive Surgery for Lung and Esophageal Cancer 专著出

版发行。 

3、北京大学第三医院胸外科，主任闫天生教授，床位 32 张，医师 11 人，2017 年手术例数 787

例。专业特色：MIE，微创胸壁畸形治疗，复杂气胸治疗，复合外伤处理等。2017 年度发表论文 5

篇，SCI3 篇，中文核心期刊 2 篇。主办学术会议北医三院胸部微创论坛两次（其中第 13 届在拉萨

举办）。 

4、北京大学肿瘤医院胸外一科，主任陈克能教授，床位 33 张，医师 13 人，2017 年手术例数

787 例。专业特色：胸部肿瘤手术治疗、微创手术治疗，综合治疗。2017 年新获批科研项目 4 项。

2017 年发表 SCI 论文 8 篇。2017 年参与主办国际级学术会议（国际级继续教育项目）2 次，主办及

参与主办国家级学术会议（国家级继续教育项目）2 次，制作北京市区县级继教课程 10 讲。 

5、北京大学肿瘤医院胸外二科，主任杨跃教授，床位 33 张，医师 18 人，2017 年手术例数 726

例。专业特色：胸部肿瘤手术治疗、微创手术治疗，综合治疗。2017 年在研科研项目 6 项，新获批

科研项目 4 项。2017 年度发表论文 9 篇，SCI6 篇，中文核心期刊 3 篇。成立北京肿瘤医院胸部肿

瘤中心。获得华夏医学科技奖二等奖。 

6、北京大学北京医院胸外科，主任佟宏峰教授，床位 33 张，医师 10 人，2017 年手术例数 790

例。专业特色：胸部疾病微创手术治疗，胸部疾病累及心脏、大血管的复杂手术治疗。2017 年度进

行开展肺移植的前期工作。2017 年发表论文 3 篇。 

7、中日医院胸外科，主任刘德若教授，床位 67 张，医师 19 人，2017 年手术例数 1475 例（包

括肺移植手术 50 例）。专业特色：胸部疾病手术及微创手术治疗，肺移植。2017 年度发表论文 10

篇，SCI6 篇，中文核心期刊 4 篇。2017 年主办国家级学术会议 1 次，北京市级学术会议 1 次。获

得华夏医学科技奖一等奖。 

8、北京积水潭医院胸外科，主任   教授，床位 14 张，医师 6 人，2017 年手术例数 359 例。

专业特色：常见胸外科疾病治疗，胸部外伤治疗。 

9、北京世纪坛医院胸外科，主任姜福胜教授，床位 26 张，医师 7 人，2017 年手术例数 350 例。

专业特色：胸部肿瘤微创外科及综合治疗。 

10、北京大学国际医院胸外科，主任梁正教授，床位 18 张，医师 5 人，2017 年手术例数 194

例。专业特色：胸部疾病微创手术治疗。2017 年获得院内课题 1 项，发表论文 3 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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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北京大学深圳医院胸外科，主任乌达教授，床位 72 张，医师 15 人，2017 年手术例数 709

例。专业特色：胸部疾病微创治疗，单孔胸腔镜肺部手术，纵膈镜结合腹腔镜食管癌根治手术。2017

年获得广东省自然基金项目 2 项，发表 SCI 论文 3 篇。2017 年在深圳地区主办学术活动 6 次。 

12、北京大学首钢医院胸外科，主任曲波教授，床位 28 张，医师 10 人，2017 年手术例数 230

例。专业特色：胸部疾病手术及微创手术治疗。 

13、民航总医院胸外科，主任霍承瑜教授，床位 36 张，医师 10 人，2017 年手术例数 318 例。

专业特色：胸部疾病手术及微创手术治疗，胸部肿瘤氩氦刀冷冻治疗。 

14、航天中心医院胸外科，主任窦学军教授，床位 25 张，医师 6 人，2017 年手术例数 1200 例。

专业特色：胸部疾病手术及微创手术治疗，胃食管反流的微创治疗。2017 年发表 4 篇论文，中文核

心期刊 1 篇。《胸腹腔镜联合三切口食管癌根治术》入选航天年会。主办北京西部多家医院参与的医

学论坛。 

15、解放军 306 医院胸外科，主任李鲁教授，床位 36 张，医师 11 人，2017 年手术例数 311 例。

专业特色：胸部疾病手术及微创手术治疗，肺癌射频消融治疗。2017 年发表论文 4 篇，SCI2 篇，

中文核心期刊 2 篇，参与制定《影像引导射频消融治疗肺部肿瘤专家共识 2018 版》。 

16、海淀医院胸外科，主任刘军教授，床位 35 张，医师 9 人，2017 年手术例数 849 例。专业

特色：胸部疾病微创手术治疗，规模开展手汗症手术治疗（已成为北方地区最大的手汗症治疗中心）。

2017 年在研课题一项，申报课题一项。 

北京大学医学部胸外科学系是一个大家庭，由 16 家三级医院胸外科组成，总计开放床位 580

张，2017 年度手术例数 11000 余例。学习成员单位中既有全国知名百年老院的胸外科，也有区域医

疗中心、行业医疗中心的胸外科，每个成员床位及人员规模，发展水平，专业特长等各有不同，2017

年学系从医教研各方面来看发展是非常喜人的。正是在各个成员单位共同努力下，北京大学胸外科

学系在学科建设以及科研工作方面呈现出积极、良好、可持续的发展态势。 

（三）教学及学术交流情况 

2017 年度北京大学医学部胸外科学系各成员单位主办了多项大型学术活动。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胸外科主办国际胸部肿瘤精准诊治联盟启动会。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胸外科主办第 23 届全国胸腔镜及胸部微创手术学习班，是全国同类继教项目

中最悠久的一个品牌学习班。另举办多期胸腔镜肺叶切除手术高级培训班。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胸外科主办第十三届、第十四届北医三院胸部微创论坛，其中第十三届论坛

在西藏拉萨举办。 

北京大学肿瘤医院胸外一科参与主办国际级继续教育项目 AATS Focus on Thoracic Surgery: 

Lung and Esophageal Cancer，4th ANNUAL ADVANCES IN THORACIC SURGICAL ONCOLOGY；

参与主办第十三届食管癌学术大会；主办胸部肿瘤外科综合治疗新进展学习班。 

北京大学肿瘤医院胸外二科主办北京肿瘤医院胸部肿瘤中心成立大会，并主办多次跨省市肺癌

MDT 论坛。 

中日医院胸外科主办第二届华夏医学胸外科论坛及医促会胸外科分会 2017 年会，北京医学会胸

外科分会 2017 年年会。 

北京大学深圳医院胸外科在深圳地区主办 6 次学术会议，包括深圳市医学会胸外科专业委员会

成立大会暨第一届学术年会，深圳市医学会胸外科专业委员会微创食管手术高峰论坛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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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天中心医院胸外科主办航天中心医院非小细胞肺癌诊疗进展 MDT 讨论会，京南地区 GERD

分级诊疗及技术联动研讨会。 

2017 年底北京大学第一医院胸外科主办，16 个胸外科学系成员单位共同参加 2017 年北京大学

胸外科学系年会暨工作总结会。会议中，16 个成员单位均发言对本单位 2017 年度工作做了详尽的

总结汇报，会议气氛融洽，发言踊跃，讨论热烈。 

2017 年胸外科学系各成员单位参与主办、主办各级、各类、不同范围、不同层次的学术活动。

在这些学术活动中，各成员单位均积极参加，参与，协同努力。这些会议，既是学系成员单位学术

地位的体现，也充分展示各单位的学术水平、专业特色；既是学术交流活动，也是教学活动。其中

一些区域性、行业内的学术活动，也充分反映出北京大学胸外科学系成员单位范围广泛、层次丰富

的特点，对胸外科学系在胸外科领域发挥更大的作用有很大的裨益。 

（四）存在问题及建议 

2017 年的工作证明，北京大学胸外科学系这一平台是受到的各成员单位支持的，有效的，有益

的，在医教研各方面起到了促进作用。 作为一个拥有 16 家成员单位，各成员规模存在差异，工作

的广度深度不同，专业特长各有不同的综合平台，如何发挥好胸外科学系的整合作用，使成员单位

间能够充分交流，各取所长，共同促进学科发展，共同提高教学水平和科学研究，会是胸外科学系

的长期工作。 

三、下一年度工作计划 

2018 年度北京大学胸外科学系将一如既往协同促进各成员单位医教研各项活动，并充分发挥平

台功能，整合协调各成员单位，加强沟通，加强互相学习，力争多举办一些学系单位之间的交流活

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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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液病学学系 2017 年度工作报告 

