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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医学部临床学系一览表（更新至 2020 年 3 月） 

序号 学系名称 成立时间 第一届主任 届别 本届任期起止时间 现任主任 主任所在单位 

1 核医学学系 2005.1.1 王荣福 第四届 2013.04.01-2016.03.31 王荣福 北大医院 

2 传染病学学系 2005.1.1 王勤环 第六届 2019.09.25-2022.09.24 徐小元 北大医院 

3 妇产科学学系 2005.1.1 魏丽惠 第五届 2018.10.25-2021.10.25 乔杰 北医三院 

4 皮肤与性病学学系 2005.6.1 朱学俊 第四届 2018.07.06-2021.07.05 涂平 北大医院 

5 儿科学学系 2005.6.1 陈永红 第二届 2016.01.01-2018.12.31 姜玉武 北大医院 

6 医学检验学学系 2005.6.1 夏铁安 第三届 2016.03.01-2019.02.28 王辉 人民医院 

7 眼科学学系 2005.10.1 黎晓新 第四届 2019.09.25-2022.09.24 杨柳 北大医院 

8 麻醉学学系 2006.6.1 吴新民 第四届 2018.10.25-2021.10.25 王东信 北大医院 

9 肾脏病学学系 2006.6.1 王海燕 第三届 2018.10.25-2021.10.25 赵明辉 北大医院 

10 神经病学学系 2009.11.1 黄一宁 第二届 2014.04.01-2017.03.31 樊东升 北医三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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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学系名称 成立时间 第一届主任 届别 本届任期起止时间 现任主任 主任所在单位 

11 重症医学学系 2009.11.1 安友仲 第三届 2018.12.10-2021.12.09 安友仲 人民医院 

12 普通外科学学系 2010.7.1 冷希圣 第一届 2010.7.1-2013.6.30 冷希圣 人民医院 

13 心血管外科学学系 2010.9.15 万峰 第三届 2019.2.27-2022.2.26 张喆 北医三院 

14 中西医结合学学系 2010.9.15 韩晶岩 第二届 2013.09.15-2016.09.14 韩晶岩 基础医学院 

15 心血管内科学学系 2010.12.10 胡大一 第三届 2018.03.14-2021.03.13 高炜 北医三院 

16 全科医学学系 2011.5.15 郑家强 第四届 2019.09.25-2022.09.24 迟春花 北大医院 

17 风湿免疫学学系 2011.7.1 栗占国 第三届 2019.09.25-2022.09.24 栗占国 人民医院 

18 放射肿瘤学学系 2012.2.9 朱广迎 第三届 2020.1.3-2023.1.2 高献书 北大医院 

19 胸外科学学系 2012.4.1 王俊 第二届 2016.12.28-2019.12.27 李简 北大医院 

20 血液病学学系 2013.4.1 黄晓军 第二届 2016.11.2-2019.11.1 常英军 人民医院 

21 影像医学学系 2016.4.1 洪楠 第一届 2016.4.1-2019.3.31 洪楠 人民医院 

22 骨科学学系 2017.6.1 姜保国 第一届 2017.6.1-2020.5.31 姜保国 人民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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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学系名称 成立时间 第一届主任 届别 本届任期起止时间 现任主任 主任所在单位 

23 内分泌代谢病学学系 2017.10.17 郭晓蕙 第一届 2017.10.17-2020.10.16 郭晓蕙 北大医院 

24 神经外科学学系 2018.03.28 王振宇 第一届 2018.03.28-2021.03.27 王振宇 北医三院 

25 呼吸病学学系 2018.04.24 贺蓓 第一届 2018.04.24-2021.04.23 贺蓓 北医三院 

26 急诊医学学系 2019.06.11 朱继红 第一届 2019.06.11-2022.06.10 朱继红 人民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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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医学学系 2019 年度工作报告 

一、临床学系的工作概述 

2019 年北京大学医学部核医学系各临床学院核医学教研室全体老师认真学习践行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做好医疗、教学、科研和产出工作。积极承担并

认真完成北大医学部的各类核医学教学任务，进一步提高课堂教学及教学管理质量，不断完善各项

教学管理制度，在保证临床、科研任务完成的同时，在教学方面投入了大量的精力，一如既往认真

备课，精心讲授。注重对青年医师授课能力的培养，除积极参加各类教学能力培训外，给予青年医

师授课锻炼机会与平台，促进青年医师快速成长。加强核医学系各临床学院的交流与协作，促进各

临床教研室教学的发展。充分发挥核医学学系力量，努力创造条件促进青年教师参与国内外学术交

流与培训，选拔优秀中青年业务骨干出国研修，不断提高青年教师临床技能与教学能力。 

各临床学院坚持以岗位胜任力为导向的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方向，充分发挥核医学专业学科特

点以及各个临床学院的优势，进一步规范住院医师轮转培训实施过程，严格执行基地医师准入制度，

细化入科培训和出科考核制度，加强住院医师核医学诊断及临床思维能力的培训。鼓励青年医师通

过定期参与相关科室教学查房、内科疑难病例巡诊、多学科临床诊治、影像疑难病例读片等方式提

高综合影像诊断水平及罕见/疑难病例诊断准确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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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医学系主任王荣福教授连任北京

市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核医学专业委员会主任，同时，各临床学院积极申报北京大学医学部核医学

专科基地认证，不断提高各个培训基地的住院医师规培和专科培训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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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学科建设与发展。鼓励青年

医师参加国际、国内学术交流，培养与提高青年医师的科研能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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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申报和联合申报

国家级教学教改课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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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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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年制、5

（6）年制和研究生、专升本等教学任务。严格遵守医学部和教育处的教学工作规章制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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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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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医学学系全体教师始终坚持立德树人

为本，学术引领未来的这一行动纲领，重视学生政治思想工作，坚持教书育人并将其融入课堂教学

中去，努力践行“教师要富有先进的教育理念和使命，教师是人类文化科学知识的继承者和传播者，

又是学生智力的开发者和个性的塑造者”理念。积极参与教学改革，结合各学院特点不断调整课程

内容和教学方式，对授课教师进行定期听课及考核，以保证教学质量的提高。 

北大医院：完成 2016 级 8 年制临床医学专业《核医学》课程 14 学时、2016 级八年制基础医学

专业《临床学》课程 2 学时、2019 级研究生《影像医学与核医学》课程 16 学时、2019 级研究生《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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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技术》课程 2 学时、北京大学医学部选修课《分子影像技术与应用》18 学时。 

人民医院：完成 2016 级 8 年制临床与基础医学专业学生《核医学》大课 6 学时、见习课 16 学

时。 

北医三院：完成 2016 级临床医学（8 年制、五 5 年制）核医学总论授课 2 学时、见习课 21 学

时、系统课 18 学时；2016 级基础医学、2018 级临床药学临床理论教学授课 2 学时；研究生课程《高

级医学设备与技术》2 学时。 

北京医院：承担北医 2016 级（5、6 年制）核医学课程大课 26 学时。 

肿瘤医院：完成 2019 级研究生课程 6 学时。 

积水潭医院：完成 2016 级五年制《核医学》系统课 24 学时。 

中日友好医院：完成 2016 级（5、6 年制）《核医学》大课 14 学时、见习课 4 学时。 

民航医院：完成医学部留学生班《核医学在呼吸系统的应用》1 学时。 

深圳医院：完成 2016 级（5、6 年制）《核医学》大课 48 学时。 

2. 住院医师培训课程  2019 年各临床学院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基地根据网络化管理要求，认真

做好规培登记手册的网络规范管理，加强出科考核和年度考核的规范实施与考核手册的管理。严格

执行考勤制度，切实落实规培学员的薪酬。坚持每天审片和读片，定期组织集体业务学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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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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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北大医院举办国家级继续教育项

目 1 项、北京市住培教育项目 1 项、安排住院医师培训课 62 学时、小讲课 39 次、病例回顾讨论 12

次；人民医院主办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微信公众平台，负责平台运行及维护，面向全国核医学及相

关医师，起到非常好的示范教学作用。发布病例累计 152 期，本年度发布 45 期，关注人数 5000 余

人，阅读量达 30 万余人次，读者遍布全国 32 个省市、自治区；人民医院与遵义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定期进行疑难病例讨论及专题交流，提高对罕见/疑难病例诊断准确性；肿瘤医院举办国家级继续教

育项目 2 项、区县级继续教育项目 10 次、住院医科内讲课 40 次、组织科研组会 11 次；北京医院完

成国家级继续教育项目 1 项、区级继续教育 2 次；积水潭医院完成住院医师规培课程 12 课时。组织

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基地管理人员和指导教师积极参加北京医学教育协会、北京医学会核医学专业

委员会和各临床学院教育处组织的培训班，不断提高基地管理水平及指导教师带教能力和考核评价

能力。北大医院作为北京市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核医学专业临床技能考点单位圆满完成北京市住院

医师规范化培训一阶段、专科中期二阶段临床综合技能命题、考试工作，出色完成北京大学医学部

研究生转博出题与考核工作。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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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科中期二阶段及北医二阶段技能考核，成绩优良。 

3. 教材（专著）建设  核医学系一贯致力于教材建设，积极主编和参编各类教材和专著。核医

学系主任王荣福教授任主编的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十三五”规划教材配套教材、全国高等学校配

套教材《核医学学习指导与习题集》和《核医学实习指导》由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分别于 2019 年 4

月和 8 月出版，核医学系多名教师参编；王荣福教授任主编的 “十三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

目、“一带一路”背景下国际化医学人才培养丛书《核医学》英文教材 2019 年 9 月由郑州大学出版

社出版；北大深圳医院核医学科高宙主任主编的《常见肿瘤 PET/CT 诊断》论著由科学技术文献出

版社于 2019 年 8 月出版。王荣福教授主编国家卫健委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核医学》专业理论考核

精选习题丛书即将出版。此外，王荣福教授受邀参加人民卫生出版社将出版的第三版《实验核医学》

和第四版《肿瘤学》研究生教材编写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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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学科建设及科研活动 

核医学系紧跟核医学学科新技术和新应用发展前沿不断深化学科规划与建设，努力践行北京大

学“创一流学科建设”和“北大医学”的奋斗目标。各临床学院重视学科人才储备，根据各自学科

优势积极开展基础与临床科研。2019 年北大医院在研科研课题 16 项、在研教学课题 2 项、发表科

研论文 31 篇（其中 SCI 论文 24 篇）；人民医院发表 SCI 论文 3 篇、中文核心期刊论文 3 篇；北京

医院发表中文核心期刊论文 3 篇；肿瘤医院在研各类课题 26 项（累计经费 953.021 万元、组织科研

组会 11 次、发表/接收 SCI 18 篇（累计影响因子 80.84），中文核心期刊论文 12 篇）；积水潭医院承

担院级课题 1 项、参与国家级课题 1 项、发表中文核心期刊 1 篇；深圳医院承担院级课题 1 项、发

表 SCI 论文 1 篇。各学院鼓励医师积极参加国际、国内、核医学学系及北京核医学分会的学术会议、

论坛及活动，开阔视野，不断提高专业理论与技能水平。2019 年北大医院 2 人、肿瘤医院 9 人参加

2019 年美国核医学年会；北大医院 2 人、肿瘤医院 3 人参加 2019 年欧洲核医学年会；北大医院王

荣福教授组织研究生团队一行 5 人参加临沂高灵敏脑 PET 和神经科学国际研讨会；肿瘤医院杨志主

任出访德国，参加“肿瘤精准诊疗国际中心”基金会成立暨分子放射治疗 20 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

朱华博士参加“一带一路”中国与埃塞俄比亚双边核技术应用交流会议、于江媛副主任医师和王风

副主任技师医师在德国 ENETS 卓越中心访学、刘辰主治医师在约翰霍普金斯医学院访学。 

1. 2019 年 4 月 24 日，国际原子能机构（International Atomic Energy Agency，IAEA）副总干事

纳贾特•莫克塔（Najat Mokhtar）女士在国家原子能机构（CAEA）王建平专员的陪同下到访北京大

学第一医院，与核医学科主任王荣福教授及科室骨干成员进行了亲切友好的会谈，双方就加强在核

医学领域的合作交换意见。北大医院领导高度重视，科研处于荣辉老师代表医院致欢迎辞。王荣福

教授对莫克塔女士一行的到访表示了热烈欢迎并向莫克塔女士介绍了我院的发展历史、科室配置及

优势学科情况，就核医学科的临床工作、科研转化、人才培养及合作交流等方面进行了简要说明。 

北大医院与 IAEA 及 CAEA 始终保持着良好的合作关系，核医学作为核技术应用的应用领域之

一，是原子能安全、和平应用的重要窗口，其稳定、高效的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莫克塔女士

表示 IAEA 始终关注并努力促进核医学在科学研究、继续教育、人才培养、健康促进等领域的进步，

尤其重视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核医学事业的长足发展。座谈期间，莫克塔女士就大家关心的

放射性药物研发应用、核技术领域合作、人才交流等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讨论并发表了个人观点。

纳贾特•莫克塔女士鼓励临床医师及青年医学生能踊跃申请及参与 IAEA 的各项合作交流、教育培训

项目中，增进各成员国单位间的了解与合作。王荣福教授提出 IAEA 在亚太区域合作项目或国际合

作交流尽可能启用中国年轻核医学专家学者，他们专业和英语水平都很高和很好，完全能胜任专家

交流和授课工作。莫克塔女士非常赞同这个观点和想法，表态今后加强和促进这项工作。交流结束

后王荣福主任代表医院和科室向莫克塔女士赠送纪念品并留影。最后，莫克塔女士一行在王荣福主

任的陪同下参观考察了北大医院核医学科，对于科室布局、临床工作流程、机房及高活室配置等方

面一一进行了解，对放射性核素的应用及严格管理给予了赞许，希望核医学专家们能继续为促进中

国核科学及核医学的发展做出努力。 

2.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分子影像高峰论坛暨 2019北京大学医学部核医学系年会于 2019年 5月 30

日下午在北京大学第一医院科研楼二层会议室召开，本次会议由北京大学第一医院核医学科及北京

大学医学部核医学系主办，北京核学会核医学与分子影像学专业委员会协办。会议特邀 Washington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cine in St. Louis（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医学院）Zhude Tu 教授、Yongjian Liu

副教授、 Buck Rogers 教授及 Yale School of Medicine（耶鲁大学医学院）Zhengxin Cai 助理教授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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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报告，与会者 30 余人，共同交流、探讨核医学分子影像领域的新进展、新研究与临床转化医学

的前景与应用。分子影像技术的发展正迎来前所未有的挑战与机遇，希望中美双方的专家、学者能

不断增加学术交流、加强双方实质性合作，将先进的核科学技术尽快转化临床应用，造福人类健康。 

3. 2019 年 6 月 14 日～16 日，第六届全国同位素制备及应用研讨会、《同位素》杂志第六届编委

会会议暨中国核学会同位素分会第七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第七届理事会第一次会议于江苏南通召

开。本次会议汇集来自全国同位素领域教学、研究、设计、技术开发、应用和管理的 50 余家单位的

近 150 名专家、学者。北京大学第一医院核医学科王荣福教授和“青年千人计划”杨兴研究员应邀

出席本次会议，段小江博士后和杜毓菁研究生参与优秀青年论文和壁报的角逐。会议期间进行了理

事会和《同位素》杂志编委换届工作，王荣福教授和杨兴研究员分别全票通过当选常务理事和理事，

同时王荣福教授担任《同位素》杂志常务编委。 

会上王荣福主任与各席代表专家共同就杂志的发展和规划进行了广泛而热烈的讨论。王荣福主

任对《同位素》杂志工作予以了充分肯定与支持，并结合当下核医学发展趋势和热点，为杂志提高

学术影响力和办刊建设提出了实效性的思路和建议。杨兴教授发表了精彩的学术报告，深入浅出地

介绍了国外分子影像试剂的开发与临床转化，展示了北大医院核医学科室前列腺癌探针设计、研发

及临床研究所取得的丰硕成果，并与大会代表成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和学术交流。经过专家评选，

本科研究生杜毓菁荣获优秀青年壁报优秀奖。本次会议北大医院核医学科与来自国内各地的同位素

领域专家、学者进行了广泛而积极的交流，为科室对外学术交流，对内谋求发展起到了积极促进作

用。 

4. 2019 年 6 月 22～25 日，一年一度的全球最大的核医学及分子影像盛会——美国核医学与分

子影像学会（SNMMI）年会于美国南加州海边城市安纳海姆举行，北京大学第一医院核医学科王荣

福教授及康磊副主任受邀参加。在为期 4 天的会议中，北大医院核医学团队进行了 5 个口头报告和

7 个壁报展示，展示内容涵盖肿瘤、神经、肾脏等临床或分子核医学等多个领域。值得一提的是，

康磊医师入选了分子影像创新和转化（Center for Molecular Imaging Innovation & Translation，CMIIT）

青年学者（Young Investigator Award，YIA）竞赛单元，经过与来自全球的青年学者进行角逐，最终

获得了第一名（First Place）的佳绩。这是中国学者首次取得 SNMMI YIA 第一名的成绩，实现了历

史性突破。此外，康磊医师汇报的 CD38 靶向的抗体片段显像研究入选会议最后的 Henry N. Wagner, 

Jr., MD, Highlights 亮点内容。核医学团队在本次会议中，充分展示了北大医院核医学科的学术风采，

也为我国核医学在国际学术舞台上增光添彩。 

SNMMI 作为全球核医学与分子影像领域最具影响力的学术会议，每年接收投稿摘要 2 万余份，

最终 1200 篇左右（不到 10%）的摘要入选口头报告或壁报，所有参会人数基本在 5000~6000 人左

右。核医学科坚持每年参加美国核医学年会长达 15 年，每年都有录用的交流文章，通过这一平台大

大扩大了国际影响力，赢得了国内外学者专家认可。本次会议上，北大医院核医学科入选 12 篇摘要，

在全国范围内名列前茅，这是继我科 2018 年 6 月在美国费城的美国核医学与分子影像学年会“中国

年”录用 15 篇摘要（包括口头交流 5 篇及壁报交流 10 篇，为历年之最，北大医院核医学科获中华

医学会核医学分会授予的 2018 年度特别奖及突出贡献奖奖牌）后的又一重大突破。进一步坚定了核

医学科在既定目标上继续前进，进一步加强新型分子探针在临床转化的推广和应用。 

5. 北京大学肿瘤医院第九届燕京肿瘤临床与 PET/CT 应用会议 2019 年 8 月 31 日～9 月 1 日在

北京举行，共有来自全国各地 300 余位包括国际知名专家 德国 Bad Berka  Richard P. Baum 教授团

队，Yale 大学 Prof. Piotr Mania wski 团队，肿瘤临床专家、核医学及相关工作人员参与。本次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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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众多专家提及的基于 PET/CT 的新技术、新方法的应用有望带来肿瘤诊疗全新的突破。与本次会

议同期召开的卫星会议还有由中国核学会放射性药物分会、北京市核医学质量控制和改进中心主办

的“科普中国——绿色核能主题科普活动暨核医学诊疗技术科普大赛”。同时北肿核医学 PET/CT 运

行十年庆祝活动也在本次会议开幕式上举行。 

燕京肿瘤会议的特色项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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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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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还为广大青年医

师提供了展示的平台，设立了优秀青年医师论文评选的单元。青年医师优秀论文评选是为了促进青

年医师在学术上的创新。从这些青年身上我们可以看到肿瘤医学与核医学的未来。这种评选既是一

种鼓舞，也是一种激励，使青年医师能够更好的理解专业知识，总结工作经验，并与前沿医学知识

接轨，并将以更大的热情投入到肿瘤诊疗的科研和临床实践当中。 

6. 近几年来山东临沂国际分子影像论坛备受同行关注，今年连续第四年的论坛主题是“2019

超高灵敏脑 PET 和神经科学国际研讨会”，来自国外 30 多为专家学者及国内 50 多为同行参会。王

荣福教授专门组织研究生一行 6 人应邀参加这次学术盛会，并作为大会主持。参加这次会议的研究

生认为这是一次高学术水平的盛会，受益匪浅，大大拓展了今后研究工作思路和聚焦科学问题的研

究方向。 

（三）教学及学术交流情况 

2019 年核医学系积极探索在医学部校本部开设专业选修课，同时积极参与本科和研究生新开课

程的教学。教师们认真备课，精心讲授，在保证临床和科研任务完成的同时，圆满完成了本科教学

的授课任务。加强青年教师的培养，鼓励青年医师积极参加医院和科室的继续教育课程讲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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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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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力改善和

提高住培工作的质量，如；北大医院狠抓住培规范化管理，细化指导教师与住培学员的教学过程，

严格日常考核与出科考核，常规开展 360 度评估与反馈；人民医院负责的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微信公

众平台的典型病例分析，同时与遵义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定期进行疑难病例讨论及专题交流，提高对

罕见/疑难病例诊断准确性；北医三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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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医院加强师资力量培养，增加新的具备北大医学部理论授

课资质的授课老师以及住院医师培养基地带教老师。这些举措极大促进了规培学员临床综合素质的

培养与提高。积极申报国家级继续医学教育项目，支持医师参加各类继续医学教育学术会议和培训。

到 2019 年为止核医学系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基地全体指导老师均参加了国家级、市级和院级的师资

培训。 

1. 2019 年 5 月 17～20 日，由北京大学肿瘤医院主办、东诚安迪科协办的国家级继续教育项目

[No.2019-09-04-006（国）]第三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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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顺利举行。肿瘤医院核医学科依据自身发展的经验，在取得了良好反馈基础上，本次学习班组织了

三个方面的培训：（1）放射性药物发展最新进展；（2）多肽及小分子核素探针的（前列腺癌、神经

内分泌肿瘤 PRRT 药物）质量控制详解等；（3）放射性药物申报备案策略。 

本次学习班邀请到世界著名放射性药物专家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孔繁渊（Kung Hank F）教授、

北京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生产监管处彦玲处长。  我国著名放射性药物专家 301 医院张锦明

教授、北京师范大学朱霖教授。以及北京肿瘤医院核医学科杨志主任，李囡副主任、王雪鹃副主任、



 

 9 / 132 

朱华博士、于江媛医师、周妮娜医师、刘特立博士、翟士桢、谢卿、徐晓霞等众多专家学者在本次

学习班做精彩报告。学员们参加了 11C-胆碱、18F-NOTA-PSMA、99mTc-美罗华、68Ga-奥曲肽/PSMA

的标记学习。本次会议通过世界顶级放射学家在最前沿的研究报告以及药物生产合成的实际操作。

进一步加深学员的参与性与现场感，取得了与会专家学者及学员的一致好评！ 

2. 2019 年 7 月 15～19 日北京医院成功举办了国家继续医学教育项目“第十二届 PET/CT 影像

进阶培训班”。培训班以提高 PET/CT 临床诊断能力为主旨，得到了专家们的鼎力支持。中国医师协

会核医学医师分会会长、北京医学会核医学分会主委王铁教授到会致辞。培训班特别邀请了中华核

医学会前任主委李亚明教授、现任主委李思进教授、候任主委汪静教授、副主委王辉教授、副主委

石洪成教授、常委徐浩教授以及部分在京的我国 PET/CT 顶级专家、北京医院临床专家为培训班授

课。北京医院核医学科团队发扬精益求精的精神，全力以赴组织此次培训班，无论课程学习还是教

学安排都得到学员的赞扬。学员们完成了五天全天候强化训练，感觉到自己真正学到了 PET/CT 新

技术、新进展和临床实用技巧，回去后能够学以致用。最后北京医院核医学科主任姚稚明教授携全

体同仁感谢专家们对本次培训班的大力支持，欢迎学员们与北京医院保持学术交流。 

3. 2019 年 11 月 21～25 日，北京大学第一医院核医学科主办的国家继续医学教育项目“核医学

分子功能靶向诊治践行精准医疗应用”学习班在江苏扬州成功举办，共有来自全国三十多家医疗卫

生单位的 50 余名专家、医师、技师参加了本次学习班。苏北人民医院潘云龙副院长代表苏北人民医

院欢迎参加来自全国各地参加学习班的各位与会代表，简要介绍苏北人民医院近几年学科发展和人

才培养状况；北京大学医学部核医学系主任、北京大学第一医院核医学科王荣福教授致开幕辞特别

感谢来自全国的各位专家教授积极参与此次学习班授课，欢迎来自江苏省内及全国的学者同仁与会

学习、推广核医学分子功能靶向诊治的应用。苏北人民医院核医学科周海中主任，北京大学第一医

院核医学科范岩常务副主任，张建华，杨兴，康磊副主任也参加了会议。 

本次学习班的培训内容最主要的特点是“核医学分子功能靶向诊治践行精准医疗”，各位专家就

自己的研究领域和临床工作中核医学分子功能靶向诊断与治疗应用及其最新进展为学员们做了生动

详实的面对面演讲和传授。为期 5 天的学习中，课程安排紧凑，授课内容详实，课堂讨论气氛热烈，

学员们对本次学习班的内容安排及学习效果给予高度评价，普遍反映本次学习班学术水平很高，内

容丰富，此行收获满满，受益匪浅。 

4. 在北京市卫生健康委科教处、北京市医学教育协会毕业后医学教育部的指导下，由北京地区

核医学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专科委员会、北京大学第一医院核医学科主办“核医学专业住院医师规

范化培训教师能力培训班[项目编号：2019-15-01-019（京）]”于 2019 年 12 月 13 日在北京大学第

一医院科研楼六层会议室成功举办，来自北京市 15 家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核医学专业基地的基地主

任、教学主任、教学秘书、管理人员和带教教师 30 余名参加了此次培训班。核医学系主任、北大医

院核医学基地主任王荣福教授主持会议，北京市卫生健康委科教处宋玫处长、北京大学第一医院教

学副院长李海潮教授莅临会议并做精彩授课，北京市核医学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专科委员会专家们

悉数到会并授课，体现了核医学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专科委员会按照培训细则要求，规范各培训基

地的带教内容及方式，提高各基地核医学医师整体培训质量的重视与期望。 

王荣福教授做了“北京市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核医学专业基地工作汇报”和“北京市与国家核

医学专业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细则解读”授课，详细介绍了核医学专业基地近年来的工作及创新发

展，对北京市和国家的核医学专业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细则进行了全方位政策解读，有利于各培训

基地的政策把握与规范实施；宋玫处长做了“北京市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工作实践”授课，对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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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北京市住培工作做了详细总结，对各个基地住培工作提出明确要求，同时也对核医学专业各个基

地工作特色提出表扬；李海潮教学副院长做了“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岗位胜任力培养及实践”授课，

从全球一百年来三轮医学教育改革入手，阐述了“胜任力导向的毕业后教育”理念，并介绍的北京

大学第一医院与加拿大皇家内科与外科医师协会（RCPSC）合作进行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岗位胜任

力培养及实践，目前北大医院是我国唯一一家获得认证的医院。新理念和新实践让学员耳目一新；

核医学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专科委员会委员李方教授、姚稚明教授、杨吉刚教授，北京宣武医院核

医学基地主任马云川教授、北京大学第三医院核医学基地主任张卫方主任医师、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核医学科常务副主任范岩副主任医师分别做了“加强住培基地的住院医师人文沟通能力培养”、“如

何规范做好出科考核”、“书写报告中常见问题” 、“加强住培中高活室操作及图像处理技能培养”、

“核医学住培医师临床思维培养”和“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 6 站式考核方式的核心内容与流程”授

课，对核医学专业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体系各个层面、各项内容进行详细的疏理，为带教老师提供

相对标准化的教学参考模式，以符合当前核医学发展和规范化培训的要求。本次培训班准备充分、

安排紧凑，授课教师认真讲课，各个培训基地认真对待并积极参加培训，参会学员普遍反映收获很

大，对今后的核医学专业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工作的提高有了明确的目标与方法，收到了预期的效

果。 

5. 教学课题与论文  北大医院 2017 年获批的北京大学医学部“核医学专业住院医师规范化培

训评价体系建设”课题、2018 年申报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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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医学专业研究生和住院医师精萃病案编撰”课题均在进行中。2019 年获批北京市住院医

师规范化培训师资培训项目并按时完成。人民医院李河北副主任医师获得院级研究与发展基金资助

的《胜任力为导向的核医学住院医师培训体系的建立》课题，并发表教学论文 1 篇（李河北, 王茜, 岳

明纲，等. 从试卷分析谈核医学教学质量改进. 中国高等医学教育, 2019(2)）；北医三院的赵梅莘主

治医师发表教学论文1篇（赵梅莘, 张卫方. 放射与超声专业医师的核医学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实践. 

中国病案. 2019, 20 (5): 59-60, 112.）。 

6. 教学、科研获奖  北大医院核医学科获得 2019 年院级优秀教学集体和院级住院医师规范化

培训考核优秀奖；王荣福教授荣获中国医师协会全国住培“优秀专业基地主任”称号；陈雪祺住院

医师荣获北京大学医学部优秀住院医师荣誉证书；邸丽娟副主任医师“客观结构化临床考试在核医

学专业住院医师临床技能考核应用中的效果评价”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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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度医学教育和医学教育管理百篇优秀论文二等奖；范岩、张旭初副主

任医师获得院级优秀教师；康磊主治医师荣获 2019 年美国核医学与分子影像学会（SNMMI）年会

分子影像创新和转化青年学者第一名（First Place）；康磊医师和廖栩鹤医师分别获得北京核学会核

医学与分子影像学专业委员会学术论坛青年学者英文学术交流比赛一等奖和二等奖（第一名和第二

名，廖栩鹤医师还获得最佳人气奖）、北大医院刘敏博士、北京医院李旭医师、北医三院宋乐医师、

北大国际医院袁婷婷医师、宋娟娟医师获得优胜奖；康磊、廖栩鹤医师及刘敏博士研究生分别获得

北京核学会核医学与分子影像学学术交流及青年学者英文学术交流比赛一等奖（第一名）、二等奖（第

二名）和优胜奖（廖栩鹤医师还获得全场的最佳人气奖、康磊医师获得青委论坛的“优秀建议奖”

（仅 3 项）及优秀壁报奖）；人民医院赵赟赟医师荣获 2019 年中国医师协会第八届核医学医师年会

“核医学住院医师规培教学展示比赛”一等奖；李河北医师荣获 2019 年度第二届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住院医师病例汇报大赛优秀指导老师称号、北京核学会核医学与分子影像学专业委员会学术论坛青

年学者英文学术交流比赛三等奖；陈紫薇医生荣获 2019 年度第二届北京大学人民医院住院医师病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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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报比赛三等奖。肿瘤医院郭晓轶 2019年中美核医学青年科学奖三等奖、2019年 ISRS会议奖学金、

中国医师协会核医学分会主办的第三届“华克杯”科普大赛三等奖和 2019～2020 年度博士研究生创

新人才奖学金；夏雷荣获 2019～2020 北京大学一等学业奖学金、2019 博士研究生国家奖学金、2019 

北京大学三好学生标兵、2019 北京大学学术创新奖、绿色核能主题科普活动暨“华克杯”核医学诊

疗技术科普大赛三等奖和 2019 中美放射性药物临床转化交流活动优秀学术报告；徐晓霞 2019 年北

京大学“优秀毕业生”。 

（四）公益活动 

1. 北大医院积极认真做好北京大学国际医院帮扶工作，保障北大国际医院核医学科 2019 年医

疗工作安全和医疗质量提升。 

2. 2019 年 4 月、6 月和 11 月，北大医院核医学科在王荣福教授带领下，分别来到宛平城地区晓

月苑社区、大兴区孙各庄村和大兴宏大园社区开展核医学检查的相关知识普及和针对甲状腺疾病的

预防与治疗义诊。科室多位核医学专家、医师与当地居民进行面对面的亲切交流、甲状腺检查及问

题解答，让大家足不出户的体验到北大医院一流的医疗水平和厚德尚道的医德医风，使居民能够进

一步了解“什么是核医学”，正确的认识辐射，不再“谈核色变”。义诊活动受到了广大群众的欢迎，

扩大了医院和科室的影响力，为“健康中国”做出医务工作者应有的贡献。 

3. 2019 年 7 月 25～28 日福建省委组织部、省人社厅和福建省引进人才中心组织北京名医重走

医疗新长征“师带徒”精准帮扶系列活动，王荣福教授应邀参加福州市中医院承办的“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专家义诊，其精湛医技和医者仁心的优良医德医风受到当地甲状腺疾病患者的高度评价。 

4. 王荣福教授应邀参加福建福州中医院和宁德下党乡医疗精准扶贫义诊工作，获得福建省驻京

办感谢信。北大人民医院与遵义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定期进行疑难病例讨论及专题交流，提高对罕见/

疑难病例诊断准确性。 

（五）存在问题及建议 

1. 教学与科研重大成果不足。有待于进一步加强科研培训，加强医师科研能力的培养。鼓励并

督促一线医师积极申报课题，积极开展教学与临床科研工作。 

2. 师资力量中，部分教研室正高级医师比例稍欠缺。要积极鼓励符合年资要求的医师努力完成

升职要求的指标并积极申报。 

3. 加强核医学系各临床学院间的互动协作与合作交流，发挥各自优势做好学科规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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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处领导下完成核医学系换届工作。 

2. 按照北大医学部及医院教育处的统一安排，继续承担并完成北大医学部的各类核医学教学任

务。 

3. 持续完善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核医学专业基地规范化管理，定期参加师资培训，不断提高基

地教学资质力量和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水平。核医学专科基地认证后，制定各项管理制度，完善专

科培训的教学计划和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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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提高青年教师临床技能

与教学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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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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励和督促发表科研论文。 

6. 充分发挥核医学系优势，继续发挥各自所能，资源共享，并在学科建设发展和服务中发挥更

大作用。 

 

附图： 

 
图 1  IAEA 副总干事莫克塔女士一行到访北大医院核医学科，王荣福教授代表医院向莫克塔女

士赠送纪念品 

 
图 2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分子影像高峰论坛暨 2019北京大学医学部核医学系年会部分参会人员

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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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核医学科主办的国家继续医学教育项目“核医学分子功能靶向诊治践

行精准医疗应用”学习班合影 

 
图 4  王荣福教授、康磊副主任、周云教授（左 2）与美国核医学与分子影像学学会主席 Dr. 

Minoshima 教授（右 2）交流合影 

 

图 5  北京大学肿瘤医院举办第九届燕京肿瘤临床与 PET/CT 应用会议祝贺“PET/CT 运行十年”

启动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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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北京肿瘤医院于江媛副主任医师王风副主任技师医师在德国 ENETS 卓越中心访学 

 

图 7  北大医院核医学科医师斩获第十三届亚洲大洋洲核医学和生物学联盟大会 

 
图 8  2019-10-12 临沂超高灵敏 PET 和神经科学国际研讨会王荣福（北大医院核医学科教授）

-周云（美国霍普金斯大学-北大医院客座教授）与研究生留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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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2019-08-30 王荣福获奖全国优秀专业基地主任称号 

 

图 10  2019-12-17 北京市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第二届专业委员会成立大会 

王荣福教授受聘核医学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上台接受颁发证书 

 
图 11  7 月 12 ~ 4 日，福建省人社厅联合省委组织部组织 23 名北京医疗专家来榕，开展了以

“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北京名医重走医疗新长征”为主题的“师带徒”精准帮扶活动。图为

北京专家王荣福教授在福州市中医院义诊（郭宇昕 摄） 

中
国
组
织
人
事
报
头
版
新
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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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染病学学系 2019 年度工作报告 

2019 年工作总结 

2019 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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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教学医院全

体教师及教辅人员齐心协力，有力地推动了学系的发展，很好地完成了今年学系医教研工作，现将

2019 年工作总结如下：  

（一）临床教学工作 

各临床教学医院院领导十分重视和支持临床教学工作，每年度召开医院的科教工作会，总结经

验、肯定成绩，表扬先进，有力地保证了北京大学医学部临床医学生的理论及实习教学工作的顺利

开展及完成。传染病学系在系主任的领导下，每一季度召开一次学系集体会议，讨论和解决教学中

存在的问题，交流和分享先进的教学理念和经验，并通过集体备课的形式，不断规范和统一授课内

容及重点，提高各教学医院的教学水平。医学生见习由临床经验丰富的高年资医师专人专职带教，

重点关注常见、高发的传染病病种，同时兼顾对新发传染病的知识介绍，强调对学生临床思维能力

的培养，通过参与临床日常医疗工作及疑难病例查房，使学生了解传染病的诊断和治疗原则。承担

住院医师轮转培训工作的教学单位严格按照培训要求，严格要求轮转医生独立管床、值班、书写病

历，每周参加 1 次科查房、2 次团教；轮转结束时，教学主任和病房主治对每位轮转医生的工作态

度、临床诊治水平、临床操作技能、病例书写质量等进行评分，并结合出科理论考试成绩，给出轮

转总成绩，成绩合格方能通过科室的轮转培训，保证轮转医生能掌握常见传染病的诊断及治疗原则。 

（二）教师队伍建设 

各教学医院狠抓学科师资队伍的规范化建设，各单位均设有教学主任、教学秘书及教辅人员，

分工合理，职责明确；使医院的教学工作得到有序和全面开展。各教学单位由教学主任挂帅，高年

医师为主体，同时注重对年轻教师的培养，通过课前试讲、集体备课、讲课比赛及参加“第二期住

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基地管理培训班”等方式，不断提高青年教师的讲课水平及教学管理水平。学系

多位老师荣获学校及医院优秀教师奖，如 302 医院程勇前老师获 2019 年度北京大学医学部教学优秀

奖等。教学工作量与职称晋升及教学津贴挂钩，激发教师的工作积极性。学系每年度对教学工作表

现突出者授予赵树馨教授奖励金。 

（三）研究生培养工作 

各教学医院认真执行学校学位申请及研究生培养制度，严格把关研究生导师的招生资质，不符

合条件的导师不能招收新的研究生。加强对研究生的管理，认真落实研究生开题、中期、答辩等培

养制度，所有申请毕业的同学全部参加学校组织的盲评，有效地提高了学系研究生培养的整体质量。

成立研究生班对研究生进行规范管理，鼓励和要求研究生参与国家及市级临床科研课题的研究工作，

培养研究生独立临床科研工作能力；积极为学生搭建各种学术交流的平台，支持研究生参加国内外

各种学术会议，定期举办研究生论坛、英语演讲比赛、学习经验交流会、座谈会等各种活动，有效

地提高了研究生的活动组织能力及语言表达能力。2019 年各医院研究生招生情况如下：⑴ 北大医

院感染疾病科 2019 年新招研究生 7 人，研究生毕业 5 人。亢倩同学获北京大学优秀科研奖卓越 83

博士奖学金，罗皓同学获北京大学三好学生奖医学部出资二等奖学金，梁荣月、谭康安、程然同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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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北京大学三好学生奖医学部出资三等奖学金，吴朝同学获北京大学优秀科研奖医学部仲外医学奖

学金，杨婉娜同学获北京大学优秀科研奖，展翘同学获北京大学三好学生奖。（2）人民医院肝病研

究所 2019 年有 1 名学术型硕士、1 名科研型博士顺利毕业；新招收学生 4 名，其中科研型博士、临

床型博士各 1 名，学术型硕士、临床型硕士各 1 名 (3)地坛医院 2019 年招生 7 名研究生（6 名硕士，

1 名博士），毕业硕士研究生 8 名。1 名硕士荣获国家级奖学金，2 名硕士荣获校级三好学生称号，2

名同学荣获北医单项奖，2 名同学分别荣获北医二等奖学金和三等奖金。北医 7 名同学学位论文全

部通过盲评。（4）中国人民解放军 302 医院 2019 年招收硕士研究生 5 人，博士研究生 2 人；毕业

硕士研究生 3 人，博士研究生 1 人。孙子健同学获 2019 年度北京大学优秀毕业生；靳婕华、翟兴

冉同学获 2018-2019 学年北京大学三好学生，王钧同学获 2018-2019 学年北京大学学习优秀奖，翟

兴冉同学获北京大学优秀医学生三等奖学金。多位研究生负责或参与 12 项临床科研课题的研究工作，

如 17 级博士张禄雪基本完成了“HIV 免疫重建者不同 CD8 水平对病毒和 CD4 恢复的影响”课题；

17 级博士靳婕华承担课题有：（1）tcr-t 细胞治疗肝癌的一期临床试验，（2）HIV 感染患者中 virtual 

memory t 细胞的作用。共发表相关的文章 7 篇，如 17 级硕士翟兴冉的《急性肾损伤 48h 应答对乙

肝慢加急性肝衰竭短期预后的影响》 （《临床肝胆病杂志》）；17 级硕士梅骁乐的《2012 至 2018 年

我国成人腺病毒 7 型和 55 型感染临床特征比较研究 》（《中华传染病杂志》）、《中国呼吸道腺病毒流

行趋势及临床诊疗进展》 （《中国临床医生杂志》）等。 

（四）科研工作 

各教学医院 2019 年度科研工作成效喜人，获各类资助科研项目及课题 58 项，课题经费总额

4722.86 万元；发表 SCI 文章 118 篇，中文文章 266 篇，获批专利 2 项（表 1，受疫情影响，302 医

院等部分单位的数据暂缺）。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感染疾病科：2019 年度新获课题及基金资助 2 项（表 2），课题经费总额 159.86

万元；于岩岩教授荣获北京医学科技奖三等奖；徐小元教授荣获北京科学技术奖二等奖（表 3）；发

表文章 23 篇（表 4）；获专利授权 2 项（表 5）。2019 年徐小元教授上任中华医学会肝病分会主任委

员，将极大地提高我校传染病学系在全国传染病学界的影响力。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肝病研究所：2019 年度新承担国家省部级课题 3 项，课题经费总额 28 万元

（表 6）；发表 SCI 论文 15 篇，核心源期刊 13 篇（表 7）；7 人在全国或北京地区学术会议获优秀论

文奖（表 8）。 

北京地坛医院：共获批科研项目 53 项，获批科研经费 4535 万元，其中国家重点研发计划 1 项，

十三五重大专项子课题 1 项，合作项目 17 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7 项，省部级项目 6 项。全年共发

表各类论文 333 篇，其中 SCI 94 篇，最高影响因子为 22.415 分，国内统计源期刊 239 篇，SCI 论

文篇数较去年增长 13.25%。主编出版专著 2 部，副主编出版专著 1 部。 

 

2020 年工作计划 

1. 继续加强对本科生及轮转住院医师的教育与培养，严格执行学校各项考试及培养制度。医

学生的理论课以小班授课方式进行，见习由高年大夫专职带教，重点培训学生的临床诊治思路，兼

顾临床技能的锻炼；及时收集学生反馈意见，分析及发现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学系每个季度召开 1

次全体会议，全年集体备课 2 次，讨论教学内容及考试方式，统一和规范各教学单位的教学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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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继续加强对研究生管理和培养，严格执行研究生开题、中期、答辩等培养制度，严格审核

申请学位人员资质，以保证研究生论文的整体质量。科室建立研究生班对研究生进行管理，要求研

究生跟专家出诊，提高科研型研究生的临床医疗意识和能力，鼓励和支持研究生参加国内外学术会

议。 

3. 加强教师队伍的管理及建设，授课老师必须准时上课，不能迟到或误课，教学工作量与职

称晋升及教学津贴挂钩，激发教师的教学工作积极性；重视对年轻医师的培养，通过课前试讲、集

体备课、讲课比赛及参加“第二期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基地管理培训班”等方式，不断提高青年教

师的讲课水平及教学管理水平。 

4. 学系每季度召开 1 次会议，全年集体备课 2 次，总结教学工作，及时发现并解决问题,规范

各教学医院的教学制度，不断提高我校传染病学的教学质量和水平。年终拟进行赵树馨教授奖学金

评比及颁奖，鼓励和表彰在传染病教学工作中表现优秀的教师；并拟举办研究生论坛研讨会，以促

进各教学医院研究生的交流与了解，进一步提高研究生的演讲能力。 

 

附表： 

表 1. 2019 年度北京大学医学部传染病学学系成果总表 

单位 
中文文章

数 

SCI 文章

数 

基金课题

数 

经费总数 

（万元） 

新招研究

生数 

毕业研究

生数 

获奖

数 

获批 

专利数 

北大医院 14 9 2 159.86 7 5 2 2 

人民医院 13 15 3 28 4 2 7  

地坛医院 239 94 53 4535 7 8   

302 医院     7 2   

共计 266 118 58 4722.86 25 17 9 2 

 

表 2.  2019 年度北京大学北大医院感染疾病科新获得基金列表 

课题来源 课题名称 
批准经费 

（万元） 
负责人 

国家科技重大专项 消化系统非感染性炎性疾病新药临床试验 97.86 徐小元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影响 HBV 感染转归的分子模型及其辅助诊疗系统初探 62.00 曾争 

 

表 3. 2019 年度北京大学北大医院感染疾病科新获得成果列表 

成果名称 第一完成人 奖项名称 成果等级 

乙型病毒性肝炎抗病毒治疗“中国方案”的建立和推广应用 于岩岩 北京医学科技奖 三等奖 

HIV/HCV 共感染及 HIV 单独感染者临床特点及发病机制研究与应用 徐小元 北京科学技术奖 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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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2019 年度北京大学北大医院感染疾病科发表论文情况 

序号 论文题目 期刊名称 第一作者 责任作者 

1 
慢性乙型肝炎患者核苷(酸)类似物停药后复发预测因素

meta 分析 

肝脏. 

2019,24:744-751. 
王艳 王贵强 

2 全身炎症反应导致肝损伤的临床特点和机制研究现状 
国际病毒学杂志. 

2019,26:354-357. 
程浩 王艳 

3 
30 个非侵入性模型评估中国慢性乙型肝炎患者肝纤维

化的价值与比较 

临床肝胆病杂志. 

2019,35:471. 
董晓琴  

4 
慢性 HBV 感染者抗病毒治疗 78 周后肝脏硬度值的下降 

和炎症改善的相关性更为密切 

临床肝胆病杂志. 

2019,35:1531. 
董晓琴  

5 
HBV 感染者 HBs Ag、抗-HBs 双阳性对肝细胞癌发生影

响的 Meta 分析 

临床肝胆病杂志 

.2019,35:1723-1727. 
范梦洁 曾争 

6 伴多种酶异常升高的组织细胞坏死性淋巴结炎 1 例报告 
临床肝胆病杂志

2019,35:1089-1091. 
纪童童 陆海英 

7 传染性单核细胞增多症伴多浆膜腔积液 1 例报告 
临床肝胆病杂志. 

2019,35:872-873. 
纪童童 陆海英 

8 
转氨酶 2 倍以内慢性乙型肝炎患者抗病毒治疗决策的临

床无创指标 

临床肝胆病杂志. 

2019,35:660. 
吴朝  

9 
新型人纤维蛋白原治疗获得性纤维蛋白原减少症的随

机、双盲、阳性药物平行对照、多中心临床试验 

中国临床药理学杂志. 

2019,35:953-956. 
姚甜甜 王贵强 

10 自身炎症性疾病 50 例临床特点研究 
中国实用内科杂志. 

2019,39:547-550. 
钱建丹 王贵强 

11 
安络化纤丸联合恩替卡韦治疗可显著提高慢性乙型肝炎

病毒感染者肝纤维化的改善率 

中华肝脏病杂志. 

2019,27:521-526. 
苗亮 赵鸿 

12 
自身免疫性胆管炎-抗线粒体抗体阴性原发性胆汁性胆

管炎还是独立的疾病？ 

中华肝脏病杂志. 

2019,27:393-396. 
钱建丹 王贵强 

13 
自身免疫性胆管炎—抗线粒体抗体阴性原发性胆汁性胆

管炎还是独立的疾病? 

中华肝脏病杂志. 

2019,27:393-396. 
钱建丹 王贵强 

14 
自身免疫性肝炎患者外周血浆细胞 T-bet 表达水平升高

与肝损害的相关性 

中华肝脏病杂志. 

2019,27:541-546. 
谭康安 侯凤琴 

15 

A randomized, double-blind, double-dummy, controlled, 

multicenter study of Qingzhong (tenofovir disoproxil 

fumarate) versus Viread for the treatment of chronic 

hepatitis B First-stage results at week 48 

Medicine.2019,98: 梁荣月 于岩岩 

16 
Chinese guidelines on management of hepatic 

encephalopathy in cirrhosis 

World Journal Of 

Gastroenterology. 

2019 ,25:5403-5422. 

徐小元 徐小元 

17 Chinese guidelines on the management of ascites and its Hepatology 徐小元 徐小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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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论文题目 期刊名称 第一作者 责任作者 

related complications in cirrhosis International.2019,13:21. 

18 
Deficiency of canonical Wnt/β-catenin signalling in hepatic 

dendritic cells triggers autoimmune hepatitis 
Liver International.2019 谭康安 侯凤琴 

19 

Efficacy and Safety of All-oral, 12-week Ravidasvir Plus 

Ritonavir-boosted Danoprevir and Ribavirin in 

Treatment-naive Noncirrhotic HCV Genotype 1 Patients: 

Results from a Phase 2/3 Clinical Trial in China 

Journal Of Clinical And 

Translational 

Hepatology.2019,7（3）：

213-220. 

徐小元 LaiWei 

20 

Hepatitis B virus pregenomic RNA status can reveal the 

long-term prognoses of chronic hepatitis B patients treated 

with nucleos(t)ide analogues 

JOURNAL OF VIRAL 

HEPATITIS.2019,11:1-6. 
罗皓 徐小元 

21 

Novel human monoclonal antibodies targeting the F subunit 

of leukocidins reduce disease progression and mortality 

caused by Staphylococcus aureus 

BMC MICROBIOLOGY. 

2019,18:181. 
景晨迪 于岩岩 

22 

Serum hepatitis B virus RNA is a predictor of HBeAg 

seroconversion and virological response with entecavir 

treatment in chronic hepatitis B patients 

World Journal Of 

Gastroenterology. 

2019,25:728. 