2017 年度，北京大学医学部血液病学学系在北医领导及教育部老师的支持下，成功完成换届，

目前在学系荣誉主任黄晓军教授、学系主任常英军教授领导及学系各位成员的大力支持下，主要在

以下几个方面开展了学系的相关工作，取得了一系列研究成果： 

一、学系建设 

1. 在北京大学 120年校庆之际黄晓军教授团队建立的非体外去除T细胞的单倍型相合移植体系

（被世界骨髓移植协会命名为“北京方案”）在《自然》杂志被专栏报道。 

 

2.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血液科、北京大学血液病研究所新获得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 1 项； 

3. 学系荣誉主任黄晓军教授获中国医学科学家奖；常英军教授当选为中华医学会血液学分会青

年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4. 申报并举办国家级及市级继续教育项目 10 项：北大人民医院继续教育对象人数 400 人，达

标率 100%；北大人民医院 7 项，包括 2017 年中华医学会血液学分会单倍体造血干细胞移植研讨会、

血液病患者感染诊断与规范化治疗系列巡讲、2017 年血液病大会、血液系统疾病规范化诊治研讨会、

多发性骨髓瘤的规范化诊治研讨、血液病临床诊治进展学习班; 北大医院 1 项：内容围绕血液肿瘤

的诊治策略、造血干细胞移植进展等热点问题进行了探讨，获得参会者的一致好评；北医三院 1 项：

第八届北方地区淋巴瘤研讨会； 北京医院 1 项：2017-03-04-108(国)老年血液肿瘤。 

5. 主办了市级继续医学教育项目 2 项：北京血液学术年会及疑难病例系列讨论会、血液系统疾

病的规范化诊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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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本年度举办的大型学术会议及学习班情况：主办了 2017 中国研究型医院学会细胞/疾病生物

治疗大会、2017 年中华医学会血液学分会血液抗感染年会、中华医学会血液学分会单倍体造血干细

胞移植研讨会、2017 年中国血液病大会、2017 年北京医学会血液学分会 ASH 传达会、血液病患者

感染诊断与规范化治疗系列巡讲、血液系统疾病规范化诊治研讨会等。护理学习班：造血干细胞移

植护理进展及移植病房管理学习班、第三届造血干细胞移植及白血病化疗护理进展系列讲座； 

7. 编写继续教育相关教材情况：黄晓军参编人民卫生出版社第三版八年制内科学教材，江浩和

王昱录制《白血病》、《造血干细胞移植》和《MDS 的造血干细胞移植》多媒体配套教材，主编 王

辰教授；《哈里森内科学（第 19 版）——血液系统分册》，主编 黄晓军；路瑾翻译了其中浆细胞疾

病以及淀粉样变性章节。江浩参编《临床肿瘤学》研究生教材人民卫生出版社，主编：赫捷 第 37

章白血病。王昱完成血液病感染防治策略进展国家级继续医学教育项目(远程项目 2017)。黄晓军、

许兰平、莫晓冬等参编研究生精品教材；黄晓军、闫晨华和许兰平参编《邓家栋血液学》；江倩规范

和完善了午间道继续教育的课程教材，许兰平和江浩分别成册了造血干细胞移植工作常规和血液系

统疾病的诊疗常规作为专业培训教材。   

8. 人才培养方面：采取以下多种形式、措施促进人才梯队的形成，包括出国、学习、工作会议

及医生俱乐部等。继续鼓励扶植多人次参与国际性、国内学术交流。通过主办国际、国内学术会议，

邀请国外同行，搭建国际化交流平台。推动所内轮转机制运作，做好青年医生的培养工作。此外，

学系积极支持对落后地区的支援工作，本年度 2 人（莫晓冬、唐菲菲）先后参加援藏医疗队。 

二、学系成果 

1．北京大学血液病研究所、人民医院血液科 

1）北京大学人民/北京大学血液病研究所新获得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 

2）黄晓军教授获中国医学科学家奖； 

3）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血液科江倩教授受邀成为“国际 CML 基金会国家代表委员会”成员，成

为该委员会唯一的中国专家； 

4）2017 年颜霞科护士长作为项目第一人带领血液科护理团队获得北京市护理成果优秀奖《集

束化护理策略预防造血干细胞移植粒缺期患者肛周感染的临床研究》； 

5）2017 年我所主办的 2017 年中国血液病大会在郑州召开参会人数在 1500 余人;9 月在北京举

办 2017 血液学进展研讨会参会人数 300 余人；2017 年 10 月在北京举办了中华医学会血液学分会单

倍型移植学术会议参会人数 600 余人；2017 年 11 月举办中国研究型医院学会中国疾病细胞/生物治

疗大会餐会人数 600 余人； 

6）2017 年度内多人承担或获得多项国家或省部级课题，新获批基金项目 15 项，总金额 5000

余万； 

7）本所学生成绩斐然：2017 年发表的以学生为第一作者的 SCI 和核心期刊文章 34 余篇，学生

登上国际或全国性学术会议讲台 10 余次，学生在国际/国内学术会议上展示壁报 25 次，曹谢娜、赵

红艳获得第 59 届美国血液学年会摘要成就奖（abstract achievement award）； 

8）北京大学血液病研究所获《环球时报》社，《生命时报》社主办的“敬佑生命.2017 荣耀医者”

颁发的金牌团队奖。 

9）在既往教学工作基础上，2017 年血研所教学工作又增加了多个亮点：（1）进一步提高教学

意识和教学水平：教学团队包括医疗、护理和科研，教学对象包括在校本科生、研究生、进修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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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工作人员，造成高年资者应为人师表的氛围；黄晓军所长除了亲自带研究生，还以先进的管理