罗皓 徐小元 

23 

Tenofovir alafenamide fumarate attenuates 

bleomycin-induced pulmonary fibrosis by upregulating the 

NS5ATP9 and TGF-beta 1/Smad3 signaling pathway 

Respiratory Research 李玲霞 于岩岩 

 

表 5.  2019 年度北京大学北大医院感染疾病科获专利列表 

专利号/受理号 专利市场 专利类型 专利名称 发明人/设计人 

201721276730.X 国家专利 发明专利 一种储药盒 陈杨，朱濛 

201721276804.X 国家专利 实用新型 一种临时充氧装置 陈杨 

 

表 6.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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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费总数 

（万元） 

1 
乙型肝炎病毒衣壳组装调节剂耐药突变谱描绘及耐药机制

研究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研究与

发展基金 
张海莹 10 

2 
肌肉脂肪浸润作为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治疗新靶点的探索

性研究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研究与

发展基金 
张薇 8 

3 qFIBS：NASH 组织学特征定量评估新工具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研究与

发展基金 
刘峰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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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2019 年度北京大学肝病研究所发表论文情况 

序号 题目 杂志名 第一作者 IF 

1 

Genetic variation in FCER1A predicts peginterferon 

alfa-2a-induced hepatitis B surface antigen clearance in East 

Asian patients with chronic hepatitis B.  

J Viral Hepat. 2019 

Sep;26(9):1040-1049 
魏来 4.016 

2 
Sofosbuvir-velpatasvir for treatment of chronic hepatitis C 

virus infection in Asia: a single-arm, open-label, phase 3 trial.  

Lancet Gastroenterol Hepatol. 

2019 Feb;4(2):127-134. 
魏来 12.856 

3 

Efficacy and safety of elbasvir/grazoprevir in participants 

with hepatitis C virus genotype 1, 4, or 6 infection from the 

Asia-Pacific region and Russia: Final results from the 

randomized C-CORAL study.  

J Gastroenterol Hepatol. 2019 

Jan;34(1):12-21. 
魏来 3.632 

4 

Safety and efficacy of elbasvir/grazoprevir in Asian 

participants with hepatitis C virus genotypes 1 and 4 

infection.  

J Gastroenterol Hepatol. 

2019 Sep;34(9):1597-1603 
魏来 3.632 

5 
Direct antiviral agents upregulate natural killer cell potential 

activity in chronic hepatitis C patients. 

Clin Exp Med.  2019 

Aug;19(3):299-308. 
蒋翰佶 2.642 

6 

Regulatory factor X5 promotes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progression by transactivating tyrosine 

3-monooxygenase/tryptophan 5-monooxygenase activation 

protein theta and suppressing apoptosis.  

Chin Med J (Engl). 2019 Jul 

5;132(13):1572-1581. 
陈冬波 1.555 

7 
Application of plasma circulating cell-free DNA detection to 

the molecular diagnosis of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Am J Transl Res. 2019 Mar 

15;11(3):1428-1445. 
贺改霞 3.266 

8 
Comparison of the efficacy of sofosbuvir plus ribavirin in 

Chinese patients with genotype 3a or 3b HCV infection.  

J Med Virol. 2019 

Jul;91(7):1313-1318. 
黄睿 2.049 

9 
Alcohol consumption analysis among patients with liver 

disease in China.  

Chin Med J (Engl). 2019 

Feb;132(4):420-430. 
谢艳迪 1.555 

10 
Awareness and Knowledge of Nonalcoholic Fatty Liver 

Disease Among Office Employees in Beijing, China.  

Dig Dis Sci. 2019 

Mar;64(3):708-717. 
张薇 2.937 

11 
Evaluation of an antigen assay for diagnosing acute and 

chronic hepatitis E genotype 4 infection.  

J Gastroenterol Hepatol. 2019 

Feb;34(2):458-465. 
张海莹 3.632 

12 

A novel point-of-care oral anti-HCV assay: Is it reliable for 

screening hepatitis C virus infection in the era of direct-acting 

antivirals?  

PLoS One. 2019 Feb 

12;14(2):e0211795. 
杨瑞锋 2.776 

13 
PPPDE1 promotes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development by 

negatively regulate p53 and apoptosis.  

Apoptosis. 2019 

Feb;24(1-2):135-144. 

谢兴旺（第

二单位） 
4.021 

14 Long-term outcomes in patients with chronic hepatitis C in Expert Rev Anti Infect Ther. 魏来（第二 3.09 



 

 22 / 132 

序号 题目 杂志名 第一作者 IF 

the current era of direct-acting antiviral agents.  2019 May;17(5):311-325. 单位） 

15 

Detection of residual HCV-RNA in patients who have 

achieved sustained virological response is associated with 

persistent histological abnormality.  

EBioMedicine. 2019 

Aug;46:227-235. 

饶慧瑛（共

一第二） 
6.68 

16 慢性丙型肝炎患者抑郁症发病率及其相关独立危险因素 
中华肝脏病杂志,2019,27( 1 ): 

33-38. 
宋广军  

17 2018 年丙型肝炎研究主要进展 
中华肝脏病杂志,2019,27( 1 ): 

6-9. 
魏来  

18 国内外肝细胞癌诊疗指南的比较 
中华肝脏病杂志,2019,27( 3 ): 

236-240. 
李晓鹤  

19 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血清学检测进展 
中华检验医学志,2019,42( 3 ): 

165-169. 
王晓晓  

20 
丙型肝炎合并慢性肾脏病患者的诊疗:对 KDIGO 指南的深

入探讨 
肝脏 2019; 24(3):225-226. 饶慧瑛  

21 

一项评估索磷布韦联合利巴韦林治疗基因 2 型慢性丙型肝

炎病毒感染受试者的有效性和安全性的单臂、开放、多中

心Ⅱ期临床研究  

中华肝脏病杂志,2019,27( 5 ): 

352-357. 
高莹卉  

22 
丙型肝炎病毒感染后持续的表观遗传改变将增加肝细胞癌

发生风险 
肝脏 2019;24(8):853-854. 李晓鹤  

23 
二次谐波/双光子激发荧光显微成像技术定量评估非酒精

性脂肪性肝病小鼠模型肝纤维化的价值 

临床肝胆病杂志，2019，35( 8) : 

1786-1790． 
王晓晓  

24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2015 年 － 2018 年 HCV 感染筛查

情况分析． 

临床肝胆病杂志，2019， 

35( 8) : 1710 － 1713 
孔祥沙  

25 
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发病机制研究进展 -焦“巨噬细胞及

其分子机制” 

医学综述 

2019;25(15):2929-2934. 
王晓晓  

26 遗传代谢相关肝内胆汁淤积症的诊治进展 
医学综述 

2019;25(15):2955-2960 
李晓鹤  

27 
慢性丙型肝炎患者外周血 NK 细胞的特点及直接抗病毒药

物的影响 

医学综述 2019;25(15): 

2961-2966 
蒋翰佶  

28 抗线粒体抗体阳性患者首次就诊情况分析 
中华肝脏病杂志

2019,27(8):643-647 
靳睿  

 

表 8.  2019 年度北京大学肝病研究所科研人才奖励情况 

获奖人 获奖名称 

张薇 第九届全国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和酒精性肝病学术会议获大会发言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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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奖人 获奖名称 

王晓晓 第九届全国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和酒精性肝病学术会议获大会发言一等奖 

谢艳迪 第九届全国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和酒精性肝病学术会议获大会发言二等奖 

王江华 中华医学会第十九次全国病毒性肝炎及肝病学术会议大会优秀论文二等奖 

谢兴旺 2019 北京肝病学术年会大会优秀论文一等奖 

陈冬波 2019 北京肝病学术年会大会优秀论文一等奖 

张薇 2019 北京肝病学术年会大会优秀论文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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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产科学学系 2019 年度工作报告 

北京大学妇产科学系从 2004 年 12 月 30 日成立以来，至今已经走过 15 年的路程。在医学部领

导和各届学系主任带领下，妇产科学系在医教研各方面取得突出的成果。目前已经是第五届委员会，

2018年 7月完成新一届学系主任改选，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妇产科乔杰教授任学系主任，杨慧霞教授、

王建六教授担任学系副主任。2019 年 10 月 13 日经医学部批准，增加北京大学国际医院蔺莉教授为

第五届学系成员，现学系成员共 24 家医院妇产科，包括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北

京大学第三医院、北京大学深圳医院、北京大学肿瘤医院、北京大学首钢医院、北京大学滨海医院、

中日医院、世纪坛医院、积水潭医院、北京医院、北京地坛医院、北京仁和医院、民航总医院、航

天中心医院、航天总医院、解放军 302 医院、解放军 306 医院、北京京煤集团医院、北京王府医院、

北京昌平区医院、北京密云区医院、北京平谷区医院、北京大学国际医院。 

 

一、学系的工作概述 

2020 年学系继续秉承认真完成教学工作的传统，除完成原有研究生妇产科学必修课程的任务外，

还开设了新的生殖遗传课程；在人才培养方面，也有新的成果。在完善学科建设、加强研究型医院

临床科研能力方面继续努力，在临床患者诊治数量、研究生培养、科研课题申请、药物临床研究、

学术交流方面都有进步和提升。 

 

二、具体工作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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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妇产科研究生课程 

妇产科学系组织的“妇产科学”研究生课程已有 14 年的历史。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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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授。本年度选课的科研型、

临床型硕士、博士研究生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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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学年第一学期新开设一门“生殖遗传学”研究生必修课，授课内容包含生殖遗传学基础

和伦理、生殖内分泌疾病的遗传机制、妇科肿瘤的遗传机制、产前诊断、产前咨询及胚胎植入前遗

传学诊断等，12 名授课教师为北大医院、人民医院、北医三院及基础医学院遗传学系教师，本年度

选课研究生共 57 人，另有近 100 名住院医、主治医师及进修医师旁听。本课程的开设受到了研究生

的欢迎，对 12 名授课教师评分均高于 90 分，在可能回顾中也受到了学生的具体意见和建议，拟在

下一轮讲述前进行改进整合。 

2. 妇产科学系论坛和疑难病例查房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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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4 北大医院主办，2019.7 人民医院主办，2019.10 北医三院主办，2019.12 中

日友好医院主办，主题均为：妇产科临床疑难病例讨论。每次病例讨论会邀请学系各医院著名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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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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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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相关疑难病例讨论记录已经纳入《北京大学妇产科学系疑难

病例精粹》，目前正在统稿阶段，拟于明年出版。 

3. 妇产科临床技能培训课程开课 

2019 年对妇产科临床技能培训课程进行了进一步规范，各医院也根据自身特点对课程形式做了

部分调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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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针对研究生课程反馈，对 2020 年研究生理论课程进行了小幅调整，

该课程即将于下学期开课。 

（二）科研工作再创新高 

1. 科研基金：北京大学妇产科学系共获科研基金项目 91 项，其中科技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卫健委等国家级项目 21 项，累计资助共 9186.366 万元。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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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发表论文 460

篇，其中在国外杂志发表 SCI 收录论文 162 篇，并多次在国际学术会议上报告（63 次），说明北京

大学妇产科学系的科研水平又达到一个新的高度。 

3. 成果推广：为全国各省、自治区和直辖市培养进修医师数百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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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辅助生殖护理管理等妇产科专科国家级继续教育

项目 67 项，为我国妇产科事业培养了大批的人才。 

4. 各种获奖和专利：2019 年北京大学第一医院杨慧霞教授等“改善凶险性前置胎盘伴胎盘植入

孕产妇预后的综合管理体系建立”获得全国妇幼健康科技成果奖一等奖；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孙秀丽

教授等“盆底功能障碍性疾病精准诊治模式建立及应用”获得全国妇幼健康科技成果奖一等奖；梁

梅英教授等“妊娠合并血液系统疾患诊疗及母儿结局的临床研究”获二等奖；王建六教授等“盆底

功能障碍性疾病评估体系建立及临床应用”获中华预防医学会科技进步奖三等奖；孙秀丽教授等“盆

底功能评估体系在女性生殖整复中的规范应用及推广”获中国整形美容协会科学进步奖二等奖；北

京大学第三医院李蓉教授等“提高辅助生殖技术治疗安全性及有效性策略研究”获得教育部高校科

技进步奖二等奖；赵扬玉教授等“胎盘植入围手术期管理策略”获得全国妇幼健康科技成果奖一等

奖；韩劲松教授等“女性盆底功能障碍性疾病的准确诊断和个体化治疗”获得全国妇幼健康科技成

果奖二等奖；北京大学深圳医院吴瑞芳教授等“宫颈癌防控创新体系的构建与大规模人群推广应用”

获得中华预防医学会科学技术奖二等奖。魏丽惠教授获全国妇幼健康科学技术奖杰出贡献奖；李蓉

教授“生殖内分泌紊乱调控子宫内膜容受性”项目获得 2019 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杰出青年基金

资助；乔杰院士荣获 C3 国际健康峰会全球杰出女性奖；赵扬玉教授在 2019 年荣耀医者评选中荣获

“人文情怀奖”；严杰在 2019 年荣耀医者评选中荣获“青年创新奖；世纪坛医院白文佩教授获得 2019

年度（第三期）“登峰”人才团队培养计划；张瑾获得第八届全国高等医学（医药）院校青年教师教

学基本功比赛二等奖。 

授权和申请发明专利 10 项：严杰教授等“一种生殖冷冻用玻璃化冷冻试剂、试剂盒及其使用方

法”（专利号 ZL201810344477X ）；严杰教授等“一种制备玻璃化冷冻液的方法及装置系统”（专利

号 ZL2018103452418 ）；严杰教授等“一种快速鉴定生殖冷冻用玻璃化液的方法及其装置”（专利号

ZL2018103465348）；种轶文等“一种 B 超图像的处理方法及其装置” （专利号 ZL2016107944516 ）；

赵亮教授等“一种来自人辅助生殖囊胚植入前进行出生安全性预测的试剂盒”（专利号 ZL 2015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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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2244.8）；吴瑞芳教授“干细胞导入装置” （专利号 Zl 2014 1 0469951.3 ）；吴瑞芳教授“宫颈

多点微注射装置” （专利号 ZL 2014 1 0470404.7）；金鸿雁教授“分体式低温组织分割器” （专利

申请号：201910956106.1）；金鸿雁教授“分体式低温组织分割器” （专利申请号：201910956106.1）；

闫婕教授“一种妊娠期血糖健康分析系统” （专利申请号： 201910612409.1 ）。授权和申请实用

新型专利 20 项：姚颖等“一种医用腹腔敷药腹带装置”（专利号 ZL 20182160663.X）；任昀“阴道

分泌物检测装置及阴道分泌物检测系统” （专利号 ZL 20182559871.0）；梁向华教授“一种用于妇

科手术的拉钩压板”（专利申请号： 201621173741.0）；梁向华教授“一种妇科手术用拉钩”（专利

申请号： 201621193603.9 ）；白云教授“用于阴道手术的支撑装置”（专利申请号： 201720253552.2 ）；

李焱教授“妇科内窥器组件”（专利申请号： 201721147550.1 ）；王欣宓教授“导管结构及阴道给

药冲洗器”（专利号 ZL 2018 2 0249906.0 ）；赵芳教授“一种阴道扩张器”（专利号 ZL 2018 2 

1957979.1 ）；赵芳教授“一种举宫器”（专利号 ZL 2018 2 1957980.4 ）；孙笑“妇产科专用血水分

离收集装置”（专利申请号： 201921558855.0 ）；杨秀丽“防宫腔粘连结构”（专利申请号： 

201921821722.8 ）；孙瑜“胎儿腔内输血针组件”（专利申请号： 201820955889.2 ）；李茜“一种待

产安全连衣裤”（专利申请号：  201822050153.3 ）；林秀峰“自动产床”（专利申请号： 

201920179306.6 ）；王斌教授“一种辅助生殖专科精液标本存储盒” （专利号 ZL201820575024.3 ）；

王斌教授“一种截石位托腿架” （专利号 ZL201721290817.2 ）；王斌教授“一种阴道栓剂置入后

清洗装置”  （专利号 ZL201721296768.3）；王斌教授“多用临床档案病例夹”  （专利号

ZL201821346450.6）；陈玉芬教授“塑形减肥腹围测量专用器具” （专利号 ZL 2018 2 1086060.X）；

余颖娟教授“稽留流产病理标本留取装置” （ ZL 2018 2 0636234.9 ） 

5. 学术任职：北京大学妇产科学系各成员单位各级医师分别担任中国女医师协会会长，中华医

学会围产学会主任委员，中国医师协会生殖医学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华医学会妇产科学分会、

生殖医学会副主任委员，妇产科学会妇科肿瘤分会副主任委员，中华预防医学会生殖健康分会主任

委员，中国医师协会微无创医学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医疗保健国际交流促进会生殖医学分会

主任委员，中国研究型医院学会妇产科学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优生科学协会阴道镜和宫颈病

理学分会（CSCCP）第一届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研究型医院学会妇科肿瘤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

员，中国妇幼保健协会妇科智能（AI）医学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妇幼保健协会“妇女健康

管理专业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全军计划生育优生优育委员会常务委员，解放军医学科技委员

会妇产专业委员会委员，北京医学会妇产科学会主任委员，北京医学会生殖医学分会主任委员、副

主任委员，中国性学会性医学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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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医学会和中国医师协会常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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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参编杂志：北京大学妇产学科主办国家级核心期刊《中华围产医学》、《中国微创外科杂志》、

《中国妇产科临床杂志》、《医学参考报——生殖医学频道》和《国际妇科肿瘤杂志 中国版》，并作

为《中华生殖与避孕杂志》和《人类生殖医学杂志 中文版》的主编单位；还承担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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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教材与著作编写：2019 年主编、主译多部专业著作及科普著作，并参编教材编写。杨欣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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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编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异常子宫出血诊治精粹》；孙秀丽教授主编浙江大学出版社《盆底功能障

碍性疾病诊治与康复——妇产科分册》；毕蕙教授主编人民卫生出版社《子宫颈癌综合防控技术培训

教程》。科普书籍包括赵芳教授主编河北大学出版社《农村妇女保健指南》；范颖教授主编凤凰科学

技术出版社《怀孕 40 周大百科》。乔杰教授主译科学出版社《生殖内分泌学》及北京科学技术出版

社《梅奥健康怀孕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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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18 张。2019 年门诊量超过 352 万

余人次，收治病人 17 万余人次，手术超过 10.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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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胚胎植入前遗传学

诊断等新型治疗项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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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 5 年的努力已经

取得一定成绩，建立了生殖医学临床研究、围产医学、妊娠期糖尿病管理及妇科肿瘤学多个研究平

台，并开展数项多中心随机临床试验。2019 年顺利通过科技部评估和继续支持。 

 

三、2020 年计划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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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开展的临床技能

培训课程需要我们进一步的完善和评估。在第二轮生殖遗传课程前完成一定形式的集体备课和课程

整合，观察改进形况和教学效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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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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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好各科研项目

实施质量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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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取更多

国内外合作机会，为创建世界一流大学、学科贡献出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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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肤性病学学系 2019 年度工作报告 

2019 年度工作总结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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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第一医

院、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北京医院、世纪坛医院、首钢医院、积水潭医院、民

航总医院、仁和医院、原 306 医院、原 302 医院、航天中心医院、中日友好医院、深圳北大医院、

北大国际医院、首都儿科研究所、北京地坛医院和北京大学滨海医院）在学系主任、副主任和各科

主任的带领下，各成员单位团结奋斗，密切合作，积极参与学系建设，使学系在医、教、研各方面

都取得硕果，各项指标较去年均有大幅提升。 

皮肤性病学系门诊量合计首次突破 200 万人次，其中首都儿科研究所门诊量超过 30 万人次，北

大医院、北医三院和北京大学深圳医院年门诊量都超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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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82 人次、北京大学深圳医院皮肤科急诊

量 10841 人次；学系出院人数合计超过 2200 人次，其中北大医院为 903 人次，北京大学人民医院为

360 人次，北医三院为 499 人次。2019 年，皮肤性病学系共毕业硕士 30 人，新招硕士 25 人，毕业

博士 13 人，新招博士 34 人，在读硕士 70 人，在读博士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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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院医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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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场次继续教育学习班。2019 年，皮肤性病学系共

发表文章 240 余篇，其中 SCI 文章 88 篇，SCI 论著 36 篇，国内核心期刊文章 124 篇，核心期刊论

著 52 篇，新增基金 30 项，其中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11 项；尤其北大医院、人民医院、北医三院和中

日友好医院成果卓著，北大医院发表论文总共 88 篇，其中 SCI 论文 40 篇（其中论著 15 篇），国

内核心期刊 20 篇（其中论著 7 篇）；人民医院发表论文总共 37 篇，其中 SCI 论文 16 篇，国内

核心期刊 21 篇；北医三院发表论文总共 26 篇，其中 SCI 论文 7 篇，国内核心期刊 19 篇（其中论

著 14 篇）；中日友好医院发表论文总共 46 篇，其中 SCI 论文 15 篇，全部为论著，国内核心期刊

31 篇（其中论著 21 篇），论文总数及 SCI 论文均较 2018 年显著增长。北京地坛医院皮肤科获 5 项

国家发明专利和 1 项实用新型专利。 

2019 年 5 月 24 日科学技术部、国家卫生健康委、中央军委后勤保障部、国家药监局联合发布

文件【国科发社（2019）177 号】，正式认定第四批国家临床医学研究中心。北京大学第一医院皮肤

科作为唯一被公示的皮肤科领域单位，正式获批成为国家皮肤与免疫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国家

皮肤与免疫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依托北京大学第一医院进行建设，具体由北京大学第一医院皮肤

性病科牵头。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皮肤科、北京大学第三医院皮肤科作为核心协作单位深入融合于中

心的建设与发展。未来依托中心的优势资源还会发展学系的多家单位作为骨干协作单位，为将来学

系的跨越式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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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周由上级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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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对学生的病历书写进行病历点评。3. 加强考核，初步建立了对学生的 360 度全方位评价体系，每

次考核后根据考核结果，科室教学骨干针对考试结果进行总结并进行个体化辅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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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北京大学第一医院皮肤科针对

研究生和住院医开设了“皮肤科精品晨课”并将其定期置于网络平台上供更多的同学学习。 

皮肤性病学系成员单位之间注重交流，举办了多场重量级的学术盛会，各医院之间不定期举办

学系交流及学员培训活动。 

2019 年 4 月 12 日，由北京大学第一医院皮肤性病科主办、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和北京大学第三

医院皮肤科协办的“皮肤科可持续快速发展北大高峰论坛暨临床研究全国协作峰会”在北京召开，

来自全国各大医院皮肤科主任、骨干精英共计 200 余人出席了本次会议。高峰论坛第一阶段由北医

三院张春雷教授、中南大学副校长陈翔教授以及中国医师协会皮肤科医师分会会长李恒进教授共同

主持。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皮肤性病学分会主任委员顾军教授围绕中西医结合临床研究发表了主题

演讲。中华医学会皮肤性病学分会主任委员陆前进教授从自身科研经历出发，详细介绍了“用科学

研究解决临床问题”的经验。中国医师协会皮肤科医师分会候任会长王刚教授则分享了组织临床研

究的经验，并分析了调动临床研究多中心协作的要素。高峰论坛第二阶段由北京大学医学部皮肤性

病学系主任涂平教授、中华医学会皮肤性病学分会前任主委郑捷教授、中华医学会皮肤性病学分会

候任主委高兴华教授主持。会议邀请北京大学健康医疗大数据国家研究院孔桂兰教授、北大医院临

床试验中心主任崔一民教授、北京大学临床研究所副所长姚晨教授分别围绕大数据临床研究、新药

研究以及临床研究方法设计分别进行了精彩演讲。在大会闭幕式上，北京大学医学部副主任张宁再

次表示全力支持推进北大皮科多中心协作。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张建中教授则以“北大、北医、情怀、

自信、奋斗”这 10 字对全体皮科人今后发展寄予厚望。（附图） 

 
2019 年 8 月 17 日，2019 北京大学特应性皮炎与免疫性皮肤病高峰论坛暨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皮

肤科建科 100 周年学术交流会在北京隆重召开。300 多名来自全国各地的皮肤科医生、人民医院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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肤科历年毕业的研究生、进修生及人民医院皮肤科的全体员工参加了本次大会，大家济济一堂，共

享学术盛宴。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皮肤科主任张建中教授担任本次论坛主席。北京大学人民医院院长

姜保国教授、中国工程院陈洪铎院士、中华医学会皮肤病性病学分会主任委员陆前进教授分别发表

了热情洋溢的贺词，祝贺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皮肤科建科 100 年来所取得的辉煌成果，并期待人民医

院皮科取得更大的成绩。本次大会特邀日本九州大学皮肤科 Masutaka Furue 教授、日本 Southern 

TOHOKU 研究所皮肤科 Fumio Kaneko 教授，赫尔辛基大学中心医院皮肤科 Anita Remtiz 教授和中

华医学会皮肤性病学分会主任委员、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皮肤科主任陆前进教授进行了大会报告。