理念经常培训和影响上岗不久的研究生导师，从学术、育人、做人等多方面提升教学队伍教学素质

和教学水平。（2）注重教学查房，强化临床技能训练，让年轻医生在血液病化疗或移植患者这个特

殊疾病模型上，除了同样学到呼吸、消化、心脏等大内科疾病的知识和处理技能，更可以学到复杂

病情时如何把各科的基础知识整合在一起应用的能力，对临床思维能力的提升起到独特的作用，尤

其注重对临床思维思辨能力的培养。科研查房和工作会议常规化，刻意训练研究生独立思考能力和

表达能力，以培养具有科研思维和临床技能的大医生标准要求学生。（3）继续完善教育互动平台：

每周一中午的“午间道”学习，讲解新的指南、诊疗规范和医疗质控、传达学术会议的新信息，每

周三下午 1 个小时的 doctor club 由临床及实验室老师进行基础知识培训讲解、临床实战病例思维训

练，研究生及住院医师及低年资主治医师进行最新文献解读，每三周一次进行全科疑难病例讨论，

以上学术活动为方便大家参加，多个病区连线，要求学生、年轻医生和进修医生都参加，讨论互动，

不但学习知识也锻炼演讲能力，开展听众对讲者进行教学内容、形式及演讲技巧等全方面评分达到

教学互长。（4）形成医生和护士的导师培训制度：在校学生都有自己的指导老师，经过双向选择，

年轻住院医生也有了自己的指导老师；年轻护士也都明确了自己的指导老师。血研所在病房扩展中，

新的医生、年轻的护士不断加入，这种导师制保证了在人员流动较大的情况下，年轻人快速成长，

保证了医疗和护理的安全。（5）把教学成绩列入导师年底考核内容，要求在述职中展示：导师间互

相学习和促进。（6）护理教学成为新亮点：由于护士的流动性大辞职率高，为护理教学带来了新的

压力，为了保持护理安全，教学必须跟得上，今年共有 20 人取得了教学干事的认证；临床带教老师

进行了 8 次基础课程的试讲，目前已通过 3 节课程；我科护理各种培训、授课、继续教育等项目，

已呈现规模化、体系化、规范化和内容多样化的特点。 

教学工作量：本年度有 2 人参与讲大课（王昱、闫晨华，共 12 学时）；闫晨华参与 2014 级基

础八年制物诊实习 1 周，诊断学知识竞赛 4 学时，2014 级诊断学脱产带教 12 周；石红霞指导 2012

级生产实习讨论 6 学时，2015 级研究生转博辅导 4 学时；王婧参与 2012 级生产实习带教 12 周，2014

级临床八年制见习带教 6 周，2014 基础八年制见习带教 2 周；赵婷 2012 级生产实习带教 12 周；张

圆圆 2013 级系内总考技能辅导 3 学时，2012 级资格考核辅导 3 学时；常英军和陈育红参加内科二

阶段面试 10 学时；11 人次为医学生、规培住院医师、护士等进行技能培训、监考及出题等各项教

学工作。闫晨华获得 2016-2017 年度北京大学人民医院优秀教师。本年度无教学事故发生。2 项教

育教学研究课题在研（杨申淼：标准化病人(SP)在客观结构化临床技能考试(OSCE)后的反馈在低年

住院医师医患交流技能培训中的应用；颜霞：血液系统护理师资授课技能培训体系建设）。 

颜霞老师做为北医护理学院专职临床授课教师，为北医护理本科生授课，授课内容包括急性白

血病、慢性白血病、再生障碍性贫血、缺铁性贫血、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等，共授课 7 学时。接受

3 名北京大学护理学院本科生完成了 8 周临床实习。颜霞、胡伟、武香玲带北医护理本科生见习 2

天，每次 20 人。护士长和带教老师共同整合原血液科护理题库。护士杨晓晴、刘树佳两名护士参加

了北京大学人民医院中青年教师教学基本功讲课比赛（护理部）并取得了较好的成绩。共培养专科

护士 9 人，其中肿瘤专科护士 4 人，PICC 高级班 1 人，静疗专科护士 4 人。今年共接收院内培训

护士 45 人，进修护士 25 人。 

本年度血液科毕业八年制博士 2 人，临床型博士 1 人，科研型博士 4 人，临床型硕士 1 人，科

研型硕士 2 人，临床硕士转博 1 人。博士研究生论文匿名审查优良率 100%，其中刘龙为双优。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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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血液科仍有在读八年制博士 3 人，临床型博士 3 人，科研型博士 19 人，临床型硕士 8 人，科研型

硕士 9 人。 

本年度血液科各类学生在读期间成绩斐然，2017 年发表的以学生为第一作者的 SCI 和核心期刊

文章 34 篇，学生登上国际或全国性学术会议讲台 10 余次；22 人共 48 人次获得包括国家奖学金在

内的各类奖学金。 

教材建设：黄晓军参编人民卫生出版社第三版八年制内科学教材，江浩和王昱录制《白血病》、

《造血干细胞移植》、《MDS 的造血干细胞移植》多媒体配套教材，主编 王辰教授; 《哈里森内科

学（第 19 版）——血液系统分册》，主编 黄晓军教授，路瑾翻译了其中浆细胞疾病以及淀粉样变

性章节。江浩参编《临床肿瘤学》研究生教材人民卫生出版社，主编：赫捷 第 37 章白血病。王昱

完成血液病感染防治策略进展国家级继续医学教育项目(远程项目 2017)。黄晓军、许兰平、莫晓冬

等参编研究生精品教材；黄晓军、闫晨华和许兰平参编《邓家栋血液学》；江倩规范和完善了午间道

继续教育的课程教材，许兰平和江浩分别成册了造血干细胞移植工作常规和血液系统疾病的诊疗常

规作为专业培训教材。 

本年度继续教育情况： 

1）住院医师/专科医师规范化培训工作： 

（1）承担住院医师/专科医师各种培训及考试（考核）工作：  

a．本年度血研所住院医师/专科医师规范化培训工作：本年度内 6 人进行住院医师第 2 阶段培

训,15 人进行住院医师第 1 阶段轮转工作； 

b. 本年度内我所继续承担北京大学医学部住院医师/专科医师第二阶段考试（考核）工作，13

人次参与医学部及医院组织的各类考试考核工作（包括北京大学医学部住院医师第二阶段笔试阅卷

及思维考核、北京市一阶段考核、转博考试临床思维面试、多站考核、出科考等）。 

（2）本科室住院医师考试通过率：1 人（卢晟晔）参加住院医师第二阶段考试并通过,5 人参加

住院医师第一阶段考试并通过，2 人（徐郑丽,左书凝）通过转博考试。 

（3）发表住院医师/专科医师培训相关论文情况：无。 

2）继续医学教育情况： 

（1）科室继续教育对象人数 400 人，达标率 100%。 

（2）科室国家级/市级继续医学教育项目开展情况： 

申报并举办国家级继续教育项目 7 项： 2017 年中华医学会血液学分会单倍体造血干细胞移植

研讨会、血液病患者感染诊断与规范化治疗系列巡讲、2018 年血液病大会、血液系统疾病规范化诊

治研讨会、多发性骨髓瘤的规范化诊治研讨、血液病临床诊治进展学习班。主办了市级继续医学教

育项目 2 项：北京血液学术年会及疑难病例系列讨论会、血液系统疾病的规范化诊治。 

举办国家级继续教育项目一项《造血干细胞移植护理进展及移植病房管理学习班》共计 18 学分，

I 类学分 6 分，项目负责人：颜霞，参加学习交流的学员分别来自全国各地 21 个省市自治区共 49

家医院的 96 名学员，本院 200 名学员共 396 名血液科护理同仁共同参加了此次为期三天的学习班。

举办北京市级继续教育项目一项《第三届造血干细胞移植及白血病化疗护理进展系列讲座》 项目负

责人：颜霞  授课对象为人民医院护士，每次听课人数在 50 人左右。完成区级继续教育项目 12 项。

申报国家级继续教育项目一项《造血干细胞移植护理进展及移植病房管理学习班》 项目负责人：颜

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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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继续教育课程授课情况：科室对进修医师进行认真的管理、培训，此外还承担进修医的讲

课工作，临床各病房、门诊、骨髓形态室、细胞生物学实验室及染色体实验室等联合指导了来自 10

余个省市的进修医师 30 余名。护理方面共接收院内培训护士 45 人，进修护士 25 人，接收中华肿瘤

专科护士培训 13 人，接收北京肿瘤专科护士培训 4 人，接收中华护理学会和北京护理学会静疗专科

培训 11 人。护士长及带教老师对新入职护士进行了创新性的岗前培训，包括入科介绍，专科讲座并

亲自辅导和考核 CPR 和电除颤技术的操作。颜霞老师带领护士长及专科护士参加院外网络教育的授

课，提高了授课技能的同时也培养出一批专业的护理师资队伍。颜霞在全院护理继续教育课程授课

《安全输血》 10 次，每次授课人数 70-150 人，在国家级继续教育项目中授课 2 次，每次授课人数

300 人，在北京市级继续教育项目中授课 2 次，每次授课 80 人。颜霞、徐晓东、陈楠、卢山红、

胡伟、张宝宏、张鹍在北京大学医学部进行网络录课。 

本年度科室举办的学术会议及学习班情况。 

本年度举办的大型学术会议及学习班情况如下：2017 年中华医学会血液学分会血液抗感染年会、

中华医学会血液学分会单倍体造血干细胞移植研讨会、2018 年中国血液病大会、2017 年北京医学会

血液学分会 ASH 传达会、血液病患者感染诊断与规范化治疗系列巡讲、血液系统疾病规范化诊治研

讨会等。护理学习班：造血干细胞移植护理进展及移植病房管理学习班、第三届造血干细胞移植及

白血病化疗护理进展系列讲座。 

2017 年度科室发表血研所共计发表 SCI 论文共计 60 篇 

2．北京大学第一医院血液科 

1）全科各级教师完成常规教学任务。包括北医夜大、本科生、八年制临床系的血液专业大课及

CBL 教学工作，院内进修医授课，今年还首次圆满完成了八年制基础医学系学生的大课讲授及临床

带教工作，并在学生座谈会上获得了学生的一致好评。对于本科生教学，各级教师认真备课探讨，

积极组织青年教师试讲及点评；同时对于本科生的临床实习工作指定了专人负责，并综合应用团队

式教学、SOAP、DOPS、mini-CEX 等多种方式对学生进行教学、培训和考核工作。对于住院医师

及研究生的培训遵照我院大内科统一安排，同时具有专业特色。各级医师均参加了医院组织的住院

医师规范化培训基地师资培训；部分教师参加了胜任力导向住院医师教育师资培训，并获得证书，

使我科的住院医师培训工作更加科学规范。教学工作中，各级医师相互配合，利用病房中的典型病

例进行团队式教学、教学查房和小讲课，将教科书中的各种理论与临床实践紧密联系在一起，增强

了住院医师的学习积极性和有效性。同时，综合应用出科考试、mini-CEX、SOAP、DOPS、面对面

评价的方式对住院医师的岗位胜任力情况进行督导，使得教师的指导工作更加有的放矢。王颖副主

任担任国家级职业精神培训讲师，李渊副主任医师担任国家级职业精神培训讲师及院级的 PBL 及

SP 培训讲师。 

2）教学主任王颖作为负责人获市级及医学部教学科研基金 2 项。王颖主任作为教育处长主办国

家级继续教育项目（医学教育）2 项，为我院医学教育改革、RC 的认证工作及血液科医学教育改革

作出突出贡献。 

3）李渊副主任医师为主要参与人参与市级及院级教学课题，完成教学文章 1 篇。李渊副主任医

师作为大内科教学秘书，协助大内科教学主任圆满完成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的各项工作。从 2016

年 11 月接任北京大学医学部血液病学系副主任起，积极配合学系主任完成学系的各项教学工作。王

倩主治医师被评为院级优秀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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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我科多名教师积极参与国家执业医师考试、研究生考试及住院医师考试的命题工作；并参加

了各种类型考试的监考及考官工作。多名教师参与完成了 up to date 的翻译工作。 

5）全科中级职称、高级职称教师全年圆满完成每人至少 80 个学时的教学工作。王颖主任和李

渊副主任医师均超额完成教学学时。 

6）本年度我科共有在读研究生 16 名，毕业硕士研究生 0 名，博士研究生 1 名。多名研究生参

与各类课题研究，研究成果在国际国内学术会议上交流 4 人次。 

7）2017 年度我科主办国家级继续教育项目 1 项，内容围绕血液肿瘤的诊治策略、造血干细胞

移植进展等热点问题进行了探讨，获得参会者的一致好评。 

8）全年无教学差错和教学事故发生。 

9）新当选的学术任职：李渊当选中华医学会血液学分会造血干细胞应用学组委员；岑溪南当选

中华医学会血液学分会白血病淋巴瘤学组委员；董玉君当选中华医学会血液学分会实验诊断学组委

员；尹玥当选北京医学会血液学分会青年委员。 

10）2017 年度我科共获得各类基金 2 项：李渊副主任医师获得归国人员启动基金 1 项及北京自

然科学基金项目 1 项。 

11） 2017 年度共发表论文 11 篇，其中 SCI 论文 5 篇，与去年持平，以第一作者发表的论著单

篇 IF 最高分达到 7.719。 

12）2017 年度 4 人次在全国性学术会议上大会或分会发言，15 人次壁报交流。 

13）本年度我科发表文章总数较前有所下降，论文质量有所提高，SCI 论文的影响因子较前有

所提高（其中 1 篇 7.7；1 篇 5.1；1 篇 4.1）、在研及申请基金项目较前持平，仍需进一步努力。 

3．北医三院血液科 

1）教学：2017 年临床 8 年制教学均安排了高级职称人员担任，今年教学内容大课主要以理论

授课为主，强化重要知识点的教授。将白血病、贫血的 CBL 教学放入见习带教过程中，增加见习带

教的课时数，使得见习带教过程中学生能够从床旁带教问诊、查体、书写病例，到集体根据所看到

的病例进行 CBL 讨论，从而能够更好的掌握理论科所教授的知识点，从而能够更好的是理论与实践

相结合，加深对于疾病的理解和掌握。 

2）在 2016 年我科田磊老师的教学课题““白血病”模拟诊疗教学视频的建立”，在 2016 年初步

尝试进行后又进行了修改，在 2017 年的见习带教之中制作不同版本的问诊纠错视频，通过“大家一

起来找茬”方式引导学生建立良好的问诊诊疗思路，探索了新型带教模式，这样使得血液科教学内

容更加充分，形式更加多样；在 2017 年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的北京市教学检查过程中，对我科的出

科考带教进行了考核，在考核过程中专家对于教师的点评给予肯定，也为我们在出科考过程中的不

足提出了建议。我科今年设立专门负责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的教学秘书，将更好的安排相关的教学

内容。 

3）继续举办了国家级继教项目——第八届北方地区淋巴瘤研讨会，参加人数近 300 人，在国内

享有较高的声誉。课程结束后已按时上交电子版文件（①国家级项目执行情况汇报表②课表③通知

④考题⑤通讯录⑥教材使用情况表）。 

4）2016 年全科人员共发表论文 20 篇，其中 SCI 收录论文 7 篇，核心期刊收录 13 篇，获得国

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基金 2 项。 

4．北京大学深圳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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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教学：我科承担了 37 名实习生的临床实习教学工作，对所有实习生均进行入科教育，正规

培养实习生的临床思维及临床技能，严格考勤，并进行规范的出科考核。培养汕头医科大学临床型

硕士研究生两名；多次进行教学评教、集体备课、督导听课等工作。积极组织及指导学生参加了第

二届规培医师演讲比赛，获优秀奖。辅导安徽医科大学实习生参加安徽医科大学临床操作技能大赛，

获二等奖。辅导住院规培医师参加深圳市住院医师临床操作技能大赛，获三等奖及优秀奖。张文丽

主治医师获 2017 年北京大学深圳医院优秀住院医师带教老师。冯佳副主任医师获 2017 年北京大学

深圳医院优秀教师称号。 

2）团队建设：加强了对国内优秀血液科的横向联系工作，通过对先进血液科学科建设的观摩，

结合我们实际形成新的学科增长点，努力扩大学科影响力：成功申请市三名工程项目，北京大学人

民医院黄晓军教授血液病研究团队定期来深进行临床科研工作指导，建立疑难危重人群及时会诊机

制，完善了教学查房会诊、病例讨论和小讲座学术活动常规工作流程。在深期间，黄晓军教授等专

家指导联合查房，对疑难病例进行会诊。借助“三名工程”平台，选送中青年骨干至引进团队单位、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血液科及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血液科等进修学习，提

高我科造血干细胞移植护理进展及移植病房管理和多发性骨髓瘤淋巴瘤诊治水平全年派出进修医生

1 人，护理 1 人，短期出差学习观摩 9 人次，带回新技术 4 项，如淀粉样变性的诊断治疗、肾病意

义单克隆球蛋白沉积症的诊断和处理；血液肿瘤 CART 治疗后临床管理、罕见血栓及出凝血疾病的

诊断和治疗。特别是派人观摩学习国内先进单位对日间化疗门诊的管理，极大地改善了我科的工作

效力，不仅降低了我科平均住院日，方便了很多患者的治疗，也改善了患者的住院体验。 

3）科研：第一作者身份在《Oncotarget》发表 2 篇论著；获得广东省科学技术厅项目一项（项

目编码 2017ZC0398）《组蛋白去乙酰化酶抑制剂联合桦木酸调控潜伏 EB 病毒基因的表达并诱导 NK

淋巴瘤细胞凋亡的实验研究》。 

5．北京积水潭医院 

1）教学：北京积水潭医院承担了北京大学医学部的部分八年制学生的临床教学工作。根据内科

学教学大纲，2017 年血液内科及检验科血液室共 5 名教师参与了 2013 级学生的内科学血液系统部

分 16 学时的理论授课及双语教学工作，并在贫血及白血病的讲课过程中积极尝试基础理论和实验室

检查相融合的授课模式，由血液科和检验科两名教师互相补充，使传授的知识更加立体，易于掌握；

在淋巴瘤的授课中，我们采用了 CBL 的教学模式，与典型病例的结合使学生增强了对疾病的感性认

识，加强了学习效果。2017 年度血液科全体医师认真完成了北医 2012 级学生的血液内科生产实习

代带教和小讲课工作，全部同学考核合格 

2）2017 年 4 月 28 日，我科举办 2017 年积水潭多发性骨髓瘤论坛，邀请到近年来在骨髓瘤领

域做出突出成绩的一线专家做了非常前沿、精彩、实用的演讲，会议内容聚焦临床关注热点，与国

内同道一起共同就多发性骨髓瘤问题做了深入的交流和探讨。 

3）除外之外，北京积水潭医院血液科与脊柱科、骨肿瘤科、病理科、检验科、影像科等多个学

科多次联合举办多发性骨髓瘤、淋巴瘤多学科交流系列研讨会、暨北京市继续教育项目及区县级继

续教育学习项目，并邀请国内专家发表精辟的演讲，对多发性骨髓瘤、淋巴瘤疑难病例进行讨论，

搭建多学科医疗平台，开拓思路，提高认识水平。 

4）基于北京积水潭医院强大的骨科特色，血液科致力于骨相关血液系统疾病的发展目标，将工

作和科研的重点首先放在多发性骨髓瘤、原发性骨淋巴瘤和朗格汉斯细胞组织细胞增生症上，目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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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疾病临床资料的收集和整理工作正在进行中。在院方的支持和各个兄弟科室的积极协助下，血