此外会议还设置了特应性皮炎的认识与诊断专场、特应性皮炎的治疗专场，邀请国内众多特应性皮

炎专家进行经验分享与进展综述。本次高峰论坛不仅设有多个特应性皮炎专场，而且还设置了银屑

病、荨麻疹和其他免疫相关皮肤病专场，与会代表参会热情高涨，连续 10 个小时认真听讲，会议取

得圆满成功。（附图） 

 
2019 年 10 月 12 日，来自全国的皮肤外科医生济济一堂，共同见证了中国皮肤外科发展历程中

新的里程碑——首届中国皮肤外科大会召开。本次大会由海峡两岸医药卫生交流协会与国家皮肤与

免疫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共同主办，同时由中国麻风协会皮肤外科与美容

分会、中国中西医结合皮肤科分会皮肤外科学组、中华医学会皮肤性病分会治疗学组共同协办。大

会由大会主席李航教授致开幕词，共同大会主席方方教授代表会议组委会向大会致辞。2019 年 10

月 13 日早 8 点，第五届亚洲皮肤外科会议开幕，大会主席李航教授主持会议。开幕式上李航教授邀

请来自亚洲各国及我国港澳台、大陆地区的嘉宾共同为大会揭幕，各国及地区代表分别向大会表示

了祝福。会上来自中、日、韩、印度尼西亚及中国台湾地区的多位讲者就皮肤肿瘤、皮肤美容、皮

肤外科技术与技巧等领域进行了交流。数百名皮肤外科医师认真听讲，积极讨论。无论是主会场还

是各个分会场都是座无虚席，医师们热情高涨。（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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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10 月 18 日至 10 月 19 日北京大学第三医院皮肤科举办了瘙痒论坛及国家级继续医学教

育项目慢性瘙痒基础与临床诊疗进展学习班，为相关临床医生、研究生及护技人员进行该领域的基

础与临床进展培训。本次学习班围绕瘙痒、疼痛及相关疾病进行多学科系列讲座及交流活动，重点

讲授慢性瘙痒及其相关疾病的新知识、新理念、诊疗指南及最新研究进展，同时针对该领域热点问

题进行专题讨论。学习班邀请了国内多位该领域著名专家学者共同授课。医师们认真听讲，积极讨

论，学习热情高涨，反响热烈。 

2019 年 10 月 30 日-11 月 2 日，“北京大学第一医院皮肤美容及相关治疗技术培训班”在北京隆

重举行。本次培训班旨在全面提升皮肤科医生皮肤美容方面的专业知识和临床技能，吸引了来自全

国各地百余名医学美容领域的从业人员。在理论授课阶段来自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北京大学人民医

院、北京协和医院、中国医学科学院整形外科医院、空军特色医学中心、安贞医院、复旦大学华山

医院等多名皮肤科及整形外科的知名专家分享了医学美容方面的最新进展。内容从痤疮、玫瑰痤疮、

白癜风、黄褐斑、血管瘤、瘢痕、脱发类疾病等损容性皮肤病的诊疗方法，到微针、肉毒素注射、

透明质酸填充、埋线提升、化学换肤和各种光电治疗的临床应用一应俱全。针对皮肤科医生解剖基

础相对薄弱，本次学习班邀请了 5 位著名的整形外科教授分享了与注射、埋线和光电治疗相关的面

部解剖知识。为了让学员能更好地与各位医疗美容方面的大咖进行近距离地交流，解决临床上遇到

的疑难问题，进一步提高自己的专业水平，本次学习班设立了专题讨论环节，针对四个目前比较热

门的光电治疗领域进行了深入地探讨：剥脱和非剥脱点阵激光的应用；皮秒激光平台在色素性疾病

及嫩肤方面应用；射频技术在提拉紧致方面的应用；色素性疾病激光治疗的选择。在剥脱和非剥脱

点阵激光的应用的专题讨论会上，富秋涛主任，刘红梅院长，吴艳教授分别就剥脱性和非剥脱点阵

激光在年轻化和痤疮瘢痕方面的应用进行了非常细致地讲解。在皮秒激光在色素性疾病嫩肤方面应

用及射频技术的专题讨论时间展开了非常热烈的讨论，学员们踊跃发言向老师们请教各自在临床工

作中所遇到的问题，各位专家也毫无保留地倾情传授、耐心讲解。本次学习班内容涵盖了医疗美容

领域的各个方面，并且突出新进展、国内国际共识的分享，共设有 30 余个专题讲座，4 个专题讨论

环节；见习期间共开放了 13 个展示区域供学员们进行深入学习。这种高强度、高质量的头脑风暴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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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学员们的一致好评。 

2019 年 11 月 16 日-17 日北京地坛医院皮肤科主办了“性病艾滋病临床实践学习班”。参加学习

的同道来自皮肤科、感染科、妇产科、泌尿科以及疾病控制中心等多个领域，成为多学科从事性病

艾滋病临床及预防工作的医学工作者学术交流的平台。学习班邀请了来自全国相关邻域的多位知名

专家授课，以贴近解决临床实际问题为导向，将近年来制定或更新的性病艾滋病相关诊疗指南和专

家共识结合各位专家的临床实践经验进行解读，学员们普遍反映不虚此行，收获良多。 

在 2019 年即将结束之际，我们真诚感谢皮肤性病学系的全体成员和老师、同事们的努力工作。

我们也真诚希望在今后的几年中，学系单位的主任和全体老师们能够一如既往地支持和参与学系的

工作和各项活动，希望通过学系的平台，大家共同进步，共谋发展。 

 

2020 年度工作计划 

第一季度（2020 年 1 月至 3 月）： 

1. 拟在 2 月中旬举办皮肤性病学系 2019 年度工作总结和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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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观摩教学。 

第二季度（2020 年 4 月至 6 月）： 

1. 拟举办年度皮肤性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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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拟继续举办“皮肤科可持续快速发展北大高峰论坛”，进一步强化北大医院-京津冀+皮肤科

协作网，探索如何在医疗、教学、科研等多个层面开展广泛交流与协作，实现皮肤学科可持续发展

的共赢之路。 

3. 进一步加强学系内各个医院间临床资源共享，如开设绿色通道转诊病人，推荐合适病人参

加药物临床观察试验等。 

第三季度（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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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排学系成员单位的住培医生、临床研究生进行教学查房观摩，根据教学目的及教学大纲，

尽可能地向学生展示规范的问诊、查体、病历书写及文献查阅技巧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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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季度（2020 年 10 月至 12 月）： 

1. 继续进一步加强与首都医科大学皮肤性病学系间的交流，就学系建设、科室教学、科研、

医疗、梯队建设、经营管理等各方面进行深入细化交流。 

2. 进一步促进亚专业及特色医疗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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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科学学系 2019 年度工作报告 

一、儿科学系的工作概述 

2019 年北京大学医学部儿科学学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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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学系在教学、人才培养、

学科建设、师资队伍建设等各方面都取得硕果。 

 

二、具体工作总结 

（一）主要承担的教学任务及完成情况 

1. 见习教学：学系共为 808 名不同专业类型医学生提供见习带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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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实习教学：学系共为 731 名医学生提供实习岗位，除了来自北京大学医学部以外，还来自河

北医科大学、天津医科大学、内蒙古医学院、第四军医大学、华北煤炭医学院、安徽医科大学、陆

军军医大学、空军军医大学等。北大医院儿科近几年针对实习同学开展 mini-CEX、SOAP、DOPS

等形成性评价，获得学生好评。 

3. 住院医教学方面：学系组成单位今年有 62 名儿科规培住院医结业，新招收儿科规培住院医

44 名，此外还有 89 名全科规培住院医/研究生在儿科进行了轮转。2019 年继续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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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重“胜任力导向”的住院医师培训和评估，重视过程管理，严格出科考核和

年度考核，并非常注重反馈。2019 年 7 月 15-17 号来自加拿大皇家内科与外科学会的认证专家们对

北大医院进行了正式机构认证的现场评估，结果非常令人鼓舞，北大医院的住培工作获得 RC 的完

全认证，有效期 4 年。 

4. 研究生教学方面：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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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名，毕业 73 名。目前学系硕导 89 名，博导 32 名。为了促进研究生的培养，并互

相交流探讨，大多数学系单位均组织集体开题。2019 年继续专业型博士研究生的培养与专科医师培

训并轨，学制 3 年，北医改革后的第一届 3 年专博今年了参加北医专培的阶段考核，阶段考核方式

也进行了调整，专业理论变成了选择题 70 分（70 题）+问答题 30 分（8 题选答 6 题），技能考核题

型也减少了血片骨髓片，增加了化验检查的判读。 

5. 专科医师培训方面：2016 年作为第二批试点专科，儿科共有 10 个专科参加了北医专培试点

工作，2019 年是儿科专培结业考核的第一年，启动了儿科各专业专培结业考核方案的制定工作，医

学部组织了专家论证，6 月份完成了考核方案的制定工作。今年共有 5 人（新生儿 1 人、重症 1 人、

心血管 1 人、血液 1 人、综合儿科 1 人）顺利通过北医专培的结业考核。2019 年 8 月北医组织进一

步完善了基地认定标准，近期开始了基地认定上报工作。2018 年全国开始新生儿专科医师培训试点，

北大医院牵头、三家附属医院儿科联合、成功申请成为了新生儿专科医师培训基地，冯琪教授任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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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主任。今年也在北医层面召开研讨会，探讨如何将北医专培与国家专培并轨。 

6. 继续教育方面：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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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9 名，举办国家级继续教育项目 48 项。 

（二）学科建设及科研活动 

1. 科研工作：2019 年儿科学系组成单位（不包括北医六院）共申请到科研基金 219 项（其中国

家级 45 项），科研经费 6710 万元（其中国家级 2545 万元）；发表论文 437 篇（其中 SCI 论文 132）；

举办学术会议 71 次，成果 3 项，专利 6 项。 

2. 医疗工作：2019 年儿科学系组成单位（不包括北医六院）床位数 1127 张，门急诊总量 388.8

万人次，收入院 77372 人次，为保障儿童健康做出了很大贡献。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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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系单位也积极派出骨干教师参加各种教学师

资培训班和教学会议。2019 年 11 月 22 日-24 日北大医院成功举办第二届“全国儿科师资骨干培训

班”。 

4. 成果与获奖：学系共申请到教学课题 6 项，发表教学文章 10 篇，参编专著 7 部。北京大学

第一医院闫辉和北京大学深圳医院刘颖老师荣获国家级住培优秀带教老师，北医三院朴梅花老师获

北京大学教学优秀奖，北大医院杨志仙荣获北京大学优秀博士论文指导教师。北大医院刘黎黎等“360

评估在以胜任力为导向的儿科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中的应用探讨”获 2019 年“北大医学教育论坛”

征文二等奖，白薇等“Mini-CEX 在儿科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中的应用”获教育部高等学校儿科学

专业教学指导分委员会第一届全国儿科医学教学会议优秀论文。北大医院刘黎黎获第一届全国儿科

医学教学会议讲课比赛三等奖。北大深圳医院刘颖老师带领儿科规培医师参加深圳市教学查房比赛，

获得三等奖。 

5. 任职：2018 年姜玉武主任被选为教育部高校儿科学专业教学指导分委员会副主任委员。2019

年姜玉武和齐建光连任中国医师协会毕业后教育儿科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和副总干事。姜玉武当

选为北京市第二届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专科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陈永红、齐建光、肖慧捷、叶乐平

任委员。这体现了学系在国内儿科界医学教育方面的影响力。 

（三）教学及学术交流情况 

2019 年儿科学系共举办国家级继续教育项目 48 项。举办学术会议 71 次。学习多位教学骨干团

队受邀到武汉、重庆、南京、深圳、杭州、长治、济南、北京儿童医院等地住培师资培训班授课，

讲授教学查房规范、住院医师质量控制、住院医师项目化管理、SOAP 病历汇报、形成性评价与出

科考核等，并在两期 CMDA 住培职能部门能管理培训班上授课。 

2019 年 6 月成功举办“儿科发展联盟”的中国儿科青年学者论坛暨优秀博士生论文交流会，以

及“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儿科建系（教研室）90 周年”庆典。 

2019 年 11 月 22 日-24 日由北京大学第一医院（简称北大医院）儿科承办的第二届“全国儿科

师资骨干培训班”在北大医院举行，来自全国各地教学医院和儿科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基地的三十

余名学员，绝大部分是拥有副主任医师以上职称的高年资儿科医师。本次全国儿科师资骨干培训班

为期三天，内容丰富，形式多样，既有课堂授课、又有现场演示、还有学员试讲与专家点评环节，

对基层儿科的骨干带教师资提供儿科专业以及教学理念与方法的学习平台，努力为基层儿科专业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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训打造“带不走的国家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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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牵头完成了中国医师协会的年度考核试点组卷工作。受 CMB 中国住院医师培训精英教

学医院联盟的委派，牵头制定完成中国儿科住院医师胜任力条目和 milestone，并已经二轮修订。 

（四）存在问题及建议 

1. 学系组成单位教学同质化方面还需要加强，课程体系还需要统一，部分学习单位师资水平还

需要提升。迫切需要加强儿科学学系在教学组织安排、督导等方面统筹安排及领导协调的作用。 

2. 课程建设，尤其互联网支持下线上线下混合式课程体系需要加强。 

3. 教学管理的数字化欠缺，需要建立数字化管理体系，节省成本和资源，并且有利于数据收集

与留存。 

4. 国际交流合作不足，需要加强。 

5. 应建立儿科教学师资库，以及层级培训制度。 

6. 教学激励机制不足，应尽早实现教学专业化以及相应的职称晋升制度。 

总之，在目前国内各医学院儿科都在蓬勃发展的今天，北医儿科面临巨大挑战，如何能够保持

在第一梯队，需要集体的力量。强烈建议成立北大医学儿科学院，将极大促进学科的发展，提升社

会声誉。 

 

三、下年度工作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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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励实习地点适当交叉，弥补病种不足的缺陷，并让学生体会不同层级医院的特点。 

（二）住院医师和专科医师培养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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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医院儿科住培体系争取

2020 年能够被加拿大 RC 正式认证。继续规范儿科专科医师的培训，与国家专培并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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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未来整理出版。 

（三）师资与培训 

各种教学方法的交流和示范，希望能够建立师资分级培训，通过多种方式激励教师的带教热情。

积极参加全国教学会议和师资培训班，继续举办全国师资骨干培训班，以点带面，推进胜任力导向

医学教育在全国儿科的开展，以及带动基层儿科师资的培训工作，承担“北大医学”应肩负的社会

责任。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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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人文讲座等。 

（六）国际合作与交流 

希望有机会加强与国际优秀医学院在医教研各方面的合作与交流，互派人员学习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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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检验学学系 2019 年度工作报告 

一、检验学系的工作概述 

时光荏苒，在过去的 2019 年度北京大学医学部医学检验学系在学科建设与发展、教学质量提高、

人才梯队培养、学术交流等方面取得了优异成绩。学系除了组织学系成员单位完成各级检验系教学

任务（包括检验专业课程的理论课授课、实验课授课、考试及考核、生产实习、毕业答辩等），还组

织开展了多项活动，包括多次组织学系委员召开会议、新教师试讲及集体备课活动、青年教师讲课

比赛、青年科研论坛、学系学术年会等活动，并积极组织学生参加社会实践活动等。2019 年学系工

作中完成的三项重要内容包括：一是完成 2015 级、2016 级、2017 级、2019 级的检验技术专业本科

生的教学任务，以人民医院为组织及主要承担单位；二是在医学部组织下，在前期完成申请一级医

学技术类博士点的基础上，检验学系组织完成二级学科医学检验学的研究生招生，第一批医学技术

研究生已经正式入学；三是积极进行检验学科建设，以学系为依托，组织开展多次科研学术及教学

相关活动。 

 

二、学系主要负责组织及承担的检验教学任务及完成情况 

（一）组织完成检验专业 2016 级、2017 级检验本科生课程教学任务  

2016 级为首届实施课程改革、进程调整后的班级，主要涉及提前安排综合素质及基础课程，增

加临床专业课程的学习时长，使临床检验专业课程的安排不过于紧张，留给学生自学时间，并增加

毕业课题、毕业论文的要求。在教学管理过程中，除人民医院教育处配置行政班主任之外，人民医

院检验科在人员紧张的情况下设置专职教学脱产班主任。学系组织各成员单位共同努力，克服场地、

人员、设备、时间等重重困难，最终圆满完成各级教学任务。 

（1） 2018.10-2019.04 完成 2016 级检验技术本科生专业课程教学任务。2018 年 10 月 29 日开

始了 2016 级检验系 29 名学生的检验专业课程教学，直至 2019 年 4 月 28 日结束开始实习。进行课

程设计、课时安排、教师培训、集体备课、组织考试以及带实验课程。课程分为前期 4 门理论课程

共 164 学时，实验课共 96 学时；后 4 门理论课共 154 学时 实验课 84 学时。合计理论课共计 318

学时，实验课 180 学时。理论课由学系组织北大医院、人民医院、北医三院、肿瘤医院、积水潭医

院、民航总医院、血液中心、地坛医院（新增）、302 医院（新增）等 60 位老师授课。实验课由人

民医院检验科 14 位老师授课。设置脱产班主任。 

（2） 2019 年 10 月开始承担 2017 级检验技术专业教学任务。10 月 28 日开始了 2017 级检验系

30 名学生的检验专业课程教学，2020 年 4 月 30 日结束。第一学期完成前期 4 门理论课程共 164 学

时，实验课共 96 学时的学习，设置脱产班主任。 

（二）组织完成生产实习带教任务（2015、2016 级检验本科生） 

由附属北大医院、人民、三院承担实习任务，2019 年上半年承担 2015 级学生实习，完成实习

并组织完成毕业答辩任务；2019 年 5 月开始承担 2016 级学生实习任务。按照生产实习手册要求，

进行各专业轮转学习，专人管理教学，严格请假制度，加强思想及安全教育，完善出科考核制度，

保证实习顺利进行。 

（三）2015 级学生毕业答辩及学生毕业分配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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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5 月 30 日，学系组织专家评委在人民医院科教楼 104 教室（钟惠澜讲堂）进行了 2015

级毕业答辩活动，24 名同学圆满完成实习并通过毕业答辩。2019 年 7 月完成 2015 级毕业生的派遣

工作，包括推免保研工作，全部同学顺利毕业。 

（四）完成 2019 级检验医学导论课程 

自 2017 级开始，检验医学技术导论课程由检验学系教师承担。2019 年 9 月份开始，2019 级学

生的检验导论课程由王辉、张捷、王建中、冯珍如、王小林、赵晓涛等多名教师授课，并安排学生

参观了北医三院检验科，使 2019 级新生即对未来从事的检验工作有了初步的了解。 

（五）举办 2017 级人民医院迎新活动 

2019 年 10 月由人民医院教育处及检验学系共同组织，在人民医院举办了针对 2017 级医学检验

技术专业同学的迎新会，标志着学生们正式开启了检验专业课程的理论及实验课学习。北京大学人

民医院主管教学工作的王建六副院长、教育处姜冠潮处长、石淑宵老师、文章老师，以及学系主任、

人民医院检验科王辉教授，学系副主任委员屈晨雪主任、学系秘书赵晓涛主任以及来自检验科的多

位任课老师均出席了迎新会。 

（六）完成检验专业之外的其他教学任务 

学系各成员单位除检验系教学之外还承担各种其他教学任务，北大医院、人民医院、三院均承

担 2016 级临床八年制以及基础八年制实验诊断学；此外三院还承担临床医学 2016 级（5 年制）、药

事管理与临床药学 2018 级、医学实验 2016 级的实验诊断学教学、护理本科 2017 级健康评估。多个

医院承担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继续教育工作、研究生教育，承接其他院校学生的实习任务等等。

人民医院赵京忠老师担任 2018 级检验的专业班主任，人民医院赵磊老师担任 2019 级检验的专业班

主任，积极组织学生活动并给予学生专业上的指导。 

 

三、检验学系完成本科教学、教育其他相关活动 

（一）完成教育处布置的本科生招生工作 

配合医学部教育处完成 2019 年北京大学医学部的检验技术专业招生简章纸质版制作，同期制作

并推出招生微信版；共同完成北大校园现场招生具体工作；安排检验专业教师配合完成陕西省招生

宣传工作；安排检验专业教师配合完成 2019 级迎新等任务。 

（二）组织 2016 级学生社会实践 

检验学系组织 2016 级医学检验系的 29 名同学于 4 月 29、30 日相继前往迈瑞北京研究院、博晖

创新公司、国家蛋白质科学中心（北京）以及北京市红十字血液中心参观学习。此举既是响应国家

号召，致力于培养产学研用高端复合型检验人才，也积极为学生开拓了视野，帮助学生了解国内先

进的科学技术以及与检验相关的未来工作前景，同学们反映收获颇多。 

（三）组织学生参加全国技能大赛 

10 月检验学系组织参加了由全国高等医学教育医学检验专业校际协作会、教育部高等学校医学

技术教学指导委员会等多家单位主办的 2019 年全国医学检验技术专业大学生形态大赛，2016 级医

学检验专业两位学生代表在指导教师的带领下参赛。此次形态学大赛，是北京大学医学部检验专业

本科生首次参加的相关比赛，老师们辛勤指导、同学们认真准备，在学习与比赛过程中，学生们不

仅收获了知识，更收获了学习方法和职业精神，青年教师也得到锻炼。 

（四）积极鼓励学生参加文体活动，宣传正能量 

学系协同教育处积极鼓励学生参加各种丰富多彩的文体活动、团建活动，宣传正能量。在授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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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中也充分融入职业自豪感、国家荣誉感等内容，积极鼓励学生参加多种学术活动，并撰写教学、

科研等相关微信稿件。积极组织检验学长和同学座谈、交流，为同学们的学业进步、职业规划等提

供指导。 

 

四、积极开展科研学术活动，加强学科建设 

（一）重视学系学科建设 

重视学系学科建设，多次召开医学检验学系工作会议及扩大会议，商讨如何发挥学系作用加强

学科建设；总结检验教学工作及布置相应的教学任务；讨论多学科合作共谋学系科研学术发展。 

（二）积极组织开展科研沙龙活动 

2019 年在学系王辉主任倡导下，李海霞主任、赵晓涛主任具体负责组织及安排的多次科研沙龙

活动，为附属医院和教学医院的师生们提供了交流平台，开展内容丰富且实用的科研交流和学习活

动，使师生们能接触到更多的优秀科研工作者，了解到更前沿的科研动态，推动学系学科建设和人

才培养。 

3 月 27 日科研沙龙邀请了教育部长江学者、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杜军保教授和北京大学健

康医疗大数据研究中心杨超博士。杜军保教授讲解了“临床研究的选题及常用科研设计”，杨超博士

介绍了“中国肾脏疾病数据网络（CK-NET）：现在和未来”。6 月 26 日北京医院肖飞主任团队的苏

斐助理研究员和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周洲主任团队的杨航助理研究员介绍了“利用单细胞测序

技术研究肿瘤异质性的策略与方法”和“心血管疾病分子诊断的临床应用与进展”。9 月 18 日的科

研沙龙特别邀请了 2019 年度三家附属医院国自然面上和青年基金的获批者：人民医院检验科董昭、

王晓娟、张雅薇，北大医院检验科李志艳和北医三院检验科司文喆等博士通过介绍撰写基金的经验

与教训、临床研究转向基础研究的方法，以及国自然申请的心得体会与到会师生进行分享。 

（三）医学技术下的医学检验专业学科建设 

学系联合其他医技学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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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同完成医学技术类研究生招生、夏令营、面试等工作，第一批医学技术研究生（包括博士、硕士）

已经于 2019 年 9 月正式入学。 

（四）成功举办检验学系 2019 年学术年会 

12 月 20 日至 21 日，由检验学系举办的“2019 年检验学系学术年会”于北京大学医学部会议中

心顺成功举办。会议设立“检验医学学科发展与建设”、“青年教师讲课比赛” 以及“肿瘤分子诊断

研究进展”、“血栓与止血试验临床应用”、“创新技术与科学研究”、“免疫实验诊断技术新进展”等

论坛。来自各附属及教学医院的教师以及检验专业同学们等通过参会对检验医学学科的前沿发展有

了更加深入的了解；对当前以及未来北京大学医学检验学科的发展与建设有了深刻的认识以及坚定

的信心。 

（五）重视研究生教育 

王辉主任指导的博士生尹玉瑶 2019 获得了国家奖学金，赵晓涛主任指导的硕士研究生卓钟灵

2019 获得了北京大学及北京市优秀毕业生称号。除此多名检验专业研究生获北京大学三好学生、奖

学金等奖励，多人多次国内外学术会议均有突出表现、获得奖励。 

（六）科研硕果累累 

2019 年学系成员单位有多项基金获批准，目前学系成员单位在研课题 30 余项，经费共计 2000

余万元，发表文章 SCI 收录论文多篇。王辉主任荣获 2019 年中国实验医学杰出青年奖；王辉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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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五届中国女医师大会上荣获第六届“中国女医师协会五洲女子科技奖”。 

 