液科与骨肿瘤科、脊柱外科、病理科、检验科、医学影像科等建立了绿色通道，定期进行多学科交

流协作取长补短，并积极建立与其他兄弟医院血液科、检验科、病理科的联系，积极参与血液学会

议、讲座，加强交流与合作。目前我科正在研究的课题有：北京市自然基金一项：“趋化因子受体

CXCR4 参与调控 MM 髓外病变的分子机制研究”、北京市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编号 7162080）；复发

难治淋巴系统恶性肿瘤的标准与个体化治疗模式研究（北京大学肿瘤医院牵头并与友谊医院合作扬

帆计划临床技术创新项目）（项目编号 XMLX2015-2）。 

6．卫生部北京医院 

1）教学：规范化培训带教工作量规范化培训 96 名医师、临床小讲课 3 次；大内科查房：协讲

5 次，主讲 6 课时；承担住院医师/研究生/本科生讲课情况：住院医 16 课时，承担本科 367 学时；

同时本科室人员参加 SP、模拟医学、专业英语、循证医学、全科医学 

2）科研：极围绕学科发展重点方向开展基础和临床研究，积极申报课题，聘请基础研究兼职教

授 1 人，加强科研基础研究；2017 年新获得首都临床特色应用研究一项，发表 SCI 论文 2 篇，中华

期刊论著 1 篇，其他核心期刊论著及短篇论著多篇；目前在研课题进展顺利。 

3）人才培养：①成立北京医院-MD Anderson 淋巴瘤骨髓瘤诊疗中心，并先后安排 2 名医师到

MD Anderson 癌症中心学习，为今后人才培养搭建平台；②培养青年骨干，做好梯队建设，在人员

非常紧张的情况下，安排 1 名青年骨干医师在美国学习；③鼓励青年医师积极参加院内外学术活动

及宣讲活动，扩大我科医生影响力，为今后发展奠定基础。 

7．航天中心医院 

1）2017 年血液科完成卫纪委造血干细胞移植资质备案，同年成功取得“非血缘造血干细胞移

植资质”，并顺利开展我院首例脐带血移植。截止目前，我院造血干细胞移植移植物种类可以全面覆

盖（亲缘移植、非血缘移植、脐带血移植）。2017 年全年完成移植 119 例，建科至今共完成各类造

血干细胞移植 572 例，数量及质量持续位居全国前列，尤其在难治复发白血病的诊疗方面创出自身

品牌，OS（总生存）及 DFS（无病生存期）均较国际平均水平明显提高。此外，2017 年 2 月血液

重症监护室成立，这在全国血液界是独一无二,绝无仅有的。 

2）全年承担本科理论大课课题 4 个，理论大课教师 4 名，完成生产实习小讲课 3 次 6 学时，共

接受 30 余名生产实习学生，进行生产实习教学 2 周，完成理论大课教学 19 学时，实践教学 126 学

时。接受一阶段规范化培训医生 11 名。 

3）举办北京市继续教育项目 1 项，首届航天血液年会 1 次，全年在科室内组织业务学习培训共

计 34 次 741 人次。科室承担院级大内科巡诊 1 次；作为协助科室参与以上活动共计 4 次。年度 25

学分达标达标率为 100%。 

4）全年参加欧洲血液年会（EHA）和美国骨髓移植年会（ASBMT）投稿，录用稿件 3 篇。现

已经发表中文核心期刊论文 2 篇，Haematologica（影响因子 7.7）收录我科 EHA 会议论文 1 篇，

Oncotarget（影响因子 5.1）收录论文 1 篇。 

8．日友好医院 

1）积极参与学系组织的各项学术活动：参与国内外学者作为讲者的专题讲座、疑难复杂病例讨

论 

2）教学：参与北医留学生班的临床教学、北医基础医学系临床见习教学、北医第一阶段考试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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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和临床思维考试；作为住院医生教学基地，参与基地医生和临床研究生的培养 

3）科研：发表 SCI 论文 3 篇 

9．首钢医院 

1）教学：积极参加中华医学会、各院校组织的血液系统疾病的培训、学习；积极参加院里组织

的各项比赛，如疑难病例演讲比赛、四大技能操作比赛、教案撰写、出题试卷、病例评比等，今年

疑难病例比赛获得一等奖；承担了北京市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工作；承担了北京大学医学部口腔专

业与医学英语专业的授课及见习工作 

2）科研：与北京医卫健康公益基金会合作，完成探讨多发性骨髓瘤患者化疗后外周血淋巴细胞

亚群变化特征及临床意义的临床观察；参与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血液科黄晓军教授的课题：有关移植

复发防治技术的推广项目。 

三、学系下一年度计划 

1．教学：整合学系资源，实现研究生、住院医师联合培养，提高团队式教学水平，为医学教育

做出贡献；通过无线连接共享学系内部优秀教学资源共享，提高学系教学水平；建立学系特色诊疗

技术的规范化并在全国推广；通过疑难病例讨论、国内外学术交流，为年轻医生提供快速成长的平

台，为学系发展储备人才 

2．更有效利用现有病例资源，临床和科研相结合，找到更多研究切入点，提高文章发表数量及

水平；在现在空间基础上加强纵向发展，争取将临床及基础研究做深入，做强；在制度设计上逐步

将研究与临床相结合，结合个人特点及专业特长进行培养，学校及医院也需在政策上给予支持；本

学系将在未来数年内继续加强对人才的投入，培养优秀中青年人才的成长，根据学科特点引进人才，

使本人才结构更合理，水平更高，保持并促进学系的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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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像医学学系 2017 年度工作报告 

2017 年度工作总结 

北京大学医学部影像医学学系于 2016 年 5 月获得医学部批准，经过近四个月的紧张筹备，于 9

月 3 日在北京正式成立。北京大学医学部医学影像学学系是以北京大学第一医院、人民医院、第三

医院、肿瘤医院放射科为主体，联合其他北京大学所属临床医学院及教学医院相关教研室共同组成。

影像学学系成立后一年以来，各附属医院放射科室在各个领域密切协作，全方位交流，以共同进步

为目的，并促进各具特色和优势的学科发展，培养德才兼备、具有创新能力的高层次人才，希望带

动各附属医院影像医学水平的整体提高。在医疗工作方面，影像学系定期召开疑难病例影像会诊及

技术咨询，制定标准化影像检查方案并对各系属科室进行指导；在教学工作方面，对教师培养、教

材建设、人才选拔、统一招生和考试等诸多工作进行统一规划；在科研工作方面，积极准备联合开

展相关课题，探索创新，互相促进，进一步完善各自的优势项目。现就 2017 年度学系工作进行总结。 

一、北京大学医学部影像医学学系第二次学术年会在京召开 

2017 年 7 月 22 日上午举办“医学影像与人工智能论坛”，国二招会议室内座无虚席，听众包括

各类医务工作者、科研院所学生、人工智能从业人员以及对人工智能感兴趣和有愿望参与的各类听

众。大会邀请到多位医院影像科专家、科研院所教授以及创业公司代表，作为传统医疗行业的亲历

者，发表了对人工高智能（AI）在医疗领域前景及发展方向的不同看法。论坛中，北京大学人民医

院杜湘珂教授进行了“医学影像中的人工智能技术”的主题演讲，她认为医学影像 AI 虽然还处于

“婴儿期”，但 AI 和人类相比在智能筛查方面的速度和准确性上都有很大优势，但 AI 进入医疗影

像，一定是在单一、规律性强的学科领域。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的艾涛教授随后

进行分享了他在“深度学习与肺结节的智能识别”中的临床实践。他认为：CT 扫描是肺结节检测

的“金标准”，但是检测结节的难度很大，且判断良恶性分类对影像医生也是很大的挑战。而深度学

习算法是对人工神经网络的发展，能够在提升效率的前提下，减轻放射科医生的工作量，并尽可能

降低漏诊的比例。推想科技 CMO 夏晨博士进行了主题为“医疗人工智能的落地与应用案例”的演

讲，从企业的角度分享了推想在技术研发和辅助诊断方面的应用情况。飞利浦医疗临床科学部郭宁

以“从医学影像来看大数据在智慧医疗中的价值”为题，从“医学引影像的发展历程”、“医学成像

的挑战”、“影像组学特征提取的方法”等方面发表了自己的见解。最后，通用电器医疗战略市场经

理姚婉发表了“肺癌早筛早诊解决方案及人工智能技术应用”的主题演讲，分享了人工智能深度学

习技术原理。 

论坛气氛热烈，交流广泛，就“人工智能医学影像在基层医疗有哪些应用前景”、“企业在人工

智能医学影像方面的研发和体验”等话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受到与会者的好评。 

二、第十二届全国影像医学疑难百病论坛暨影像学系学术活动在京举行 

2017 年 7 月 23 日，第十二届全国影像医学疑难百病论坛暨影像学系学术活动在国二招热烈开

幕，参会医师达三百余人，不仅包括了影像医学学系的成员，也包括了北京市各大医院影像医师，

以及部分专程出席的周边省市医生。大会邀请了北京市十四家医院影像科轮流展示各系统精彩的疑

难影像病例。各医院以一对一组的方式分析对方病例特征和进行影像诊断。病例精彩绝伦，既有少

见的疑难杂症，又有常见病的少见表现，让与会医师大开眼界，加之以现场互动发言和竞猜的活泼

形式，趣味十足，精彩纷呈。各医院专家巨擘在每一病例之后点评病例特点，点明诊断思路，辨析



 

 94 / 102 

影像学征象，分享诊断经验，使大家开阔了眼界，增长了知识，提高了诊断与鉴别诊断能力，积累

了经验教训，大家深感大获裨益，不虚此行。放射科同仁通过这样一个学术交流平台，齐聚一堂，

彼此共同探讨，相互促进，更新知识，拓展思路。以后我们会邀请更多的医院加入，使会议的内容

更加丰富，使受众面进一步扩大，影响力进一步增强。 

三、为北京市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基地的学系各组成单位顺利通过 2017 年基地评估 

经过认真准备，积极参评，学系内各承担北京市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基地的组成单位就科室概

况（包括工作模式、科室设备、工作量）、培训基地相关情况（包括基地背景、师资、基地医师情况）、

培训内容（包括理论课程、实践教学、出租考核、教学能力培养）等方面做了汇报，均顺利通过评

估，并制定了有章可循的基地培训制度，形成了有教学意识的带教教师梯队，在一年来的教学工作

中进行了专业的临床教学和三基培训，为广大基地医师创造了和谐的学习成长环境。学系各单位还

就此进行了积极的交流和深入的探讨。 

四、成为北京大学医学部专科医师规范化培训第三批试点专科。 

专科医师培训是毕业后医学教育的组成部分。开展专科医师规范化培训、逐步建立专科医师培

训和准入制度，是培养高层次医学专门人才的重要途径。经医学部确认，学系主任洪楠教授、副主

任王霄英、袁慧书、孙应实主任受聘为放射科专科专家组成员，借鉴发达国家专科医师培训经验，

探索具有医学部特色、与国际接轨的专科医师培训模式，为建立可复制、可推广的专科医师培训体

系积累经验。培训对象为 2017 年及以后完成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并通过结业考核、在放射科从事医

疗工作的住院医师必须参加专科医师规范培训，并根据各学系组成单位的具体条件，部分可接受外

单位符合条件的住院医师。培训方案按照《北京大学医学部专科医师规范化培训细则 3（试行）》执

行。确定了考核制度：包括过程考核、中期考核和结业考核，就二级学科范围的基础知识、基础技

能和临床综合能力、专科领域岗位胜任能力等方面进行考核。学系各组成单位进行了专科医师规范

化培训临床指导教师的遴选和申报。 

五、实行进修医师培养导师制管理模式 

为了加强进修医师培训质量，规范培训管理，遵照教学医院的要求，经广泛调研和教学会议讨

论，拟于 2017 年 11 月起对新招收的进修医师实施进修医师培养导师制管理，科室为所接收的进修

医师安排专门的导师进行带教，进修医师的导师负责承担该进修医师的主要教学工作并完成其结业

考核并在进修结业鉴定表中签字，并由继续教育处和科室负责对导师的带教工作进行统一管理和评

价。 

六、医学影像学系在医、教、研方面的合作 

学系的成立促进了各教学医院在医疗、教学、科研方面的密切合作。各医院密切交流，团结协

作，以共同进步为目的，促进各具特色和优势的学科体系，并将培养一批德才兼备、具有创新能力

的高层次人才，以带动各附属医院影像医学水平的整体提高。在医疗工作方面，影像学系定期召开

疑难病例影像会诊及技术咨询，制定标准化影像检查方案并对各系属科室进行指导。在教学工作方

面，就教师培养、教材建设、人才选拔、统一招生和考试等诸多工作进行统一规划。在科研工作方

面，蓬勃开展相关合作，集思广益，互相促进，进一步完善各自的优势项目，并突出北京大学医学

部影像学系的整体科研优势。 

七、已使用公众号和网络平台发布学系部分学术通知，并积极参加各学系组成成员所举办的各

类会议，之后还将进行病例的会诊、讨论及专家介绍、专题讲座等。 

综上所述，影像医学学系作为一个年轻的医学部学系，在成立一年来努力工作，认真学习，热

情交流，深入合作，创造了良好的学习、工作氛围，在临床、教学、科研方面搭建了诸多平台，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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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于学系成员和广大影像同仁为宗旨，不断壮大自己。 