五、重视青年教师培养，不断提高教学质量 

（一）开展新教师试讲及集体备课活动  

2019 年学系组织开展多次新教师试讲，由专家及学系核心组教师进行评估，评估合格者方可进

行理论授课，包括微生物、分子、免疫、输血学等课程。学系组织在课程开始之前，进行相应课程

的教师集体备课，以保证教学质量。 

（二）成功举办青年教师讲课比赛 

为加强对青年教师的培训，给青年教师搭建展示和学习的平台， 12 月 21 日在北京大学医学部

会议中心举办了青年教师讲课比赛，来自各附属及教学医院的 18 位选手参赛，优秀者获得本次讲课

比赛一等奖、二等奖和三等奖。参与讲课比赛的青年教师们也通过比赛相互促进，教学能力得到了

提升。 

（三）积极开展教学改革 

积极进行教学改革，多门课程积极开展 PBL 教学等，提高年轻教师的教学意识。徐双获北京大

学人民医院研究与发展基金教学研究课题：临床检验教学中形态学多媒体资源库的建立；在研教改

基金一项（负责人赵晓涛）：检验科住院医师/技师规范化培训基地信息管理系统的模式建设的探讨。 

（四）积极参加师资培训及规培工作 

本年度学系组织多人次参加国家级师资培训（2019 年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高峰论坛）、多人次

参加北京市卫生局住院医师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命题考核考试阅卷工作以及卫生部人才中心中初级

考试和高级职称考试试卷审题；参加 2019 年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结业考核工作会议；参加北大医学

部检验专科医师培训的命题、阅卷、技能考核工作。 

（五）教学方面获奖情况  

1. 学系所在单位人民医院检验科获得 2019 年度人民医院院级优秀教学集体奖。 

2. 青年教师团队在 2019 年北京市检验医学专业委员会、全军检验医学专业委员会主办，中华

医学会检验医学分会协办的第十一届检验医学论坛暨“全国检验知识、技能达人大赛”获得一等奖。 

3. 陆松松获得中华医学会第十五次全国检验医学学术会议青年教师讲课比赛三等奖。 

 

六、存在问题及建议 

（一）教学空间、设备、学生住宿等问题 

按照医学部教育处安排，检验系教学任务从 2015 级（2018 年 3 月份）开始由人民医院承接，

人民医院的院领导以及教育处领导非常重视检验系教学，但是由于西直门场地的限制，目前存在教

学空间不足的问题，尤其是实验课程。 

1. 教室空间小，2015 级是 24 名同学，2016 级是 29 位同学，2017 级是 30 位同学，再加 4 位带

教老师、督导老师在教室里不能很好地通行，存在安全隐患（实验过程会使用酒精灯）。督导老师也

多次提出教室空间狭小的问题。 

2. 2020 年 10 月份即将开始的 2018 级检验专业课程教学，学生人数是 37 名。以目前实验室的

空间是不可能完成专业课程的实验课部分。 

3. 原有教学设备是针对临床八年制的实验诊断学，而非针对检验教学，不仅需要更新，更应该

增加相应检验技术方面的仪器和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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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希望解决学生的住宿问题，尤其在最后一年，生产实习阶段，学生住在

医学部，而往返北大医院、人民医院，存在一定安全隐患。 

（二）设置专职教师及检验教学管理人员 

目前给检验系上课的任课老师来自各个附属及教学医院，专业学科多样，无论是任课还是管理

工作，教师均为兼职。目前教学任务来自多个层次，多种教学任务繁重，没有专职人员管理，会在

一定程度上影响教学质量及教学管理效果。建议设立检验教学管理及部分课程的专职教师，这样也

能更好地完成北大、医学部、医院等教育处及相关部门的教学及管理任务，发挥北医医学应有的高

水平。 

（三）本科生招生生源要兼顾将来毕业分配留住人才的问题 

2018 级、2019 级检验系学生大部分来自新疆、西藏、内蒙，他们大部分学生也是要回到原籍的。

为国家少数民族地区培养人才，也是北医的担当，义不容辞，但是也要考虑北京地区以及北医系统

人才梯队的储备。希望在招生生源地范围方面更加全面一些，如增加北京生源、优质生源考生省份。 

（四）多学科联合，增加医学技术学科的宣传，提升医学部检验专业影响力 

希望借助网站、微信等信息化平台，对内教学实施信息化管理，对外加强宣传教育，提升北大

医学检验学科的社会影响力；以学系为主导，组织开展多种继续教育项目，积极开展院际、校际之

间以致国际上在教学、科研等方面的交流合作，增加与其他学科的融合，比如理工科院校、生产研

发企业，加强合作，充分利用资源，共同培养复合型、创新型高级检验技术人才。希望北大、医学

部相关部门提供资源，给予相应的支持与帮助。 

 

七、下一年度检验学系工作计划 

2020 年学系的工作重点如下：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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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强学系各成员单位

的联系，共同提升教学质量、加强学科建设。 

（二）紧抓 2017 级以及 2018 级的检验专业课程的教学质量，解决教学过程可能出现的空间、

设备、人员等问题，统筹安排；同时完成 2016 级、2017 级实习、毕业论文以及 2020 级《检验医学

导论》等检验系教学任务。 

（三）除完成检验系教学任务之外，完成临床、基础八年制实验诊断学、护理部、住院医师规

范化培训等各层次教学任务。 

（四）加强网络平台建设，积极推进检验教学信息化管理以及鼓励教改课题的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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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学系为主导，积极开展校际、院际之间在医教研等多方面的交流合作，包括与理工科

院校、研发企业的交流合作，共同培养复合型检验人才。 

（八）按照医学部要求完成学系换届的工作。 

（九）2020 年具体医学检验技术专业本科生教学日程计划表： 

1. 2020 年 1 ~6 月继续组织完成 2016 级同学的实习工作，加强实习考核及过程监管；2020 年 6

月，医学检验系 2016 级完成实习，完成毕业论文答辩。 

2. 2020 年继续 2017 级学生专业理论课程的教学及实验课。2~5 月，完成包括临床血液学检验

技术、临床微生物学检验技术、临床分子生物学检验技术、临床实验室管理的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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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2020 年 5 月~2021 年 5 月，2017 级生产实习、科研论文及毕业答辩。 

4. 2020 年 9 月，2020 级迎新工作。9~10 月，《检验医学导论》的授课。 

5. 2020 年 10 月底 2018 级迎新，开始在人民医院的的教学。 

 

今年正值北大（北医）设置检验本科专业招生 30 周年，不忘初心，砥砺前行。教学相长、争创

一流是永恒的话题。我们相信在北大、在医学部的平台上，通过学系统筹及各成员单位的共同努力，

凝心聚力，提高教学质量、提升学科水平，为培养出产、学、研、用的全面复合创新高端人才、为

检验学科建设而共同努力。 

 

附图： 

 

图 1. 2019 年 5 月 30 日 2015 级医学检验技术专业学生毕业答辩后与教师合影。 

 

图 2. 2019 年 3 月 2016 级医学检验系学生正在上实验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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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2016 级同学社会实践，参观高新技术企业及科研院所。 

 

图 4. 2019 年 10 月 28 日在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科研楼召开 2017 级检验系迎新会。 

 

图 5. 2019 年 12 月北京大学医学部医学检验学系学术年会部分学系委员、专家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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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科学学系 2019 年度工作报告 

一、临床学系的工作概述 

2019 年度正值眼科学系换届工作，自 2019 年 5 月分开始换届工作启动，经过原学系主任单位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及各成员单位的委员们的反复斟酌，经上报医学部审批，于 2019-10-13 正式

批准了新一届学系的成员组成。 新一届学系主任由北京大学第一医院眼科杨柳教授担任，副主任分

别由为北京大学第三医院王薇教授、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赵明威教授担任。为了切实贯彻国家青少年

近视防治的战略方针，本届成员中增加了三名视光学委员。 

 

二、具体工作总结 

现将新一届学系 2019-10 至 2019-12 工作总结如下： 
（一）完成学系换届工作 
2019 年 12 月 12 日在北京大学医学部会议中心召开，并举行聘书授予仪式。北京大学党委副书

记、北京大学医学部书记刘玉村、北京大学医学部教育处处长刘虹莅临，并指出眼科学系肩负着带

领各附属医院眼科向前发展、成为国内眼科领军的使命，对眼科学系未来的发展寄予深切厚望。学

系主任杨柳教授表示，新任学系成员将坚持深化临床教学改革、整合教学资源、为医学生教育和住

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工作构建临床教学平台，认真完成带领附属医院眼科向前发展的担子，努力使北

京大学医学部眼科学系在未来的发展中，更上一层楼。 
（二）举行首届北大青年论坛 
2019 年 12 月 12 日学系换届仪式后举行。北京大学第一医院郝健晨医生、北京大学第三医院杨

嘉瑞医生、北京大学人民医院侯婧医生、北京大学国际医院李孝纯医生，为大家带来精彩演讲，内

容充实，从对人工智能的思考到眼科检查设备创新发明，选题新颖、探讨深入，引人深思。论坛旨

在为年轻医生建构一个有代表性的平台，进行前沿信息沟通、医学焦点的思考、展示北大青年的风

采。 
 

三、下年度工作计划 

第四届眼科学学系 2020 年度工作计划如下： 
（一）认真完成医学生及研究生的教学工作。 
对在校医学生，眼科学临床教学坚持以小组授课方式进行，理论授课、见习实践、结合病例的

小组讨论相结合，重点培训学生的临床诊治思路，初步掌握眼科特殊的临床检查法。为保证教育质

量，带教老师均由高年资医生脱产完成。教学主任主持教师集体备课 1 次，统一教学内容、PPT 课

件及考试方式。授课过程中，加强与学生的交流和沟通，倾听学生的反馈，适应时代科技的发展能

及时改进和调整教学观念和方式。对研究生加强管理和有针对性的培养工作，严格执行研究生开题、

中期、答辩等培养制度，严格审核申请学位人员资质，以保证研究生论文的整体质量。临床型研究

生加强劳动纪律的要求，根据培养计划严格安排跟专家出诊和门诊病房轮转的时间，提高临床技能

的同事培养科研意识和能力；科研型研究生定期进行科研工作进展汇报会，分享最前沿的专业进展，

鼓励和支持研究生参加国内外学术会议。 
（二）加强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基地的建设。 
严格执行国家规定的各项考试及培养制度。保证每月教育查房制度的执行，安排定期专业学科

和讲座。学系各成员医院教学主任每年召开 2 次会议，规范各教学医院的教学制度。在临床专业理

论和专业技能、尤其是病历规范书写、手术技能等方面的培训保持高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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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加强教师队伍的管理和建设。 
要去所有授课老师必须准时上课，不能迟到或误课。重视对年轻教师的培养，通过课前试讲、

集体备课、讲课比赛等方式，不断提高青年教师的讲课水平及教学管理水平。 
（四）坚持举办教学论坛。 
坚持举行每年一次的已经具有品牌效应的教学活动——“北大眼科论坛--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眼

病诊疗规范及临床病例比赛”，旨在强调规范化诊疗流程、加强临床思维的形成、提高诊断和鉴别诊

断水平、锻炼演讲表达能力。“北大青年风采论坛”作为其中一个重要的环节，集中展示北京大学眼

科学系成员医院医生学术水平和科研能力。 
 
附图： 

 
图 1. 第四届北京大学眼科学学系成立授聘仪式暨北京大学青年论坛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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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醉学学系 2019 年度工作报告 

一、临床学系的工作概述 

自 2018 年 8 月 3 日第四届北京大学医学部麻醉学系成立以来，在医学部的支持下和王东信主任

委员的领导下，23 家成员单位通力合作，制定了 2019 年度工作计划。通过一年的努力，取得了一

定成绩，同时也还存在一些不足，总结如下。围绕临床学系职能与工作特点，突出在教学、人才培

养、学科建设、师资队伍建设等工作中创新与作用。 

 

二、具体工作总结 

（一）主要承担的教学任务及完成情况 

麻醉学系的教学工作包括本科生教学、研究生教学、住院医规范化培训和毕业后继续教育。在

北京大学医学部教育处的帮助和指导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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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医学、药学等专业的专升本、本科生、研究生、住院医师以及进修医师的教学

工作。 

1. 本科生教学： 

结合北京大学医学教育关于长学制医学生的教改精神，确立今后一个阶段的工作目标为开展麻

醉学的公共选修课。为提高本科生对麻醉学的认识，以及麻醉科作为重要的平台对外科起到的重要

支撑作用，由学系领导班子讨论麻醉学课程的具体规模，课程设置和提高教学质量的方案，并在学

系全体委员会进行扩大讨论，广泛吸取意见。人民医院已率先开放 18 学时的本科生麻醉学公共选修

课，走出了坚实的一步。接下去可以看看在学系层面有没有整合或分享这些教学资源的可能。 

在保证大课质量的基础上，进入见习、实习阶段后，进一步强化小班教学以及以临床实践为主

的 PBL、CBL 教学，mini-cex 和 DOP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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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五年制医学生的麻醉学教学上，北京航天中心医院和民航总医院承担了北医五年制医学生的

麻醉学教学工作，航天总医院承担了四个外省医学院校麻醉学本科生的带教工作，积累了一定的经

验。 

2. 住院医师培训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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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的基地，北京大学滨海医院是天津市麻醉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基地，各培训基地

还在积极进行培训工作的改革，提高培训效果，保证培训质量。 

2019 年北大医院的院级师资培训进一步加强，目前全体带教老师均已参加过院级师资培训，并

取得相关单项的资质证书，规范了带教行为和效果；加强了轮转管理，每月有专人去轮转站点与相

关住院医师及带教老师沟通，及时解决轮转过程中发现的相关问题，改进轮转效果；把年度综合考

核成绩与住院医师的绩效奖金挂钩，体现优劳优得；住院医师工作日志功能将细化住院医师每日的

培训记录，使得管理层实时掌握住院医师的培训动态；规范的住院医师阶段考核，将大大改进形成

性评价的效果，提升培训质量。 

2019 年人民医院在师资培训方面做了大量工作，给主治医师以上人员设立了必须参加的 10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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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大大地提高了师资水平，对住院医师培训质量的提升起到了重要作用。 

通过这些努力，2019 年各基地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结业考核成绩优异，北大医院、人民医院、

积水潭医院、北京医院、世纪坛医院的住院医师达到了全员通过的好成绩。大家积极努力，希望明

年能有更高的通过率，体现学系的教学能力。 

与此同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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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先开展了住院医师专

科培训的工作，麻醉学系的多个委员单位承担了专培住院医师的培训任务，目前的二阶段培训周期

暂设置为三年，分为心胸麻醉、儿科麻醉、产科麻醉、疼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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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注重和专业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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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已有三名专培住院医师结业，一人通过考核，一人退出培

训，一人未通过考核。专培的培训与考核工作仍有待改进。 

值得注意的是，小儿麻醉是国家首个启动的专科麻醉培训项目，首都儿科研究所成为国家小儿

麻醉专科医生培训基地，首批培训 5 位小儿麻醉专科医师。 

3. 研究生教学工作： 

研究生教育承担了科研型人才的培养任务，体现了麻醉学系在教学方面的重要功能。当前北京

大学提高了博士生导师和硕士生导师的任职标准，使得各个附属/教学医院导师数量有限。应当通过

加强科研工作来扩大导师队伍，这样才能促进麻醉学系的可持续发展，才能为麻醉学专业输送更多

的优质人才。 

4. 教材建设： 

北京大学医学部麻醉学系的多位教授，包括吴新民教授、杨拔贤教授、郭向阳教授、王东信教

授、冯艺教授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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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艺教授在 2019 年出版了多

本译作，如气道培训手册、疼痛治疗基本原理等，对临床麻醉工作有很大的指导价值。 

 

（二）学科建设及科研活动 

2019 年特别值得麻醉学系专注的是，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当选为北京市临床麻醉质量控制和改进

中心主任委员单位，积极推进北京市麻醉质控体系建设：组建专家委员会，确定工作目标及阶段性

任务，进行专家委员分组分工及质控专项建设；督促各医疗机构建立质控小组或设立质控专员，对

全市设立麻醉科的医疗机构的麻醉质控专员进行培训；积极推动区级质控中心建设，不断强化麻醉

质控内涵建设，为北京市麻醉质控工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这将扩大学系在北京市乃至全国麻醉质

控方面的影响力，也必将推动学系层面麻醉质控工作的开展。 

2019年，北京大学医学部麻醉学系所属医院麻醉科在核心期刊论文和SCI论文的发表，国家级、

省部级、院校级和社会基金的中标方面，均取得长足的进步。 

各医院上报结果如下表。其中北大医院 SCI 文章发表较多，人民医院、中日友好医院获得课题

资助较多，北大第三医院核心期刊发表文章较多、专利授权较多。 

 

表 1. 各学系单位上报结果列表 

医院 SCI 论文 核心期刊论文 获资助课题 专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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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院 SCI 论文 核心期刊论文 获资助课题 专利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12 11 6 0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10 20 9 0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7 28 4 23 

北京大学肿瘤医院 4 1 1 0 

北京医院     

北京积水潭医院 5 12 3 3 

中日友好医院 5 8 19 0 

北京大学首钢医院 2 6 3 1 

北京大学口腔医院 1 1 1 0 

首都儿科研究所 1 5 5 0 

北京地坛医院 1 2 3 0 

北京大学深圳医院     

北京大学国际医院 3 8 4 1 

北京大学滨海医院 0 2 0 0 

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 0 0 3 0 

北京世纪坛医院 3 5 2 0 

解放军第 302 医院 2 0 1 0 

解放军第 306 医院 0 0 2 0 

航天中心医院 1 7 0 0 

北京航天总医院 0 4 1 1 

民航总医院 0 0 1 0 

北京京煤集团总医院 0 0 2 0 

北京市仁和医院 0 0 3 0 

 

（三）教学及学术交流情况 

2019 年，各委员单位开展了多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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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学系品牌的推广及可持续发展、青年后备人才的培养提供了平台。 

1. 麻醉学系年会 

2019 年 8 月 2 日-4 日，由北京大学医学部麻醉学系、中国心胸血管麻醉学会、北京大学第一医

院麻醉科联合主办的“北京大学医学部麻醉学系 2019 年会/中国心胸血管麻醉学会围术期器官保护

分会 2019 学术年会/中国心胸血管麻醉学会围术期康复分会 2019 年会” 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顺利

召开。8 月 3 日上午 08:00 开始，首先由中国心胸血管麻醉学会围术期器官保护分会秘书长梅伟教

授做了关于从麻醉角度关注心脏术后神经系统并发症的主题汇报。随后巨幅开场视频震撼上映，汇

报了在王东信主任领导下的北京大学医学部麻醉学系所属各家医院一年来的主要工作、以及中国心

胸血管麻醉学会围术期器官保护分会的大事件回顾。视觉效果大气磅礴，斐然成绩鼓舞人心，同时

也将与会人员对本次会议的期待推向高峰。 



 

 48 / 132 

 

北大医学部麻醉学系主任王东信教授首先为大会致辞，为本次学术盛会徐徐拉开帷幕。主会场

座无虚席，中国心胸血管麻醉学会主任委员李立环教授、中华医学会麻醉学分会主任委员黄宇光教

授分别做主旨演讲。随后两位外籍教授分别就当下热点 OSA 的围术期管理和局麻药是否能影响肿瘤

复发分享了自己的学术成果。8 月 3 日下午，大会设有儿科麻醉与交叉学科、器官保护与骨科麻醉、

疼痛医学与 ERAS 论坛、麻醉并发症与质量改进、心血管麻醉、脑保护、康复医学及临床研究 8 个

分会场，与会人员根据自己的兴趣所在自由选择会场。每一会场均安排 6-8 场学术讲座，讲座嘉宾

均为该领域的领军人物或资深研究者，还有特请的外籍专家，讲者云集，内容紧凑，可谓是一场不

可多得的学术盛宴。 

 
8 月 4 日上午，会议精彩继续，参会人员热情不减。5 个版块（老年麻醉及精细化麻醉管理、特

殊患者的麻醉、产科麻醉及合并心脏病患者的麻醉、脑保护及危重症管理、康复医学）理论讲座依

然紧锣密鼓地进行。而多学科病例讨论会场和中青年论文竞赛、北京麻醉医师辩论大赛会场更是人

头攒动，高潮迭起。超声和血液回收 workshop 环节仍然颇受欢迎。 

2. 国家级继续教育学习班 

2019 年北大医院继续举办了全国分娩镇痛学习班、围术期气道管理研讨会；人民医院举办了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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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术后疼痛规范化治疗管理研讨班、麻醉技术和危机管理模拟教学培训班、围术期气道管理进阶培

训班、围术期超声心动和心脏麻醉培训班，还有 2 个北京市继教项目；北医三院举办了国家级围术

期呼吸管理高级研讨班；北京大学肿瘤医院举办了围术期相关问题学术研讨会和可视化技术培训班；

中日医院举办了移植麻醉及围术期脏器保护论坛；口腔医院举办了亚洲口腔麻醉年会及儿童口腔镇

静及全麻学习班；首都儿科研究所举办了全国小儿精准麻醉培训班；北京地坛医院举办 HIV 感染患

者麻醉管理研讨班；北京大学国际医院举办围术期心脏超声培训班及另外 2 个市级继续教育项目；

滨海医院举办一次天津市继续教育项目；西苑医院举办了一个北京市继教项目；世纪坛医院举办了

国家级和北京市级的继续教育项目各一项。 

这些学术会议作为年会有力的补充，充分展示了学系的研究和教学水平，对扩展学系的影响力，

促进学系的发展和年轻医师的成长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3. 承担并参与中华/北京医学会麻醉学分会的系列分会活动 

作为北京市的重要麻醉学团体，北京大学医学部麻醉学系组织数次北京市病例讨论，承办并积

极参与全国/北京市麻醉学领域的各类学术活动，包括每年的全国/北京麻醉年会，通过专题讲座、

病例讨论等一系列形式，由学系的专家参与并引领各级学术活动，获得全国麻醉同道的好评。 

4. 国际学术交流 

第一医院王东信教授作为讲者受邀参加了 2019 年国际心胸麻醉会议和瑞士麻醉年会。2019 年

人民医院派出 3 人在美国接受临床和科研培训；第三医院派出 3 人在美国接受培训；中日友好医院

派出 1 人在美国接受教训培训。 

 

（四）存在问题及建议 

目前存在的问题主要包括： 

1. 学系各成员单位之间的交流不充分。包括临床、教学和科研各个方面的交流不多，相互之间

的特色了解不多，因此难以做到优势互补，形成集团优势。 

2. 师资培训亟待加强。目前各家成员单位的师资培训基本依赖于各医院教育处的要求，但是教

育处的要求一般更适用于内外妇儿，好多内容需要转化翻译成麻醉学适用的教学方法，如果能在学

系层面加强师资培训，统一各成员单位的师资质量，才能培训出优秀的住院医师。 

3. 科研方面的合作。当前多中心临床研究是科研工作的优先发展方向。咱们学系有 23 家成员

单位，拥有非常丰富的临床病例资源，非常适合开展多中心临床研究。但是，目前实际上能开展的

非常少，主要受限于经费、各单位的临床常规及人员配备等现实困难。希望能通过学系层面促进或

推动该项工作。 

 

三、下年度工作计划 

（一）继续办好 2020 年学系年会。今年打算按照各个专科麻醉内容划分板块，邀请国内外及学

系内专家进行授课，以期更好的发挥学术交流的作用。 

（二）推进师资培训工作。争取今年利用各成员单位举办师资培训班的机会，促进其他成员单

位派员参加，以期推动师资培训工作。 

（三）实施 1 项学系内的多中心临床研究。由第一医院牵头的麻醉医师交接班对围术期病人安

全影响的研究，已经在申报伦理，在 2019 年学系总结会上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多个成员单位表示有

兴趣参加，在 2020 年将付诸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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肾脏病学学系 2019 年度工作报告 

一、临床学系的工作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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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具体工作总结 

1. 2019 年 3 月 23 日上午，本学系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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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的整体工作进行了总结，并对 2019 年拟开展工作进

行了展望。然后分别由王玉教授、贾晓玉大夫、张利平大夫、郑丹侠教授和万利大夫进行了病例分

享以及专题报告。最后罗洋教授、赵海丹教授及于峰教授对本次会议进行了总结。 

2. 2019 年 4 月 1 日，本学系与北京大学健康医疗大数据国家研究院、北京大学医学部肾脏疾病

大数据研究中心联合召开了中国肾脏疾病年度科学报告发布会，并为 CK-NET 今后的科学研究和相

关活动方向进行了详尽的讨论。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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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六届自身免疫性肾脏病论坛、第九届国际肾脏病理研讨会暨第十四届全国肾脏病理研讨会于 2019

年 6 月 19 日在京顺利召开。我系成员积极参与。 

6 月 19 日的免疫性肾脏病论坛由我院副院长杨莉致开幕词，由肾脏内科陈旻教授主持。大会邀

请了国内外多位专家及青年学者，各位讲者都准备了最高质量的发言，内容涉及血栓性微血管病、

糖尿病肾病、C3 肾病、原发性小血管炎、膜性肾病等不同领域，可谓是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引发