2018 年度工作计划 

北京大学医学部影像医学学系于 2016 年 5 月获医学部批准成立，经过一年的工作，取得了一些

成绩，积累了一些经验。在未来一年内，我们仍将以北京大学第一医院、人民医院、第三医院及肿

瘤医院影像科为主体，联合其他北京大学所属临床医学院及教学医院相关教研室，整合临床、教学、

科研优势，构建各临床教学单位交流平台，力争使北京大学医学部影像医学系医、教、研水平均更

上一层楼，成为全国影像医学领域的排头兵。具体工作计划如下： 

第一季度（2018.1-2018.3） 

1、全面总结 2017 年度学系各项工作。 

2、全面评估学系优势资源，提出医、教、研、管理各方面合理化建议并构建交流平台，预计将

召开 3-4 次核心组会议及 1-2 次学系管理人员会议。 

3、讨论制定学系标志的可行性：为进一步增强学系的凝聚力，建议制作北京大学医学部影像医

学系的标志，在今后学术活动中统一使用。 

第二季度（2018.4-2018.6） 

1、拟在整个学系各组成单位中探讨和全面推进影像医学标准化工作，提高学系的学科发展水平。

工作将从以下方面进行： 

（1）探讨影像学结构化报告的可行性及在各专业组中试行。 

（2）以病种为中心的影像诊断标准化要求。 

（3）X 线、CT、MRI、PET 摄影质量控制的标准化要求。 

（4）技师管理与培训的模式的探讨和规则制定：各医院影像中心和放射科的组成都包括有技师、

护师、网络人员，在医师获得全方位提升的同时，也不应该忽视他们的作用和成长。因此我们将召

开相关学术活动，对包括放射剂量控制、放射科工作流程、摄片质量控制等相关专题进行介绍、交

流和讨论，并拟申请国家级继续教育项目。 

（5）未来信息化建设。 

（6）放射科资源管理。 

2、拟联合举办 2018 年度研究生毕业及硕士、博士申请学位答辩主题科研月活动，具体包括汇

总论文题目、摘要、先进性评价等，发出答辩时间、地点的通知，鼓励大家参加和交流。 

第三季度（2018.7-2018.9） 

1、 继续举办北京大学医学部影像学系学术年会系列活动： 

（1）举办国家级继续教育项目-疑难病例论坛：在每季度不定期举行的疑难病例讨论会基础上，

论坛将邀请著名专家就讨论的内容进行专题讲座，并以病例为引导，展开一系列的讨论、归纳总结，

拓展医生的知识领域，实现共同进步。 

（2）结合影像医学热点问题，如 AI 等，开展相关学术活动。 

2、坚持举办北京大学医学部影像学系教学系列讲座：加强各附属医院与教学医院影像科各亚专

业的联合，公布北大医院、人民医院、三院以及肿瘤医院等医院的常规教学课程表、科内专题及疑

难病例讨论时间表，欢迎学系成员参加三级医院的教学课程，达到规范临床、教学工作和人才培养

的目的。 

3、定期开展科研工作总结、拟统一进行科研博士开题报告会：开展多中心科研协作和交流，申

请高级别基金，提升整体学科发展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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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季度（2017.10-2017.12） 

1、开展信息化建设主题月活动：加强信息化、网络化建设，通过建立和维护、使用微信号、公

众号发布医、教、研相关信息及学术活动通知，号召大家投送稿件，提高学系的整体影响力。 

2、完善北京市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基地和专科医师规范化培训专科试点的各项工作。更为主要

的是进行监督和考核。 

3、开展中青年科研骨干人才的定期交流：通过举办沙龙等相关学术活动，促进各教学医院放射

科中青年科研人才的交流和成长。 

 

总之，我们希望以成立北京大学医学部影像学系为契机，促进各附属医院放射专业学科建设，

构建一个平台，使大家在交流中互相学习，在学习中各自成长，在讨论中彼此启发，在实践中共同

进步。力争使北京大学医学部影像医学系医、教、研水平均更上一层楼。 

 

附图： 

 

图 1 学术年会 

 

 

图 2 疑难病例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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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英文文献阅读 

 

图 4 主任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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骨科学学系 2017 年度工作报告 

一、临床学系的工作概述  

在北京大学医学部的领导下，北京大学医学部骨科学系于 2017 年 06 月 01 日正式成立。学系成

立之后，在系主任姜保国教授的指导之下，学系围绕临床教学改革、整合临床教学资源、提高相关

专业临床阶段教学水平、构建各临床教学单位交流平台、突出北京大学医学部医学教育的整体优势

等多个方面开展了相关的活动及交流。在骨科学学系成立后的半年时间内，学系开展了多项活动，

均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充分发挥了各临床学院和教学医院的教育、教学潜能，加强了学科建设，促

进了学科的全面发展。 

二、具体工作总结  

（一）主要承担的教学任务及完成情况  

北京大学医学部骨科学学系立足于骨科学专业的临床阶段教学，致力教学资源的整合、教学计

划的实施与创新，努力提高北京大学医学部骨科学专业的实力。在骨科学学系成立至今：我们（1）

组织、协调各医院骨科相关学科临床阶段教学，初步探讨并制订了骨科的临床阶段教学大纲，并统

一实施骨科专业学生培养方案、加强骨科学科的教学改革与研究；（2）加强学科教师队伍培养，组

织临床阶段学生的理论和技能考核，初步探讨并制定考核内容及标准；（3）有关学科教材改革与建

设及推荐长学制学生二级学科导师人选方案方面也在紧锣密鼓的开展；（4）我们在协调本科生、研

究生及住院医师的教学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初步实现了北医系统各医院骨科资源的整合及分享。 

（二）学科建设及科研活动  

北京大学骨科学系成立之后，我们设计了自己的标识（见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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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我们在各个医院的骨科相关科室中开展病历学习及文献汇报，具体时间由各个科室自己

确定，做到了将每周遇到的疑难病例进行汇总交流，大家群策群力，共同出谋划策，为疾病的治疗

提供建议，同时将最新的国内外临床及科研研究进展进行双语汇报，提高骨科人的科研思维能力。

我们还定期开展相关课题撰写的经验交流会及制度规则解答会议，帮助更多的骨科人申请到科研基

金并开展更好的研究工作。 

同时，我们在相关会议中也邀请到了国内外的院士、专家，为我们传道授业，提高骨科人的眼

界，提升“北大骨科”在国际上的影响力。 

（三）教学及学术交流情况  

2017 年 08 月 04 日-5 日，在北京大学医学部骨科学学系的支持下，首届长城骨科论坛暨第十四

届北京骨科年会、首届京沪骨科峰会、北京大学医学部骨科学系教授委员会成立大会在北京国际会

议中心隆重召开。在为期两天的会议中，我们联合 6 家直属附属医院、14 家教学医院、4 家共建合

作医院的北大医学部骨科人，成立了骨科学系教授委员会，将北医系统骨科专业的正高级职称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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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集在一起，共同策划北医骨科的明天，实现了大团、大合作，这对于“北大骨科”的发展具有里

程碑式的意义，奠定了各医院骨科交流合作的基础。与此同时，我们联合北京及上海骨科同道，于

创伤、肩肘及足踝、脊柱及微创、关节及关节镜、肿瘤及基础及感染等多个分会场进行了多场精彩

的学术汇报，骨科人在这里交流观点，启发思维，真正实现了“北大骨科”的全面交流。 

2017 年 10 月 26-28 日，在北京大学医学部骨科学学系的支持下，北京积水潭国际腕关节论坛

及腕关节镜操作工作坊在北京举办，本届操作课程遍邀香港、日本、新加坡、印度、印度尼西亚等

亚太地区及大陆腕关节领域的学者进行面对面的交流，手把手的指导，为每一个参加者提供一个学

习腕关节外科最新进展及前沿知识的平台。本工作坊是实用性很强的腕关节外科技术教育的高级课

程，在课程中学者与世界腕关节领域的专家及专注于腕关节的同道们讨论目前的热点问题及困惑，

在专家的指导下进行腕关节镜的实体标本操作训练。 

2017 年 11 月 03 日-05 日，在北京大学医学部骨科学学系参与了北京大学骨科论坛暨北医三院

第四届创伤论坛暨 AO 创伤北京委员会成立大会。我们秉承推进骨科临床与科研技术进步的宗旨，

汇集北京大学骨科专业及国内外相关领域顶级专家，力求打造精品研讨平台。分别于脊柱外科论坛、

关节外科论坛、创伤外科论坛等多个分论坛中进行精彩的演讲，分享宝贵经验，并成立了 AO 创伤

北京委员会。会议对骨科学领域常见的疾病及各种研究最新进展进行了讲解，使骨科同道思维启迪，

见解开放，培养了大批骨科新人才。 

（四）存在问题及建议  

我们的工作也存在一定的不足，由于学系成立时间不长，仅有半年多得时间，我们的许多规章

制度及考核选拔标准有待进一步完善落实，我们在今后的工作中会把学系“建章立制”做为重点之

一。 

三、下年度工作计划 

（一）总体目标 

进一步整合北京大学医学部各附属医院骨科资源、培养临床医学高级专门人才和不断提高学科

学术水平是骨科学系在 2018 年的主要目标。在设备设施、水平能力上进一步提高，实现管理规范，

措施有力，形成基本完善的工作制度和监督机制，发展成为全国骨科临床及教学培训基地，定期进

行规范化骨科专业培训。 

（二）教学任务目标 

进一步完善骨科的临床阶段教学大纲，并在北医各所医院中制定统一的标准并进行初步推广，

统一实施骨科专业学生培养方案、进一步加强骨科学科的教学改革与研究；进一步加强学科教师队

伍培养，组织临床阶段学生的理论和技能考核，完善并制定考核内容及标准、与薪资及职称评定相

挂钩；组织相关专家对骨科学科教材及专业书籍进行论证，修订以前教材及书籍中的错误并加入最

新进展，撰写相关书籍；进一步制定统招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长学制学生二级学科导师人选

的评定方案；协调本科生、研究生及住院医师、进修医师的教学，充分发挥北京大学医学部骨科学

系的优势。 

（三）学系宣传及平台建设目标 

初步建立北京大学医学部骨科学系门户网站及微信平台，加强对北京大学医学部骨科学系的宣

传，定期将学系举办的各种活动通知、人员调动安排、教学科研相关的规定及文件上传至门户网站

及微信平台，并定期邀请专家就骨科领域的某一方面疾病撰文并起到宣传教育大众的作用，建设相

关论坛，筛选咨询比较多的问题由相关领域的专家定期进行回答。 

（四）学术会议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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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期举办学术年会，打造成北京大学骨科学系的品牌会议，比如长城骨科论坛、北京骨科年会、

京沪骨科峰会、北京大学骨科论坛、北医三院创伤论坛等学术活动。同时开展多项其他学术活动，

与国内外知名院校机构开展合作，定期进行学术交流，并进一步打造学系自己的各种品牌活动。进

一步提升学系的国内、国际学术地位，扩大学系的国际影响力；同时以转化医学、精准医学为指导，

进一步建立京津冀联盟，实施一带一路战略规划；建立严重创伤救治体系，在全国范围、甚至东南

亚国家推广“中国救治模式”；积极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如创伤救治联动系统、周围神经修复技术、

3D 打印技术、干细胞治疗技术等。 

（五）科研交流目标 

定期举办院士论坛、大师讲坛等学术活动，加强与国内外相关机构的合作，建立多中心前瞻性

队列研究，用大数据手段进行统计分析，联合多家单位开展多中心研究，大数据的收集统计，促进

骨外科学系的可持续发展。让更多的申请课题的成功者分享自己的经验，帮助北大骨科人申请各种

类型的科研课题，以便开展进一步的科学研究。将各个科室的病例汇报及文献汇报形成制度，每周

定期开展，加强业务学习，提高业务水平。多家医院联合申请教学科研资金，购买必要的先进仪器

设备，提高骨科的硬件实力并实现院间资源共享。 

（六）人才培养目标 

根据各个教学医院的现实情况，力争培养更加具有人文精神的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长学

制研究生、住院医师及进修医师。培养更加合格的研究生导师，进修医师指导教师。培养创伤、脊

柱、关节、肿瘤等科室的临床及科研拔尖人才。期望通过相关制度的确定及实战演练，规范研究生、

住院医师、进修医师教育，为下一步重点工作的开展做好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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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分泌代谢病学学系 2017 年度工作报告 

一、临床学系的工作概述  

内分泌代谢病学学系由多家教学医院内分泌科组成，主要职能是承担本科生、研究生及进修医

师的教学任务，对学生的教学内容达成统一和完善，通过对优秀教师教学内容和形式的观摩，培养

青年教师骨干；同时对国内外研究热点进行讨论和争鸣。为深化内分泌代谢疾病临床教学改革，整

合临床教学资源，提高内分泌专业临床阶段教学水平，构建交流平台，进而突出北京大学医学部医

学教育的整体优势。 

作为北京大学医学部的直属附属医院，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和北京大学第三

医院内分泌科在医学部的领导下蓬勃发展。在常见病规范诊疗的基础上，亦形成了自己的优势专业。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内分泌科综合实力强，以规范的常见及罕见的内分泌代谢疾病临床诊疗及疾病的

机制研究尤其是甲状腺疾病的机制研究，为业内专家认可，连续多年在复旦大学医院排行榜榜上有

名。人民医院内分泌科在内分泌代谢疾病的临床及研究中均处于国内领先地位，在规范疾病诊疗的

基础上，将新兴的医学技术应用到疾病的个体化诊疗中，推进精准医疗的发展，是目前北京市唯一

一家由北京市科学技术委员会授予的糖尿病领域临床研究中心。北京大学附属第三医院内分泌科在

糖尿病基础研究中有明显优势。有关胰岛β细胞病理生理学、干细胞分化等方面的研究在国内处于

领先地位，在国际上也有一定的影响。同时在生殖内分泌方向有独特的优势。通过临床学系对各家

医院的优势专业进行整合，共同提升医学部附属教学医院的教学和临床水平。 

内分泌代谢病学系于 2017 年 10 月 9 日正式成立，拟于 2018 年 1 月召开学系大会，下发聘书，

并制定 2018 年度计划。 

二、具体工作总结 

（一）主要承担的教学任务及完成情况 

主要承担本科生、研究生及进修医师的教学任务。按照学校教育处要求完成。 

（二）学科建设及科研活动 

各教学医院内分泌科均有各自的优势学科和亚专业，拟开展对其他学系成员医院针对优势亚专

业的内容进行标准化培训，使学系各成员对临床工作及内容达到统一。 

三、下年度工作计划 

（一）制定和规范本科生教学内分泌代谢疾病大纲，确定新增或删减的教学内容。于内分泌系

统课教学开始之前（初步定于每年 2-3 月份）召开教学大纲讨论会，统一确定年度教学大纲。 

（二）举办教学观摩活动：核心医院每半年轮流推选 1-2 名教师（要求讲大课的督教评估分数

在 B+以上），进行大课授课演示。组织成员医院青年教师、有讲课任务的教师必须参加，鼓励其他

医师、进修医师参加 

（三）举办其他教学形式的观摩活动（每年一次）：如 PBL、mini-cex、团队式教学、CBL 等。 

（四）对国内外尤其是国外对疾病的发病机制、诊断、治疗的新进展进行扩充讨论，建立统一

的治疗路径，使各个成员医院对常见疾病的处理原则达到统一。 

（五）对国内外目前有争议的内容进行探讨。提前一个月征集有争议的议题，组织各成员医院

相关研究方向的教师参加。 

 

 



 

 

北京大学医学部临床学系一览表 

（更新至 2018 年 2 月） 

序号 学系名称 成立时间 本届任期起始时间 现任学系主任 主任所在单位 

1 核医学学系 2005.1.1 2013.4.1（第四届） 王荣福 北大医院 

2 传染病学学系 2005.1.1 2016.4.15（第五届） 
王勤环（名誉主任） 

徐小元 
北大医院 

3 妇产科学学系 2005.1.1 2015.10.1（第四届） 
魏丽惠（名誉主任） 

杨慧霞 
北大医院 

4 皮肤与性病学学系 2005.6.1 2015.6.15（第三届） 张春雷 北医三院 

5 儿科学学系 2005.6.1 2016.1.1（第二届） 姜玉武 北大医院 

6 医学检验学学系 2005.6.1 2016.3.1（第三届） 王辉 人民医院 

7 眼科学学系 2005.10.1 2010.1.1（第三届） 
曹安民（名誉主任） 

马志中 
北医三院 

8 麻醉学学系 2006.6.1 2015.10.1（第三届） 郭向阳 北医三院 

9 肾脏病学学系 2006.6.1 2015.5.11（第二届） 赵明辉 北大医院 

10 神经病学学系 2009.11.1 2014.4.1（第二届） 樊东升 北医三院 

11 重症医学学系 2009.11.1 2013.12.20（第二届） 安友仲 人民医院 

12 普通外科学学系 2010.7.1 2010.7.1（第一届） 冷希圣 人民医院 

13 心血管外科学学系 2010.9.15 2013.9.15（第二届） 万峰 北医三院 

14 中西医结合学学系 2010.9.15 2013.9.15（第二届） 韩晶岩 基础医学院 

15 心血管内科学学系 2010.12.10 2014.7.7（第二届） 霍勇 北大医院 

16 全科医学学系 2011.5.15 2016.7.5（第三届） 
郑家强（名誉主任） 

迟春花 
北大医院 

17 风湿免疫学学系 2011.7.1 2014.12.20（第二届） 栗占国 人民医院 

18 放射肿瘤学学系 2012.2.9 2015.11.4（第二届） 王俊杰 北医三院 

19 胸外科学学系 2012.4.1 2016.12.28（第二届） 李简 北大医院 

20 血液病学学系 2013.4.1 2016.11.2（第二届） 
黄晓军（名誉主任）

常英军 
人民医院 

21 影像医学学系 2016.4.1 2016.4.1（第一届） 洪楠 人民医院 

22 骨科学学系 2017.6.1 2017.6.1（第一届） 姜保国 人民医院 

23 
内分泌代谢病学学

系 
2017.10.17 2017.10.17（第一届） 郭晓蕙 北大医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