了热烈的讨论。 

6 月 20 日～22 日的肾脏病理会由我院副院长杨莉教授和肾脏内科主任赵明辉教授主持开幕式，

国际肾脏病学会（ISN）候任主席、美国范德堡大学医学中心 Anges B. Fogo 教授和美国哈佛医学院

布莱根妇女医院肾脏内科主任 Joseph V. Bonventre 教授分别致辞。大会还邀请了纽约长老会医学中

心/哥伦比亚大学医学中心的 Ali G. Gharavi 教授和西雅图华盛顿大学医学中心的 Charles B. Alpers

教授、我院电镜室及超微病理中心王素霞教授及中国人民解放军东部战区总医院曾彩虹教授等国内

外专家，他们均深入浅出地做了精彩的分享。当国外专家展示教学病例和国内各家医院展示临床病

例的时候，气氛异常热烈，大家各抒己见，通过临床医生汇报病例与病理医师现场介绍病理的方式

相结合，突出诊断思路，有助于大家开阔思路、了解新概念和新认识，疾病的真实病因也终于水落

石出，临床难题也就迎刃而解了。 

继往年肾脏病理技师相关培训，本次大会也特意安排了两个晚场，开展病理阅片及制片技术相

关的知识讲座，包括荧光、光镜、电镜的基本病理改变的讲解，肾活检组织处理及免疫病理检查的

若干问题，光镜染色的基本知识介绍。通过专家无私的分享、学员的热烈讨论，切实提高了肾脏专

科医师、技师及病理医师的肾活检病理的制作及诊断水平。 

虽然烈日炎炎，连续四天的学术会议仍顺利落下帷幕，来自全国的 400 多名医师放弃了自己的

休息时间，顶着烈日，从四面八方赶来主动学习并参与热烈的讨论，会场自始至终座无虚席，甚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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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过道也摆满了加座。免疫性肾脏病论坛的 11 个讲座，病理会上的 13 个专家讲座和 28 个临床病例

都得到了充分的讨论。我们相信，大家在付出的同时，也收获了丰富的知识，获得了精神的愉悦，

而这种快乐将会带来无限的动力，促使大家以更大的热情投入到临床工作当中，克服困难，造福于

人民。让我们携手期待明年的盛会！ 

4. 2019 年 6 月 19 日，哥伦比亚大学医学中心的 Ali G. Gharavi 教授受邀到访北大医院肾内科，

进行以“遗传性 IgA 肾病和 C3 肾小球病”为主题的学术交流和汇报。学系成员积极参加。 

5. 2019 年 6 月 26 日，北大医院肾内科邀请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生物统计学系谢大伟教授，进

行了关于美国慢性肾脏病队列（Chronic renal insufficiency cohort, CRIC）的设计、实施和分析的学

术分享。谢大伟教授与肾脏内科研究人员、师生们深度交流了在队列研究统计分析等方面的问题，

探讨和初步明确了今后科研合作的方向与形式。学系成员积极参加。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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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下年度工作计划 

1. 推进北京大学医学部肾脏内科专科医生培训计划。 

2. 加强各成员单位中级职称教学查房的规范、并共同备课。 

3. 由北大医院肾内科牵头，共同办好 2020 年“肾脏免疫-病理论坛”学术活动。 

4. 继续开展院间联合临床-病理讨论会及疑难病例讨论会。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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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度工作报告 

2019 年度工作总结 

2018-2019年度在党政工的关心指导下，在系主任樊东升教授领导下和各附属医院共同努力下，

神经内科学系满圆满完成了各项医疗、教学和科研任务。在不断进行的医疗改革大环境下，结合本

年度的各教学医院的成果和体会，继续本着求实、创新、勇攀新高的探索精神，我学系明确了下一

步的奋斗目标，制定了 2020 年度工作计划，现将 2019 年学系取得的成绩总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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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 级八年制学生。结合现今八年制学生学习能力强、善于思考和提出问题

的特点，各个学系和教学医院都在原有的教学体制的基础上，更加注重结合 PBL、标准化病人等多

种教学手段，将知识点融入生动的临床案例中，从神经内科的定位诊断和定性诊断基础入手，在临

床案例中加深对神经系统解剖的理解，启发学生的主动思考能力和逻辑思维能力，同时各个教学医

院根据本医院的专业特长，拓宽学生的视野，出色的完成了教学任务。  

2. 研究生教育 

在研究生培养过程中，各学系和教学医院更加严格的要求学生遵守教育处的各项规章制度，按

时参加面试、考核、开题和答辩等，帮助学生尽快确定和开展课题相关的研究，加强学生科研思维、

科研技能和科研写作能力的训练，参与撰写标书的申请，使研究生能尽快独立承担一部分科研工作，

鼓励学生参与会议发言和壁报交流，积极阅读和分享最新的文献发表，今年各个学系和附属医院均

毕业了大批优秀的博士生和硕士生。 

3. 本科生教育 

各附属和教学医院继续承担北医基础、药学、护理、预防等专业的本科生教育，学系秉承一贯

的治学严谨，临床基本功扎实的作风，根据每个专业的需要设计教学课程，做到兼顾学习的知识性

和趣味性，有选择的对本科学生输送神经内科的常见疾病和特色疾病的主要知识点，扩大学生的知

识面和对神经内科的基本了解。 

4. 进修医教育 

各附属医院和教学医院均承担全国大量进修医师的教学和临床工作。根据进修医师的学习能力

和需要，学系每年推出精品课程，同时在临床工作中让进修医生更多的参与小讲课，查房互动和临

床病例讨论中，在临床工作中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查阅文献，指导进修医生撰写文章。今年各学

系主办多项国家级继续医学教育项目，包括北京大学神经肌病高峰论坛、肌电图学习班、运动神经

元病学习班、眩晕诊疗进展学习班、神经超声新进展以及自主神经疾病诊疗学习班，参与完成全国

各地多项国家级、区县级继续医学教育课程。鼓励进修医生参与各学系举办的各种学习班和会议。 

5. 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 

今年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继续顺利完成。作为主要的教学基地，继续秉承北医学系严谨的教学

作风，严格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体系和考核制度。今年，非常注重住院医师的临床胜任能力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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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规范化评判标准，了解住院医师对不同疾病和技术的掌握程度，查漏补缺，针对每位住院医师的

考核情况有针对的辅导和提高。 

（二）科研工作 

今年，各个学系和附属医院在科研方面也取得了不小的成绩。北大医院发表论文 44 篇，其中

SCI 论文 25 篇，影响因子最高 IF 14.911，平均 IF 3.832；统计源及核心期刊论文 19 篇，获国家专

利 1 项。北大医院全院科研排名由 13 名上升至 9 名。人民医院发表论文 27 篇，其中 SCI 论文 10

篇；统计源及核心期刊论文 17 篇；北医三院发表论文 31 篇；其中 SCI 论文 13 篇；Medline 收录论

文 7 篇，统计源及核心期刊论文 11 篇；中日友好医院共发表论文 25 篇，其中 SCI 论文 10 篇，最

高 IF10.856，累计影响因子 43.431；统计源及核心期刊论文 15 篇；北京医院共发表各类论文 27 篇，

其中 SCI 收录 9 篇。这均表示我学系对科研方面的投入力度逐渐增加，科研能力日趋提高。 

今年学系中的很多附属医院继续申请基金，北大医院申请校级以上课题项数 7 项。其中国家自

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一项；人民医院新申请财政部拨款基金项目一项（张俊）；北医三院新申请国自

然基金 3 项，其中青年项目 2 项（杨琼、唐璐），面上项目 1 项（何及），累计经费 110 万元。樊东

升教授获得院内队列建设 A 类 1 项（100 万），李葆华获得院内队列建设 C 类资助（30 万），何及获

得院内人才项目 B 类资助（20 万）；中日友好医院新申请国自然课题 1 项，院级课题 1 项，吴阶平

医学会基金课题 1 项，在研科技部课题 1 项，国自然课题 2 项，首特课题 1 项，院级课题 3 项。北

医三院新申请樊东升教授和人民医院张俊教授均获得了国自然基因的面上项目，同时其他医院的很

多教授也获得了国家，省部级和国际合作的多种形式的课题，而且更多青年医师也更加踊跃的参与

到申请基因项目中来，在我学系中形成了良好的以临床带动科研，以文章带动课题的良性循环，更

好的诠释了北医“百家齐放，百花争鸣”的自由开放的学术氛围。 

（三）学术影响 

各附属和教学医院学科带头人在相应学会均继续担任重要任职，多名教授担任国家级或市级主

要学会/协会担任主任/副主任委员、会长、常务理事等重要职务，同时欣喜的看到，很多年青的医

师也开始逐渐担任委员、青年委员、学组领导，为神经科学术发展贡献北医人的力量。 

2019 年更加注重国际间的交流合作，今年，北大医院邀请包括北京大学-乌尔姆大学合作联席

会议和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北京大学附属医院神经内科交流研讨会，各个附属医院均就自己医院的

特点进行学术交流和发言，极大的推动了学系的学科建设和学科发展。 

各医院继续组织各种全国及地方性学术会议和学习班：“全国电生理学习班”，“全国脑血管病新

进展诊治学习班”，“全国运动神经元病学习班”； “北京大学卒中论坛”等等，均体现了北医学系

的学术影响力，同时北医三院樊东升教授组织并参与的“运动神经元病”的视频连线，将高水平的

会诊和医疗水平辐射到全国更多的医院和患者，取得了很好的评价。 

 

二、各附属和教学医院工作 

（一）第一医院 

1. 教学工作 

（1）教师梯队建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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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人，副主任医师 9 人，副研究员 1 人，主治医师 10 人，住院医师 4 人。2019

年新增主治医师 5 人，新增主任医师 2 人，新增副主任医师 1 人。 

（2）2019 年度完成 2015 级和 2016 级临床八年制神经病学/循证医学系统课大课 29 学时，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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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临床见习/PBL 任务合计 200 学时，出题、监考和阅卷各 4 学时；完成 2016 级基础八年制大课及

临床见习大课任务共计 24 学时。 

（3）2019 年在培研究生 30 人，包括专业学位博士研究生 3 人，学术学位博士研究生 9 人，专

业学位硕士研究生 2 人，八年制学生 16 人。2019 年毕业 4 人，其中八年制博士 2 人，学术学位博

士 1 人，在职博士研究生 1 人，均顺利通过毕业答辩并获得学位。举办多种研究生活动，包括研究

生演讲比赛、开题报告会等。组织完成医学部专业学位研究生转博及毕业考试的出题和考务工作。 

（4）作为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基地，继续承担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任务。2019 年有 5 人完成

轮转计划并全部顺利通过结业考核，新入科住院医师 9 人，其中招录外院规培 2 人，在培一阶段住

院医师共 30 人。完成规培住院医师及专科进修医师理论课 260 余学时。荣获 2019 年北京大学第一

医院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结业考核优秀奖。举办住院医师病例汇报大赛。 

（5）加强教学管理、坚持教学改革，落实各项教学管理规定，明确教辅人员职责，加强科室硬

件建设，完善科内教师参与重大教学事件登记制度。 

（6）参与完成全科教学基地评估工作，顺利完成考核。加拿大皇家内科及外科医师学院（RCPSC）

机构再认证 

（7）继续承担医学部神经内科专科医师培训任务，组织完成医学部住院医师考试第二阶段的出

题和考务工作。今年有 5 人完成二阶段培训、通过结业考核，在培专科医师 9 人。1 人荣获北京大

学医学部优秀专培住院医师。 

（8）多名教师参加北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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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办多项国家级继续医学教育项目，包括北京大学神经肌病高峰论坛、眩晕诊疗进展学习

班、神经超声新进展以及自主神经疾病诊疗学习班，参与完成全国各地多项国家级、区县级继续医

学教育课程。 

（10）举办各种形式的学习讨论会：神经肌肉病的病理讨论 50 余次，每次 2 学时；神经影像学

读片 30 余次，每次 1 学时；研究生读书报告会 50 余次；研究生和青年医师课题讨论会 80 余次；病

房各专业组每周常规进行教学查房、团队式教学和病例讨论 3 次以上。 

（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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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每月教学大事记： 

2019 年 1 月 2015 级八年制系统课理论考试 

2019 年 2 月 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结业考试命题 

2019 年 3 月 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学习班 

 研究生招生面试 

 2012 级八年制第一年考试 

2019 年 4 月 2011 级八年制毕业考核（临床技能） 

 夜大学 2017 级临床医学专业专升本临床班神经病学授课 

2019 年 5 月 研究生答辩 

 科学出版社电子案例库命题 

2019 年 6 月 2014 级八年制招生面试 

 2014 级八年制神经内科实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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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7 月 加拿大皇家内科及外科医师学院（RCPSC）机构再认证 

2019 年 8 月 2019 年规培住院医师招录考试 

2019 年 9 月 神内研究生、住院医师、进修医师入科培训班 

 组织北医二阶段技能考试及笔试命题等 

 研究生推免面试 

 研究生参加全国神经病学年会 

2019 年 10 月 转博考试（北医阶段考）命题工作 

 研究生开题报告 

 迎接全国全科住培基地评估 

2019 年 11 月 组织参加院级青年教师讲课比赛 

 转博考试（北医阶段考）技能考试 

 科室招聘面试 

2019 年 12 月 住院医师病例汇报大赛 

 迎接北京市全科住培基地检查 

 申报北医专培基地 

贯穿全年教学活动 2016 级临床八年制 38 人（四组）大课、见习带教 

 2016 级基础八年制大课、见习带教 

 住院医师及进修医师课程（每周两次） 

 北大神内青年论坛（每周一次） 

 每月神内多学科联合疑难病例讨论 

 病房主治医组织教学查房、团队教学、病例讨论、小讲课 

 周二下午神经肌肉病理阅片讨论 

 周五中午多学科联合影像阅片讨论 

 学习班：自主神经病学习班、神经肌病高峰论坛、眩晕、神经超声学习班等 

 特邀专家讲座：美国罗进军教授、天坛郑华光教授等 

 住院医师轮转管理 

 住院医师出科考核及讲评、360°评价等 

 住院医师项目委员会（每季度一次） 

 继续教育学分收集统计 

 教学绩效及课时费收集统计 

 科研绩效收集统计 

获奖及成就 院级住培结业考核优秀奖 

 刘冉、冷颖琳、刘凤君优秀教师奖 

 
青年教师讲课比赛，俞萌英语组一等奖、金海强双语组三等奖，郑艺明英语组

优胜奖 

 舒俊龙等五位顺利通过二阶段考试 

 赵亚雯获得北医优秀住院医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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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科研工作 

（1）2019 年我科发表论文 44 篇，其中 SCI 论文 25 篇，其中最高 IF 14.911，平均 IF 3.832；

统计源及核心期刊论文 19 篇，获国家专利 1 项。北大医院全院科研排名由 13 名上升至 9 名。 

（2）校级以上课题项数 7 项。其中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一项。 

（3）神经内科“外周组织微创病理在神经系统罕见病诊断中的临床研究及推广应用”获北京市

科学技术奖二等奖 

3. 学术地位 

（1）截至 2019 年 12 月，我科共 13 人次在国家级或市级主要学会/协会担任主任/副主任委员、

会长、常务理事等重要职务，多人担任委员、青年委员、学组领导。 

（2）入选复旦大学 2018 年度神经内科专科声誉排行榜提名（第二位）。 

 

（二）人民医院 

1. 教学工作 

（1）梯队建设：现有在职医护和技术人员 59 人，其中医生 26 人（正高 7 人，副高 11 人，主

治 7 人，住院医师 1 人）；护士 23 人（主管护师 2 人，护师 12 人，护士 9 人）；技师 10 人（主管技

师 3 人，技师 4 人，技士 3 人）。床位数 50 张。 

（2）按时完成八年制的神经病学教学任务，大课 18 学时，课间实习 72 学时（共 3 组，每组

24 学时）。学生考试成绩优良。2019 年刘梅歌医师参加住院医生病例汇报比赛。 

（3）承担北京市神经内科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基地工作，2019 年外院在神经内科轮转有 16 名

住院医师，本院住院医师在神经内科轮转有 5 名，研究生 29 名，全年共计 50 名。住院医师/专科医

师的培训、考试、日常事务等工作有专人管理，并记录在册。参加医学部及医院组织的各类考试工

作，包括出题、阅卷、面试和技能考试。2019 年接受普通进修医师 7 名，国内来北医访问学者 3 名，

西部人才培养计划 1 名。 

（4）2019 年我科参加北京住院医师第一阶段考试 5 人，专业理论考试和临床实践能力考核全

部通过。全科继续教育及年度学分达标率 100%。  

（5）顺利通过 2019 年国家住培基地检查及全科医师基地检查。申报北医专培基地。 

2. 科研工作 

（1）2019 年我科发表论文 27 篇，其中 SCI 论文 10 篇；统计源及核心期刊论文 17 篇；  

（2）科研课题： 

张俊：1）项目基金（项目编号：财政部 Z155080000004）；项目名称：2019 年医疗服务与保障

能力提升项目（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神经内科）500 万。 

2）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名称：Nogo-A 基因在肌萎缩侧索硬化进展中的作用：分子机

制研究和基因治疗探索。项目批准号 81870996。（2019-01-01 ~ 2022-12-31）。 

郭淮莲：1）北京市科技计划课题（2018.10-2021.9）：神经精神疾病临床队列研究与整合平台建

设；参与人；基金编号：Z181100001518005。 

2） 一项评估 erenumab 70 mg 每月一次皮下注射治疗慢性偏头痛成人患者的疗效和安全性的 12

周、随机、双盲、安慰剂对照 III 期研究（临床药物观察项目）；郭淮莲，参与；2019.11-2021.11；

（试验方案号 CAMG334A2304，项目负责人于生元）。 

于垚：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研究与发展基金青年科研培育课题：基于 PPARγ-Nrf2/SRA-CD36 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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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研究甲磺酸去铁胺延缓脑出血后血肿降解的机制。项目编号 RDY2019-25,5 万。 

（3）参加国内外学术会议交流或论文交流近 30 人次。 

3. 学术影响 

（1）截至 2019 年 12 月，我科共 6 人次在国家级或市级主要学会/协会担任主任/副主任委员、

会长、常务理事等重要职务，多人担任委员、青年委员、学组领导。 

（2）洪道俊，张俊（大会主席）。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神经系统疾病精准论坛暨第一届远端型运

动神经病协作组会议。2019 年 6 月 15 日。地点：科教楼伍连德讲堂； 

（3）基层医师头痛培训，北京神经科学学会和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共同主办，大会主席：郭淮莲、

李晓光，会议时间 2019.10.11，会议地点：大兴区人民医院急诊科教楼 10 层会议室，参会人数 170

人，2 类学分 1 分，项目编号 2019-03-07-179(北大)。 

（4）科普宣传与健康教育 

 郭淮莲：头痛义诊及健康宣教活动，北京神经科学学会和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共同主办，活

动时间 2019.6.5，活动地点：北京大学人民医院门诊 5 楼报告厅，参会人数 80 余人； 
 徐燕： 2019 年 8 月 16 日,BTV-养生堂“警惕出血危机”； 
 神经内科、急诊和神经外科联合举办世界卒中日宣传活动“提高民宗对脑卒中及其危险因

素的认识，普及脑卒中防治相关知识”，2019 年 10 月 29 日。 

4. 2020 年科室工作计划 

（1）继续巩固 2019 年的医疗、教学和科研成绩，服从医院的整体发展规划，力争超过 2019

年水平； 

（2）完善临床路径的应用，争取将平均住院日缩短 10 天以下； 

（3）争取独立开展神经介入诊断与治疗； 

（4）加强神经内科急诊力量，多开展急诊静脉溶栓，提高动脉溶栓和取栓的能力； 

（5）多渠道申报课题，加强科研工作的投入； 

（6）加强教学师资队伍建设，在医院基金的教学课题申报方面有所突破，加强双语教学比赛的

后备力量； 

（7）提高护理队伍的整体化护理和科研能力，力争有多篇护理论文发表； 

（8）加强神经-肌肉活检和皮肤病理诊断能力。 

 

（三）第三医院 

1. 教学工作 

（1）教育教学组织管理：目前我科教学管理团队分工明确。在 2015 年增加了住院医师规范化

培训班主任赵海燕副主任医师，有条理地进行住院医师的培训管理和考核。科室多位高级职称医师

担任住院医师的导师，定期对其进行培训考勤管理和考核等，从而进一步强化了我科在基地培训方

面的力量。 

（2）师资培训与考核：严格进行师资培训、评估与考核。包括相关人员定期参加院内青年教师

和科室培训课程，确保理论和见习授课准入通过率；严格管理医学生理论授课和见习带教的工作和

评估；定期组织主治医师教学查房和考核，以及住院总医师资格考试。2019 年我科张远锦、杨琼、

叶珊医师参加了北京市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管理人员培训班并获得证书。2019 年底，我科何及、马

妍医师即将参加北医三院青年教师理论准入的考核。随着北京市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基地工作的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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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进行。 

（3）学生培训与考核：各类学生要严格遵守教育处的各项规章制度，按时参加面试、考核、开

题和答辩等。严格按照轮转计划要求各类学生和学员，严肃考勤制度，并要求上级医师认真填写各

类手册。要求病房主管医师定期组织讲课，并鼓励住院医师参与小讲课等类型，调动学习的积极性

轮。目前我科授课对象将包括临床专业八年制医学生、研究生、外院专科医师、全科医师、留学生、

轮转医师（内科、精神科、眼科、康复科、麻醉科、全科医师和护理、药学、检验等），针对不同类

型医师根据培养细则我科有相应的培训细则和考核标准。督促和鼓励住院医师等参加院内教学培训、

国内外会议、科研活动等，积极认真撰写文章、参与杂志编译等工作，目前我科本院和非本院住院

医师已参与多项科研课题并撰写文章。 

（4）科室继续教育：由专人负责，组织全科教师及时参加各类、各项继续教育项目，以及各类

会议的学习。我科每年组织全国运动神经元病学习班、全国电生理学习班、北京大学卒中论坛、神

经病学论坛等，并多次邀请国内外顶级专家来科讲座交流。目前我科有国家级继续教育项目和北京

市继续教育项目。 

（5）获奖情况：樊东升、陈璐、唐璐、刘晓鲁、郑梅、何及、马妍、叶珊、张楠，获得 2019

年度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科学技术）二等奖；樊东升教授获得北京大学第三医院第二十

届青年教师基本功大赛优秀指导教师称号；叶珊获得北京大学第三医院第二十届青年教师基本功大

赛教学优秀奖；刘小璇教授获得北京大学第三医院优秀教师称号；叶珊获得北京大学第三医院优秀

教师称号；张逸璇获得北京神经科学学会青年演讲比赛一等奖。 

2. 科研工作 

（1）临床样本和数据库的积累：今年新增加登记“运动神经元病”病例约 300 例、“腓骨肌萎

缩症”及相关疾病病例约 150 例、近二十年的积累为目前及今后的高质量的产出打下了坚实的研究

基础。 

（2）汇集近 15 年来科室在 ALS 遗传学方面的成果，申报并获得 2019 年度教育部高等学校科

学研究优秀成果奖（科学技术）自然科学奖二等奖。 

（3）全科室申请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立项 3 项，其中青年项目 2 项（杨琼、唐璐），面上项

目 1 项（何及），累计经费 110 万元。北京市科技计划重大项目（淀粉样血管病脑出血的病因诊断方

法研究）顺利结题。樊东升教授获得院内队列建设 A 类资助肌萎缩侧索硬化/额颞叶痴呆谱系疾病队

列建设（100 万），李葆华获得院内队列建设 C 类资助护士健康队列（30 万），何及获得院内人才项

目 B 类资助 GPX3 基因的表观遗传调节与肌萎缩侧索硬化发病的相关性研究（20 万） 

（4）截至 11 月底，我科 2019 年已发表论文 31 篇；其中 SCI 论文 13 篇；Medline 论文 7 篇，

统计源及核心期刊论文 11 篇。 

（5）本年度全科参加国际或全国性学术会议，进行论文发言、壁报交流 20 余人次，青年医师

多人次在国际 ALS/MND 年会（澳大利亚珀斯）、中国脑血管病大会（南京）、中华医学会神经病学

年会（青岛）、中国微循环学会神经变性病专委会（北京）等发言交流。另，唐璐论文发言获得中国

脑血管病大会会议优秀论文奖；刘向一获得中国微循环学会神经变性病专委会分会青年论坛一等奖；

黄骁、于洲分别于 2019 年 7 月、10 月获得京津冀精彩神经病例大赛暨“侧支英雄”病例大赛一等

奖；张逸璇获得北京神经科学学会青年学术演讲比赛二等奖。 

（6）2019 年 4 月承办《中华脑血管病杂志（电子版）》，经过一系列紧张的筹备工作，已与 2019

年 11 月完成了第一次全体编辑委员大会，创刊号稿件基本到位，2020 年 2 月将出版第一期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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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创新时期下的优秀神经病学中文刊物。 

3. 学术影响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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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办“第 2 届全国运动神经元病学习班”、“第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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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届脑血管病新进展学习班”，吸引全国上百位医生参加。 

（3）组织召开了多次全国性、区域性学术精品会议：每季度召开北京大学卒中论坛，今年 4

次，已历时 14 年；10 月份承办中国微循环学会神经变性病专委会全英文论坛；11 月承办北京神经

科学学会周围神经疾病分会年会论坛 

（4）肖卫忠、张晖、刘娜教授举办全国帕金森病、痴呆学习班，参与者百余人。 

 

（四）中日友好医院 

1. 教学工作 

（1）神经内科教研室现有协和硕、博导 2 人、北中医硕、博导 2 人、北医硕、博导 2 人、北航

硕导 1 人、北医教授 2 人、北中医教授 2 人、北化教授 1 人。主任医师 5 人，副主任医师 6 人，主

治医师 18 人。 

（2）本科生教学：承担了北医五年制、六年制《神经病学》《诊断学》理论授课，北中医卓越

B 班《老年病学》《内科学》《诊断学》康复专业《神经病学》理论授课。 

（3）研究生教学：2019 年度新招北医硕士 1 人，北中医硕士 1 人，协和硕士 1 人，北医博士 1

人。目前在培的北医硕士 3 人、博士 3 人，协和硕士 2 人，北中医硕士 3 人。今年毕业北医硕士 2

人、协和博士 1 人，北中医硕士 2 人。 

（4）住院医师培养： 

招收基地住院医师 2 名，正在培训的基地住院医师有 5 人。2019 年 3 人顺利完成北京市一阶段，

2 人顺利完成北京市二阶段考试，1 人顺利完成北医二阶段，通过率皆为 100%。 

我科有 27 名住院医师指导教师，全部参加医院师资培训并通过考核，其中 3 人参加北京市师资

培训，2 人参加中国医师协会师资培训。2 名教师担任北京市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第一、二阶段考试

考官。国家住培结业考核命题专家 6 名。1 人为北京市第二届住培专业委员会委员。1 人为首都医科

大学神经病学系第三届系务委员会委员。 

我科继续实行住院医师培养导师制，并通过医院认证。对于每位基地学员有详细的轮转培训目

标及培训计划。每月入科时由住院总医师进行入科教育，介绍神经内科住院医师总体培训制度及相

关安排。基地每周举办 1 次 morning report，教学查房，专业讲座，与放射科联合阅片及疑难病例讨

论。每个月举办 1 次少见病例文献学习，神经科相关技能培训（脑电图、TCD、肌电图、诱发电位、

血管造影，腰椎穿刺、神经肌肉活检、神经病理），以及北京市临床病理讨论。举办教学学习次数在

全院位居前列。每次培训课程由科室秘书提前上传到教育处 ZR 系统，学生课前课后均扫描二维码，

课后对教师讲课内容进行评价反馈。每个月有详细的出科考核计划，由考核小组严格按照考核计划

实施。考核包括理论考试、临床技能（腰穿、问诊、神经系统查体、定位定性诊断及书写病历），病

历和医嘱评分。考核后及时对学员进行评价和反馈意见。 

2017 年北京市住培基地动态评估排名第 6 名，2018 年顺利完成北京住培基地认证。2018 年成

为全科医师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基地及老年医学专科医师培训基地。2019 年作为全科基地轮转科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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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利通过全科基地检查。 

（5）继续教育：举办国家级继教学习班 3 项，朝阳区继续教育项目 4 项。招收进修医师 9 人。 

（6）获奖：神经病学教研室获得院优秀教研室。彭丹涛主任获得中日友好医院优秀教学管理者，

汪仁斌医师获得中日友好医院优秀住院医师指导教师，王宇医师获得中日友好医院优秀教师。 

2. 科研工作 

（1）共发表论文 25 篇，其中 SCI 论文 10 篇，最高 IF10.856，累计影响因子 43.431；统计源及

核心期刊论文 15 篇。  

（2）2019 年新申请国自然课题 1 项，院级课题 1 项，吴阶平医学会基金课题 1 项，在研科技

部课题 1 项，国自然课题 2 项，首特课题 1 项，院级课题 3 项。 

（3）多人次参加国内外各种会议交流、发言。其中乔亚男医师获第四届中国老年医学大学暨中

华医学会第十六次全国老年医学学术会议优秀论文奖；王丽医师北京医学会帕金森病与运动障碍分

会第二次年会优秀壁报奖。 

（4）彭丹涛医师获 2018 年度中国老年保健医学研究会科学技术一等奖。 

（5）刘尊敬医师获卫健委脑卒中防治委员会优秀中青年专家奖。 

3. 学术影响 

（1）多人次在国家二级、三级学会或北京市二级、三级学会当选为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或常

委、委员、青年委员。 

（2）多人次在国内各级会议上讲学。 

（3）2018 年度中国医院科技量值（STEM）全国排名第 73 名。我科进入 2018 年复旦大学医院

管理研究所公布的华北区专科声誉排行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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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科生授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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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学时，见习带教 105 学时，授课教师及授课内容受到了学生们的好评。 

（3）研究生培养：2019 年神经内科有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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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人。目前在读研究生共 8 人，临床型 5 人，科研型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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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人完成北京市住院医一阶段培训，3 人顺利通过考核，1 人顺利通过北京市住院医二

阶段考核，基地培训考核通过率 1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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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余次教学查房工作，200 余次主任查房工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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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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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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余次。 

（5）组织各种专业考试：2019 年有多名医师进入神经内科培训，并参加出科考试（包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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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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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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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科徐蕾医师荣获北京医院优秀教师奖。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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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继续教育：今年我科完成 3 项国家级继续教育项目，4 项北京市区级继续教育项目及多项

院级继教项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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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 篇，其中 SCI 收录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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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积水潭医院 

1. 教学工作 

（1）北医八年制教学：2019 年度我科圆满完成了 2016 级北医五年制临床专业医学生的理论课

教学任务，其中理论授课 20 学时；见习带教 35 学时；出题、监考和阅卷各 4 学时；系统课将各诊

断学科的各论内容融合在系统课程教学中，见习结合 PBL 形式，大课和小讲课融入 CBL 形式，充

分培养学生的临床思维能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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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 级北医五年

制生产实习 48 人次，带教时间总计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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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度的生产实习带教任务。 

（2）全方位教学评估和反馈：教育处定期走访各教研室，对生产实习、教学查房、考核进行监

督；教研室、科室同行、学生对课程进行评议及反馈，课程评价自动推送给任课老师，不断提高改

进教学质量。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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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人次。住院医师培训采用动态评估机制，教育处每季度对各

基地进行动态评估和反馈，科室对评估和反馈结果持续性改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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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及时改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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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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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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拓临床诊治思路。 

（4）我科带教医师积极踊跃地参加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指导医师能力提高班、北京医学教育协

会、PBL 教学培训、医学教育高峰论坛等师资培训班。一名医师参加全科医生转岗培训，加强全科

医生队伍建设和全科规范化培训基地建设。 

（5）我院教育处积极组织青年医师双语教学理论授课比赛，我科青年医师荣获二等奖。 

（6）多名医师参加国内会议及高峰论坛讲学。 

（7）加强人才队伍建设：我科多名中青年医师参加国内神经科主办的学习班进行学习交流，不

断提高各亚专业的临床专业性。 

2. 科研工作 

我科承担北京市医院管理局北京市属医院科研培育计划项目课题《基于队列的视神经脊髓炎谱

系疾病复发相关危险因素研究》。发表 SCI 文章 2 篇，核心期刊 3 篇。 

3. 学术影响 

学术任职有：北京医学会神经病学分会第九届及第十届委员、北京医学会神经病学分会帕金森

病学组委员、北京医学会帕金森病与运动障碍分会委员、中国研究型医院协会神经科学专业委员会

委员、中国心脑血管与麻醉学会脑与血管分会委员、北京神经内科学会神经感染分会、认知障碍分

会常委及中西医结合分会副主委、北京大学神经病学学系第一、二届委员、北京医师协会神经内科

专科医师分会理事、北京脑血管病防治协会理事、北京脑血管病防治协会病理生理专业委员会委员

等。 

 

（七）306 医院 

1. 教学工作 

（1）教学力量：神经内科现有人员 72 人。其中主任医师 1 人，副主任医师 2 人；主治医师 14

人，住院医师 5 人。护士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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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我科完成了临

床医学专业实习 30 余名同学的教学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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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艺灵教授作为国家卫健委脑防委卒中管理指导中心秘书长、脑防委专科联盟委员会评审

专家，参与了大量国家脑防委的卒中中心建设培训和质量控制工作，培训了全国大量的医师。作为

天坛医院脑血管病研究中心脑血管病培训讲师，专业培训国内神经介入医师，每个季度参与一次培

训，共 4 次，共培训 500 多名学员。 

（5）张晓蕴主治医师完成 2 次战支卫生士官授课任务。玄璿、林甜、张晓蕴、于一娇、路冬煦

主治医师带教新分到战支的卫生系统学员 9 人次。今年神经内科接受黑龙江甘南医院进修生一名。

护理组完成 60 余人次的实习生、专科护士、进修护士的培训带教工作。 

（6）继续教育：2019 年刘丽副主任医师赴美国学习先进技术归国回来。玄璿主治医师攻读博

士学位。于一娇主治医师考取了心理学硕士研究生。充分发挥了介入治疗骨干作用。15 位医师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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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种短期学习班。2019年护理组 15人参加在职本科学习，25名护理人员参加 13个护理培训班学习。

彭星赴陆军军医大学新桥医院参加了全军野战创伤血液净化支持治疗与护理培训班。王小菲在首都

医科大学参加护理学在职研究生学习。李梅菊取得肠内营养护士置管证书。2 名护士完成专科护士

培训，分别是安燕妮取得全军重症专科护士证书，庞文杰取得静脉治疗专科护士证书。胡佳佳参加

国家卫健委卒中管理师工作总结培训班。全年 130 余人参加医院护理部培训，4 人承担护理部授课

任务。3 人通过护师，3 人通过主管护师考试。 

（7）健康科普：围绕卒中诊治，脑心健康管理师胡佳佳完成卫健委脑防委布置的高级卒中中心

健康教育工作，开展形式多样的患者健康教育，完成患者运动会 1 次，参加患者 20 余人；进行患教

会 6 次，120 余名患者和家属参加患教会学习，取得良好效果；赴社区做健康科普讲座 2 次，100

多人参加。利用互联网微信平台发布健康科普知识 39 篇，受众群体 468 人，单篇最高阅读量达 3122

人次，把科普延伸到院外。 

各种义诊活动：蔡艺灵教授参加全军神经内科专家团、北京医学会等组织的各种义诊、扶贫、

脑血管健康中国行全国公益活动，前往湖南、湖北及南京进行义诊。杜娟、张晓蕴医师参加卫健委

组织的世界卒中日清华大学义诊活动。神经内科举行世界睡眠日、世界卒中日义诊活动。 

2. 科研工作 

（1）2019 年新批准的 6 项课题：卫健委脑防委课题 2 项（我院为合作单位，PI 蔡艺灵），301

医院课题分课题（PI 蔡艺灵、孔祥锴）1 项，杜娟、张晓蕴、文婉玲院级课题各 1 项。在研课题 7

项：蔡副院长主研的首都临床特色应用研究重点课题 1 项、军队实验技术研究项目重大课题 1 项，

国家十三五科技支撑计划课题 1 项（合作单位，含 3 项分课题），刘丽、林甜各自负责北京市自然基

金、军委后保部课题各 1 项 2019 年结题。 

（2）林甜主治医师一篇 SCI 论著已经收稿待发表 IF：2.583，杜娟、朱琳在统计源期刊《中国

脑血管病杂志》发表论文各 1 篇。20 余篇论文在各种会议收录并大会发言。 

3. 学术地位 

（1）2019 年蔡艺灵主任医师新增任职：国家卫健委脑防委卒中管理指导中心秘书长、中国卒

中专科联盟常务委员、北京市医师协会神经内科专科医师分会常务理事，继续担任全军神经内科副

主委、中国医师协会神经介入专委会副主委、中国老年学学会心脑血管病专业委员会副主委等多项

学术任职。杜娟新增任职：北京市脑卒中诊疗质控和改进中心质控专家。刘丽副主任医师、吴铮、

崔永强、孔祥锴、李薇、玄璿、林甜、张晓蕴等主治医师、彭星护士长等多名同志在全国、全军各

项学术组织任职 

（2）2019 年蔡艺灵教授受邀在脑防委组织的“卒中急救关键技术-全国巡讲”（包头、佳木斯、

自贡等），“加强卒中中心建设，落实卒中分级诊疗” （广州、北京、上海、厦门、哈尔滨、安徽、

河南、天津等 ）等 10 余场培训授课。同时参加脑防委的卒中中心质量建设和督导工作，先后至湖

南、湖北、山东、安徽、北京 18 家医院进行检查督导工作，参加“北京市脑卒中质控中心“急诊血

管内治疗质控培训会”等多场质控的培训大会，并做为专家进行发言。由于工作突出，被国家卫健

委脑防委授予“突出贡献专家奖”。杜娟在北京市卒中质控中心组织的卒中质控检查中担任检查专家

组组长。 

（3）蔡艺灵教授在国际脑血管病高峰论坛、中国脑卒中大会、中国脑血管病论坛、全军神经内

科年会、中国卒中学会神经介入年会、中国医师协会神经介入年会、北京大学卒中论坛等各种全国、

全军、北京市会议上进行发言授课，并作为专家、嘉宾进行会议主持。杜娟副主任医师在航空总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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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2019）第十一届神经病学论坛发言，一篇论文在中华医学会全国神经病学学术会议发言。孔祥

锴主治医师在第十七届东方脑血管病介入治疗大会取栓病例竞赛三等奖。赵素萍医师论文获得中国

脑卒中大会征文二等奖，并在北京医学会神经病学年会发言。彭星护士长、王方主管护师、王小菲

护师分别在全军神经内科年会、全军护理年会及国际脑血管病高峰论坛上发言交流，彭星护士长在

积水潭医院主办的伤口病例大赛中获得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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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 人。其中主任医师 7 人，副主任医师 5 人，主治医

师 6 人，住院医师 3 人,技师 3 人，护士 30 人，现职硕士导师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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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安排，增加了见习实习课时，缩减了大课课时。今年我科完成北医口腔八年制本科生大课 2 学时，

讲课内容“神经系统查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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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生教育方面：目前我科承担了在读研究生共 9 名的教学工作，其中今年新招学生 5

人，明年毕业的研究生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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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加强住院意识规范化培训工作：全年完成了 3 名住院医师第三年的医师培训计划，6 名住

院医师第二年的医师培训计划，9 名住院医师第一年的医师培训计划，招收进修医师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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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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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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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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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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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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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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我科共发表文章 12 篇，其中 SCI 文章 6 篇，最高影响因子 2.583。 

（2）今年吴军教授目前在研省市级横向课题 2 项。 

（3）目前正在参与 2 项药物临床研究。 

（4）加强实验室建设：购入先进科研仪器 3 余台次。 

（5）新开展眩晕 MDT，脑血管介入 MDT，神经变性病 MDT。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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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 次。 

（7）积极开展多学科合作：我们始终坚持发展多学科合作，现代科研必须要多学科的合作，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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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出大的成果。我们依托医学部、北京大学和中国科学院，开展了多方向的合作，许多研究已经

展示良好的发展前景，今年获得的科研基金基本上都是基于这些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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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了多学科合作会诊。 

 

三、存在的问题和不足： 

2019 年，北京大学医学部神经病学学系呈现迅猛的发展势头，在各自传统的优势领域继续开拓

进取，取得了不小的成绩，同时，也更加注意补齐短板，百家争鸣，百花齐放，但是，仍然存在着

以下的问题： 

（1）今年高质量的文章的发表和省部级基金的申请有所提高，尤其是北大三家医院各自都有影

响因子超过 10 以上的文章发表，但较南方的兄弟单位，仍有很大的上升空间，总体国际学术影响力

不够； 

（2）各附属医院的发展不均衡，梯队建设的力度不够，今年仍然呈现文章发表和基金主要集中

在少数学科带头人的现象，应进一步鼓励培养年轻大夫的独立思考，钻研创新精神，尽快成长，为

各个学系和附属医院的发展补充新鲜血液； 

（3）各个学系和附属医院仍需探讨高效的合作共赢的模式。虽然今年在樊东升教授的领导下，

各个附属医院有意识的加强了彼此之间的交流合作，如博雅顶级会诊，小型研讨班和学习班等，但

总体来说结构比较松散，没有完全形成合力，整体学术竞争力还需要提高。 

 

2020 年度工作计划 

一、鼓励科研创新，加强梯度建设 

北医学系的临床综合能力较强，但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相对比较薄弱。今年要进一步加强科研

创新，避免固步自封和人云亦云，更加注重基础研究和项目的开发，同时在研究项目中大胆锻炼科

室的中坚力量，形成良好的团队学术氛围，造就一批优秀的学术骨干。 

 

二、教学持续改进与创新 

1. 进一步提升教师专业素养和水平，全面提高教学水平。加强教学绩效考核工作，对教学活动

进行了量化和标准化。主任医师、副主任医师、主治医师每年需完成一定的教学绩效。确定年轻大

夫必须完成足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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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培训。 

2. 在目前已有基础上，深入开展教学研究，依托雄厚的科研和临床基础，力争取得更大突破。

继续探讨多模式教学的形式和内容，将网络化教学结合人工智能的考核系统，申请和完成更多的教

学课题。 

3. 不断创建和完善有神经内科特色的教学管理和实施的规范化体系，全面提升教学实施水平，

包括住院医师临床胜任力评价系统的建立和具体实施等。 

 



 

 67 / 132 

三、进一步加强学系之间的交流与联系 

各个学系之间的交流还需进一步深入，除了临床讨论和讲课的形式外，加强科研方面的合作，

除了脑血管病等常见疾病的通力合作外，尤其需加强罕见病的研究方面的合作，充分利用北京大学

医学部的基础研究实力，院级之间形成合力，增加北京大学医学部神经病学学系的整体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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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症医学学系 2019 年度工作报告 

一、临床学系的工作概述 

今年是北京大学重症医学学系成立的第十个年头，在过去的一年中，新一届北京大学重症医学

系全体成员在学系主任安友仲教授的领导下，在学术交流方面成功承办了第十一届《北京大学重症

医学论坛》；在继续教育方面连续举办了多次形式多样的学术沙龙、病例讨论、远程查房及培训班，

并注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引入工作坊的授课形式，收到广泛好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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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学科建设方面更新了学系运行管理制

度，并进一步挖掘中青年医师在学系工作中的作用，鼓励中青年专家积极承担学系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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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症医学专业教材与教学、考核体系的建设始终是重症医学系的工作重点，目的在于使重症医

学专业研究生、住院医师及进修医师的轮转及考核规范化，最终提高轮转医师的临床能力培养。今

年的工作重点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在继续完善理论知识教材编写的基础上，通过多期工作坊的开

展对广大研究生、住院医及进修医师进行常见操作技能的模拟培训，受到广泛好评。 

2. 住院医规范化培训及考核 

2019 年学系继续组织住院医师完成规范化培训考试。今年共有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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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新《北京大学重症医学系运行管理规范制度》 

重症医学系已成立十年，为了更好的开展学系工作，调动更多学系单位及学系成员的积极性，

保证学系工作质量，新一届北京大学重症医学系在原有运行管理制度基础上进行了修改补充，并广

泛征求学系成员意见。新的《北京大学重症医学系运行管理规范制度》（以下简称”制度”）明确了

会议制度、出勤制度及奖励制度，相信在新制度的规范下，学系工作将更加井然有序，成员将更有

工作热情。 

（三）教学及学术交流情况 

1. 第十一届《北京大学重症医学论坛》及第四届《北京大学重症护理论坛》成功召开 

2019 年 10 月 25-27 日， 11 届北京大学重症医学论坛在北京科技会堂隆重举办。北京大学医学

部副主任段丽萍教授出席本次会议并致开幕词。来自北京大学医学部 23 家附属及教学医院的 500

余位重症医学同道齐聚一堂，共同见证。论坛还吸引了 10 余名缅甸重症医学专家远道而来交流讨论。

本次论坛有幸邀请到美国明尼苏达大学 John Marini教授、亚太呼吸治疗协会主席Elcee Conner教授、

美国匹兹堡医学中心 Jeremy kahn 教授、比利时 CHIREC 医院 Daniel De Backer 教授等国际知名重症

医学专家，以及国内众多知名重症医学专家，为与会者们分享先进及临床适用的相关课程。论坛期

间内容包括：机械通气与 ARDS，sepsis，血流动力学，感染与控感，代谢与营养，重症超声，大数

据与 AI 对重症医学的影响等诸多重症医学话题。同期还举办了第 4 届重症护理论坛、重症基础知

识科普大赛等专题活动。论坛首创重症医学科在线查房直播互动：由美国明尼苏达 John Marini 教授、

比利时 CHIREC 医院 Daniel De Backer 教授、北京大学重症医学学系主任、北京大学人民医院重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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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科主任安友仲教授等多位国内外专家在会议现场，实时对北京大学人民医院重症病房 ICU 病房

危重患者的查房互动，病房查房按照国际重症病房查房流程，由亚太呼吸治疗协会主席 Elcee Conner

教授带领病房医师远程实时反馈。论坛首次与美国梅奥医学中心合作，开展 CERTAIN（急重症早期

识别与整体管理）培训课程。CERTAIN 课程旨在为广大医务工作者提供一种简单、有效、实用的床

边决策支持工具。帮助从业人员掌握急重症患者管理的标准化、系统化、结构化的方法，通过互动

学习、模拟情景实操，让与会学院亲身体验美国重症医学科标准化、流程化管理运行模式。论坛同

期举办第四届北京大学重症护理论坛，邀请了前南丁格尔奖获得者刘淑媛老前辈及来自北京护理学

会的孙红教授、北京宣武医院的王欣然教授、北京协和医院的绳宇教授以及北京大学重症护理学组

的所有附属医院的护理同仁齐聚一堂，共同探讨护理热点话题。并开展了别开生面的临床教师教学

基本功比赛，年轻教师们朝气蓬勃，激情勃发，展示出了较高水准的教学能力及良好的精神风貌，

在互相学习中互取有无，共同进步，得到了在座专家的普遍好评。与此同时，论坛与中国医学论坛

报合作举办重症基础知识大赛，反响热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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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11 届北京大学重症医学论坛开幕            第四届北京大学重症护理论坛开幕 

           
    梅奥 CERTAIN 课程培训现场             梅奥 CERTAIN 导师为学员颁发证书 

 
远程查房直播互动现场 

2. 北京大学重症医学学系学术沙龙及病例讨论 

2019 年度举办了多次学术沙龙及病例讨论，内容围绕镇痛镇静、重症感染、重症产科等；除了

常规病例讨论及文献综述的形式外，先后开展多次工作坊，内容涉及血流动力学监测及参数解读、

人工气道建立、深静脉穿刺、超声引导下深静脉穿刺、气道湿化及雾化等；通过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即加深了对理论知识的学习，也有助于提高临床工作能力。举办的历次活动，均受到参会老师尤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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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青年医师的广泛好评。 

3. 第一届北京大学重症医学系 CPU-PADIS 参访班成功举办 

为普及和规范镇痛镇静谵妄管理流程，提高重症医学专业、急诊专业及其他从事急危重症救治

工作医护人员的镇痛、镇静、谵妄、康复及睡眠临床管理能力，借助于北京大学医学部重症医学系

重症医学专科培训教材和培训方式，由学系专培基地：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北京大学第一医院、中

日医院联合举办的第一届北大重症医学系镇痛镇静谵妄管理参访班（CPU-PADIS）于 2019 年 7 月

12-13 日成功举办。本次参访班期间，由来自三家医院的中高年资医护人员，就 ICU 中镇痛、镇静、

谵妄、睡眠及康复方面的内容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同时培训班本着“所学为所用，所学即可用”的

宗旨，以 workshop 形式带入不同疾病的模拟场景，以重症患者 PADIS 管理为焦点，以床旁医护配

合临床流程化实施为特色，将全面而系统的介绍重症患者 PADIS 管理规范和流程。另外，每场专项

培训会后均设有科室参观环节，旨在搭建高水平的学术交流平台，共同推进重症患者镇痛镇静谵妄

管理水平的提升。 

              
第一届 CPU-PADIS 参访班开班                早期康复 workshop 环节 

4. 开展多期远程病例讨论 

为了更好的推进重症专科医师培养，对专科医师进行临床思维及文献阅读的培训，自 2019 年 8

月起，由北京大学重症医学系专培基地：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北京大学第一医院、中日医院三家医

院，利用网络直播的形式，每月进行一次远程病例讨论。每次讨论由一家医院选取有教学意义的临

床病例进行汇报，通过对具体问题的讨论，旨在提高专培医师对重症常见临床问题的诊断思路，同

时通过有针对性的文献复习，对热点、难点问题深入探讨，同时提高专培医师对文献汇总及提炼的

能力。与此同时，多家医院互相交流，取长补短，促进学系内部各家医院共同进步。 

 

三、2020 年度工作计划 

（一）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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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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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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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将在完善重症医学专业教材的基础上，组织教师集中备课，并制定授课计划，对

专培医进行规范化授课。 

（三）2020 年学系将继续举办多次学系学术沙龙、工作坊及主题培训班，以促进学系内部交流

为宗旨，为青年医师搭建学术交流的平台，共同探讨临床问题、科研与教学心得。 

（四）2020 年希望将远程病例讨论直播受众范围进一步扩大，进一步提高学系成员单位的参与

度。 

（五）2020 年计划开展一次针对住院医师的病例背诵基本功大赛，旨在夯实青年医生临床基本

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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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血管外科学学系 2019 年度工作报告 

2019 年北京大学心血管外科学系一直致力于临床技术创新、整合科研资源、加强沟通合作及新

技术引进等方面的工作，并且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同时，学系内部成员间不断加强联系，完善内部

建设，并广泛吸纳新鲜血液；在学系内部开展了多种形式的学习、联谊、帮扶等活动；同时对外进

行协作及医疗支援等活动。下面将就分会近的工作进行总结，以便汲取经验，不断进步。 

 

一、学系内部建设 

（一）学系换届 

北京大学医学部心血管外科学系换届仪式于 2019年 5月 16日在北京大学医学部科创中心举行。

北京大学医学部研究生院常务副院长徐明教授、中华医学会胸心血管外科分会主委孙立忠教授、中

国医师协会心血管外科医师分会副主任委员许建屏教授莅临会议。各临床学院、教学医院的心外科

主任、老专家及学系成员约 40 人参加了会议。 

大会由新任学系秘书刘刚主任主持。首先，第二届心血管外科学系主任万峰教授进行了第二届

学系工作的总结汇报。心血管外科学系成立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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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引进包括 TAVI、微创室壁

瘤成型、心室辅助装置等国际国内前沿微创项目，成立项目组向全国推广，扩大影响力。万峰教授

总结了学系过去取得的成绩，也指出目前国内心血管外科面临发展不均衡，各单位病源缺乏、年轻

医生成长过慢等问题，希望在接下类学系的工作中能够不断改进，万峰教授为学系的发展也留下了

祝福与希望。 

 
第三届北京大学心血管外科学系主要成员合影 

徐明教授为新一届学系主要成员颁发证书，学系第三届北京大学医学部心血管外科学系主任为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心外科张喆教授，北京大学第一医院肖锋教授、北京大学人民医院陈彧教授、中

日友好医院刘鹏教授、北京医院欧阳晓康主任及北京大学第一医院李伟教授任副主任。 

张喆教授代表第三届北京大学医学部心血管外科学系报告了未来的工作设想，期望在学系的平

台上加强合作，继续开展新技术，用新技术带动学科发展，增强学系影响力；继续举办心衰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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冠脉微创学习班等传统交流会议及培训，打造学系精品活动；加强学系内部人员交流，重视年轻医

师培养；借助心血管外科学系平台，实现科学研究、国际交流、学科建设等方面实现持久合作。随

后，张喆主任为学系教授委员会成员颁发了证书。 

 

张喆主任为北京大学心血管外科学系教授委员会颁发证书 

（左起）张小明、许建屏、万峰、孙立忠、甄文俊、褚衍林、张喆 

最后，徐明主任为新一届学系成立发表了致辞，他对于北京大学医学部心血管外科学系成立以

来，在医教研各方面取得的成绩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徐明教授指出北京大学心血管外科学系近些年

不断发展壮大。在医学技术的发展日新月异的今天，希望学系能够寻求更加广泛的合作，引领技术

创新、取得原创性科研成果。今后更加注重教学，为我国培养更多的优秀医疗人才。 

（二）学系联合研究生答辩 

学系于 2019 年 5 月举办了第一次学系范围内研究生的毕业论文答辩会，答辩会邀请到了北京大

学第三医院学位委员会主席高炜教授等 13 名国内顶尖专家作为答辩委员，答辩委员涵盖了从基础到

临床各学科各专业的知名学者，答辩会举行顺利，共有 3 名硕士及 6 名博士取得研究生学位。此次

答辩会也标志着新一届学系将加强同国内各学科领域专家联系，将跨学科合作与发展作为新的工作

方向，不断发展前沿技术，占领国内学术制高点。 

 

二、促进国内国外学术交流 

（一）德国巴特新城心血管病医院战晓春教授访问交流 

在国际交流方面，学系不断邀请世界顶级专家来我国同各单位进行学术交流，将最前沿的先进

技术引入我国。2019 年 7 月，学系邀请到了华裔德国心外科医生战晓春教授来到北医三院进行交流

活动。德国心血管外科主刀医生战晓春博士所在的著名巴特新城心血管病医院是德国和欧洲主要心

脏外科手术的医院之一，也是德国排名前五的心血管中心之一，技术力量雄厚。 

学系主要成员同战晓春教授同“微创心脏手术的发展方向”，“全动脉化搭桥的意义与全景”，“心

脏外科医生成长道路”等话题进行了深入交流。学术交流以后，战晓春教授到手术室，对心胸外科

的全动脉化搭桥手术案例进行指导。手术结束后，战晓春教授还分享了他在德国巴特新城心脏病医

院微创心脏外科的手术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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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此次研讨会，学系与德国巴特新城在微创心外科治疗、终末期心衰的治疗方向以及人才培

养等方面达成了很多共识，希望今后能在这两方面继续深入合作。 

（二）微创冠脉外科研讨会 MICS-2019 

微创冠状动脉搭桥术（MICS-CABG）近年来在国内取得了长足进步，更多的单位、更多的术

者、更丰富的术式，都在同道们的努力中不断涌现。2019 年 7 月学系第二届微创冠脉外科研讨会

MICSS2019。作为今年"微创中国行"活动的重要一站，在北京顺利举行。本次会议邀请到了国内外

在微创冠脉外科领域的权威人士和活跃先锋，以高峰对话、技术陈列和实战详解三个方面立体的分

析了微创冠脉外科的发展现状。高峰对话环节，以"MICS-CABG 能否做到完全再血管化"为题，集

合了国内外、心内外以及不同微创技术模式的专家，展现了 MICS-CABG 的完整解决方案。技术陈

列环节秉承了上届 MICSS2018 的传统，详细分解，逐步讨论，展示了 MICS-CABG 每一步骤的技

术特点，适合不同技术阶段的与会者进行解读与分享。实战详解环节，以真实病例为基础，探讨

MICS-CABG 的策略、难点、挑战与失误，通过经验分享，解读来自真实世界的学习教案和成长经

历。 

此次MICSS2019的另一亮点是MICS-CLUB的成立仪式，这是国内中青年心外科医生自发倡导、

自主经营的学术交流模式，秉承公平、开放、自由、共享原则，建立数据登记系统，开展全国巡讲

活动、制定技术培训方案。会议期间，MICS-CLUB 将举办成立仪式，发布 MICS-CABG2019 数据，

全方位接纳各级会员。MICS-CLUB 活动也将成为今后历届 MICSS 年会的传统栏目。 

（三）主动脉病变合并小主动脉瓣环的外科治疗研讨会顺利召开 

主动脉病变合并小主动脉瓣环的外科治疗，一直是瓣膜及大血管手术中最困难的一组病例，为

了更好的提高瓣膜外科手术技能，让临床医生更好的掌握主动脉病变合并小主动脉瓣环手术的外科

治疗方案，减少术中术后并发症的发生，提高患者术后生存质量。北京大学心血管外科学系于 2019

年 11 月 23 日在北京大学国际医院举办主动脉病变合并小主动脉瓣环的外科治疗学术研讨会。 

会议邀请到了全国范围内最顶尖的瓣膜手术专家进行专题讲座和手术演示，由许建屏教授、陶

凉教授、肖颖彬教授、孔烨教授、姜楠教授、董超教授、陈彧教授等专家担任授课导师，研讨会的

内容涵盖了复杂瓣膜外科相关知识，以专题讲座、手术演示、病例讨论等环节，系统充分的展示了

各位专家在主动脉瓣手术领域的经验和见解。研讨会得到了所有参会人员的一致好评。 

 

三、临床情况与新技术发展 

（一）手术量稳步增加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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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 11 月，学系各单位总共完成心脏手术共计 946 台，大血管手术 312 台，外周血管及其它手

术 2218 台。 

为了能够实现我国心血管外科领域临床技术创新及新技术引进，推动我国心血管外科技术与国

际接轨，走在世界前沿，学系不断通过合作，实现临床技术创新与推广。目前在以下方面取得显著

地成绩。 

（二）微创搭桥及瓣膜手术 

心脏外科手术微创化是心脏外科最新的发展方向，近些年随着胸腔镜技术的发展和手术器材的

研发，学系各单位也在勇于探索创新，在包括瓣膜置换，瓣膜成型，先天性心脏病及冠脉搭桥手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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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已经开始了微创手术的尝试，并且取得了显著的成绩。2019 年学系主导成立了冠脉搭桥微创俱乐

部，并建立了数据库，通过数据库统计，学系各单位在全国微创搭桥手术方面名列前茅。左胸小切

口多支及单支搭桥手术均排名全国第一。目前已经可以实现小切口微创搭桥手术常态化，实现小切

口多支搭桥手术 300 余例，并攻克了小切口升主动脉近端吻合、双乳内动脉获取、桡动脉吻合以及

右冠系统暴露等疑难问题，走在了国内外学科的最前沿。 

在微创瓣膜及先心病介入领域，学系同样站在学术前沿，2019 年学系各单位总共完成微创瓣膜

手术例数 100 台以上，先心介入治疗例数 300 例以上。其中小切口微创搭桥手术技术全国领先。 

 

学系开展微创冠脉外科手术位居全国前列（数据来源 MICS-CLUB 数据库） 

 

四、教学与科研 

（一）高级心肺复苏学习班 

2019 年 10 月，由北京大学心血管外科学系主办，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心脏外科承办的高级心肺

复苏导师培训班在医学部科创中心举行。来自北京大学各附属医院麻醉、急诊、心血管及重症医学

等专业的 60 余人参与了该项培训，通过考核的参与者获得了导师证书。 

心肺复苏技术是使临危患者“起死回生”的主角，规范化培训是提高患者心肺复苏成功率的重

要保障。此次培训邀请两位来自英国的著名心血管科专家亲自现场指导，为期两天的培训班，两位

专家针对现在心肺复苏领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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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时通过专业实体模拟操作训练，让每位参会学员都系统学习并掌握规范化心肺复苏急救流程。心

脏骤停一旦发生，如果得不到及时即刻的抢救复苏，4 到 6 分钟后会造成患者脑和其他重要器官组

织的不可逆的损害。 

随着冬奥临近，学系各单位所在医院承担了各种保障任务，为了更好的完成保障工作，学系从

实际出发举办了此次培训。通过培训，各位学员不仅仅学会了心肺复苏技术，同时也学会了统筹指

挥整个心肺复苏团队，培训完成包括现场指挥、人员调配、实际救治操作、后勤保障等一系列团队

合作的模拟训练。培训结束后，各位学员还自发对临床中遇到的具体问题，进行了详细的讨论。培

训得到了各位学院的一致好评，也为为北京大学心血管外科学系在心肺复苏培训领域与各临床医院

积极合作、沟通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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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发表文章及大会发言情况 

2019 年，学系各成员单位总共发表核心期刊文章 10 余篇，SCI 及 Medline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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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人次。 

2019 年学系各单位获得各医院支持终点基金 1 项，申请省部级重点课题 2 项（结果未归）。 

（三）研究生培养及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 

2019 年，北京大学心血管外科学系经过研究生答辩，共毕业培养硕士研究生 3 名，博士研究生

6 名。目前学系单位在读硕士研究生 5 名，博士研究生 7 名。 

2019 年学系各单位承担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项目，共接收轮转医生 130 余人次，共有 4 名青年

医师通过教学理论准入。 

 

五、2020 年工作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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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学系为基础，加强国内合作，增强全国影响力。 

（二）教学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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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组织“专题学术沙龙”

及“青年医师论坛”。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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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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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培养青年教师，增强学系整体教学水平，学系内部组织青年教师教学比赛。 

（三）科研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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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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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完成在研临床课题，拟推动微创冠脉外科相关临床试验 2-3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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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医结合学学系 2019 年度工作报告 

一、工作概述 

在大学及医学部大力支持下，经过全学系教职工的共同努力，顺利完成 2019 年度工作计划，特

别是在学科建设方面取得突破性进展，与中日友好医院联合成立北京大学医学部中西医结合研究院，

大大的加强了北医系统中西医结合学科的力量。在教学、人才培养、学科建设、师资队伍建设等工

作中均取得了良好进展，具体总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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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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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年度毕业博士研究生 5 人、硕士研究生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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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人、博士 6

人。本专业 2019 年在读硕士研究生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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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 人、博士 24 人。 

3. 博士后培养 

中西医结合学科，2019 年出站博士后 1 人，在站博士后 3 人。 

（二）学科建设及科研活动 

1. 成立北京大学医学部中西医结合研究院 

依托北大医学的研究实力和中日友好医院的临床实力，北大医学部和卫生部中日友好医院双方

在共同建设推动中西医结合学科建设与发展的工作平台，实现资源共享、协同发展等方面达成共识。

经过双方学科建设相关部门的努力和高效工作，北京大学医学部中西医结合研究院筹建相关事宜得

到迅速落实与细致安排，并于 2019 年 4 月 1 日正式成立，标志着适应中西医结合研究需求的、集临

床、基础、药学为一体的中西医结合研究体系诞生。 

北京大学常务副校长、医学部主任詹启敏院士任中西医结合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任，北京大学

医学部张宁副主任和中日友好医院高海鹏副院长任中西医结合研究院管理委员会主任，北京大学医

学部中西医结合学系主任韩晶岩教授和中日友好医院副院长姚树坤教授任中西医结合研究共同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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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医结合研究院将在学术委员会和管理委员会领导下实行院长负责制，聚焦慢病发病机制和

难治环节中的共性科学问题，设置渗出相关性疾病、出血相关性疾病、纤维化相关性疾病、粘膜屏

障损伤相关性疾病、免疫异常性疾病、肿瘤微环境等六大研究方向，通过项目的实施，证实中医药

治疗慢病难治环节的临床疗效、揭示复方中药的物质基础和作用环节、阐明相关核心中医药理论的

科学内涵。 

2. 组建了跨学科导师队伍 

为加强中西医结合学科研究生导师队伍的建设，2019 年中西医结合学系在医学部领导的支持下，

在研究生院的指导下，在基础医学院、各附属医院、中日友好医院的支持下，充实了研究生导师队

伍。经个人申请，所在单位一级学科学位评定分会同意，中西医结合学位评定分会同意，上报研究

生院，经詹启敏主任的批准，以下 38 名教师被批准为中西医结合的科跨学科研究生导师，其中，博

士生导师包括基础医学院的葛青教授（免疫学）、尹长城教授（生物物理学）、云彩红教授（生物物

理学）、孙露洋教授（医学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张嵘副教授（医学神经生物学）、冯娟副教授（人

体生理学）、贾兵副研究员（放射医学）、陈军副教授（医学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周虹副教授（药

理学）、康继宏（病理生理学）、姚伟娟（生理学）、付毅（病理生理学）、药学院的乔雪副教授（生

药学）、三院的李子健研究员（心内科）和孙永昌教授（呼吸科）、肿瘤医院的吴楠教授（肿瘤）和

杨薇教授（肿瘤）、北大医院的李建平教授（心内科）和吴琳教授、人民医院的胡凡磊副研究员（风

湿免疫）和郭建萍研究员（风湿免疫）、北医三院的张纯教授（眼科）和李蓉教授（妇科）、北大医

院的金红芳教授（儿科）、以及中日友好医院的郑金刚教授（心内科）、姚树坤教授（消化科）、孙伟

教授（骨科）、彭丹涛教授（神内）、朱广迎教授（放射肿瘤）；硕士生导师包括：北医三院王贵松教

授（心内科）、以及中日友好医院的李文歌教授（肾内科）、刘鹏教授（心血管）、周晓峰副教授（泌

尿外科）、马国林教授（放射诊断）、刘尊敬教授（神经科）、崔勇副教授（皮肤科）、张晓艳教授（皮

肤科）、鲁炳怀副教授（呼吸与危重医学科）。 

3. 科研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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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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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课题、5 项省部级课题，10 余项其他课题；新获批了 2 项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子课题、5 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1 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基金课题、

8 项省部级课题、10 项其他课题；另有 1 项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子课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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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 篇中医药研究论文。 

4. 科研奖励 

韩晶岩教授等的“脑微循环研究系统的构建，及其在揭示养血清脑制剂机理中的应用”获 2019

年教育部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唐旭东教授等的“中药复方治疗肠易激综合征创新研究模式的建

立及其应用” 获中华中医药学会科学技术一等奖；唐旭东教授等的“基于脾虚理论的功能性胃肠病

的证治规律及机制研究”获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科学技术一等奖；李萍萍教授等的“通关藤提取物

改善非小细胞肺癌吉非替尼耐药的作用及机理”获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科技奖三等奖。 

5. 专著 

韩晶岩教授主编的《缺血再灌注损伤与中医药》获国家图书出版基金资助，获中国人民共和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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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 70 周年 2019 年出版百种科技新书。 

（三）学术交流 

1. 承办第二届国际气血大会、北京大学--香港大学中医药高峰论坛、中日中医药学术会议（2019

年 9 月 13 日-15 日在北京大学医学部） 

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气血专业委员会会长、北京大学医学部中西医结合学系主任、北京大学

医学部中西医结合研究院院长韩晶岩教授任大会主席；国际微循环联盟主席、美国密苏里大学道尔

顿心血管研究中心、医学药理和生理学系 Gerald A. Meininger 名誉教授，日本临床中医药学会理事

长、北里大学炎症性肠病先端研究中心主任日比纪文教授，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微循环专业委员会

主任委员、苏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江苏省血液研究所戴克胜教授，中国药理学会补益专业委员、

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物研究所陈乃宏教授，香港大学医学院中医药学院副院长沈剑刚教授任大会共同

主席。 

国际微循环联盟主席、美国密苏里大学道尔顿心血管研究中心、医学药理和生理学系 Gerald A. 

Meininger 名誉教授、欧洲微循环学会前任秘书长、匈牙利佩奇大学医学院病理生理和老年医学系主

任 Akos Koller 教授，欧洲微循环学会现任秘书长、德国德累斯顿科技大学第三医学部血管内皮和微

循环学系 Henning Morawietz 教授，美国生理学会心血管分会主席、密歇根州立大学药理和毒理学

系 William F. Jackson 教授，第 11 届世界微循环大会主席、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学 Donald Gordon Welsh

教授，美国密苏里大学道尔顿心血管研究中心、医学药理和生理学系 Luis A. Martinez-Lemus 教授，

美国印地安纳大学孟凡寅副教授，北里大学炎症性肠病先端研究中心日比纪文教授，日本富山大学

附属和汉医药综合研究所松本欣三名誉教授，日本富山大学济木育夫名誉教授，日本防卫医科大学

消化内科穗苅量太教授，日本微循环学会主席、东海大学医学部消化内科铃木秀和教授，庆应大学

医学部药理学系主任安井正人教授等 12 名境外专家，以及南方医科大学病理生理学系黄巧冰教授，

国家纳米科学中心韩东教授，香港大学医学院中医药学院副院长沈剑刚教授，广州中医药大学李静

教授，北京大学医学部中西医结合学系马志忠教授，北京大学医学部中西医结合研究院院长、中西

医结合学系主任韩晶岩教授，南京医科大学药学院院长韩峰教授，苏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江苏省

血液研究所戴克胜教授，西南医科大学药物研究与功能性食品研究中心主任吴剑波教授，天津中医

药大学朱彦教授 10 名国内专家做了大会报告。 

第二届国际气血大会在气不行血和补气活血、气不固摄与补气固摄、心脏微循环障碍与中医药、

脑微循环障碍与中医药、糖尿病的微血管损伤与中医药、线粒体与能量代谢等 6 个专题，有 24 位学

者在做了专题报告。在教育讲演会场，韩晶岩教授，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常务副院长商洪才

教授，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心血管科主任刘红旭教授，东北师范大学李晓萌教授做了教

育讲演。 

大会还设了 9 壁报专场，54 个青年学者进行了壁报交流。 

第二届气血大会组织了北京大学--香港大学中医药高峰论坛上，香港大学医学院中医药学院沈

建刚副院长、冯奕斌副院长、荣建辉副教授、陈建萍副教授、香港大学化学系杨丹教授、中医药学

院李莎博士、郭维博士进行了专题交流。促进了内地与香港之间的高水平气血研究成果的交流。 

韩晶岩主委兼任日本临床中医药学会副理事长，气血专业委员会与日本临床中医药学会有良好

的交流关系。2019 年第 2 届国际气血大会期间，日本临床中医药学会的理事长日比纪文教授、副理

事长山田阳诚教授、铃木秀和教授、韩晶岩教授，理事池岛桥教授、松本欣三教授、穂刈教授、安

井正人教授、济木育夫教授、木村郁子教授等参会，分别作了大会报告和专题报告，与气血专业委

员会专家交流了中医药研究成果，促进了中医药在日本主流医学社会和大会教授群体中的高水平交



 

 79 / 132 

流。 

2. 其他学术交流 

在国际交流方面， 3 人次参加了 2 个国际学术交流的主持工作；30 人次参加了各种国际学术交

流，其中大会报告 7 个、教育讲演 2 个、专题报告 12 个、壁报 9 个。另有 9 人次在国际大学或者研

究机构讲课或者讲座。 

在国内交流方面，16 人次参加了国内 16 场学术交流的组织及主持工作；70 人次参加了各种国

内学术交流，其中大会报告 52 个、教育讲演 2 个、专题报告 9 个、一般报告 11 个。另有 15 人次在

国内大学或者研究机构讲课或者讲座。 

（四）存在问题及建议 

与研究生院和医学部沟通，为跨学科导师争取招生名额。 

 

三、下年度工作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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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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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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血管内科学学系 2019 年度工作报告 

2019 年，在北京大学医学部的统一领导下，在心血管学系各参加单位及各位专家的共同努力下，

学系的医教研等各项工作均取得满意的成果，现就主要工作总结如下。 

一、管理模式调整 

为了增强学系的凝聚力和团结合作精神，增进临床学院及教学医院的交流，提高学系的职能作

用，在 2019 年伊始，北京大学医学部心血管内科学系在原中心负责人-联络人的基础上，各个中心

增补 1-2 名副主任以上职称的医师作为骨干成员参与到学系的工作中来，共同为学系的建设添砖加

瓦。经过 1 年的磨合，该模式已经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二、教学工作 

（一）本科生与临床教学 

2019 年，北京大学医学部心血管内科学系圆满地完成了临床教学工作。在临床培训工作中，秉

承“回归临床、回归基本功、回归人文”的核心教学理念，教学工作以医学生为中心，将规范化培

训的住院医师、住院总医师、专科医师、主治医师和进修医师全面纳入教学培训对象，因学生制宜，

设计不同层次的课程和培训方案，遵从深化教育改革的方针和要求，为培养符合临床实际需求的各

级各类医学人才做了脚踏实地的教学工作。 

同时，学系非常注重临床教学师资队伍的建设，强调中青年教师基本功的培养。各个教学医院

以不同形式加强中青年教师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方面的培训，邀请各学科的带头人、科室的老教授、

心内科各亚科和兄弟科室的专家进行授课；同时邀请北京大学、医学部和国外学术带头人传授前沿

知识；进行教学查房考核，并有老专家和知名专家进行辅导及点评；实现了对中青年教师的全方位

培养。 

（二）临床病历研讨会 

学系继续秉承重视基础、贴近临床的理念，一年一度的北京大学心血管内科学系临床病例讨论

会于 2019 年 7 月 31 日召开。会议由北京大学第一医院承办，会议依然从真实临床病例入手，由临

床一线医师进行解读，众多专家莅临点评，使参会的基层医生和医学生的临床诊疗水平得到了明显

的提高。 

会议首次采用了网络会议的方式，在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北医三院、北京积水潭医院、北京大

学深圳医院、北京大学首钢医院、航天中心医院、民航总医院、京煤医院、世纪坛医院等多家医院

设立分会场。会议由霍勇教授、李建平教授主持，讨论的 3 个病例分别由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北医

三院、北京大学国际医院提供。在会议中，各中心的专家教授分别就 3 个病例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使与会的临床医师能够深入地理解疾病的诊疗思路，以及最前沿的相关专业知识。这种会议模式和

学术水平得到业内广泛好评，代表了北大医学心血管临床的高水平。 

第三届心血管疑难危重症与学科交叉学术研讨会（CISS 2019）于 2019 年 10 月 26 日在北京大

学第三医院科学报告厅召开。本次会议由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心脏中心、北京大学医学部心血管内科

学系、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延庆医院心脏中心、北京益新医学发展基金会共同主办。大会开幕式由北

医三院心脏中心副主任、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延庆医院心内科主任郭丽君教授主持。北京大学医学部

心血管学系主任高炜教授进行了题为“多学科合作，提升危重症诊治水平”的致辞。高教授强调，

“在‘精准医学’和‘大数据’的时代，提高心血管疑难、危重症救治水平势在必行。疾病发生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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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的多样性、异质性，临床中多学科合作、MDT 有助于提高医疗质量，培养好医生，促进学科发展。 

本次会议除了沿袭前两届以心血管疑难危重症为主题的办会思路，着眼于基础理论和基本技术的同

时，也关注心脏危重症诊疗的新技术。  

（三）研究生培养 

心血管内科学系圆满地完成了 2019 年的研究生培养工作。共有在研究生培养工作中，其中，北

京大学第一医院、人民医院、北医三院、北京大学国际医院、北京大学深圳医院等主要教学医院合

计毕业研究生 28 名，其中临床型硕士研究生 6 名，临床型博士研究生 10 名，科研型硕士研究生 5

名，科研型博士研究生 7 名，均顺利通过答辩。同时，2019 年度研究生招收工作也顺利完成，共招

收研究生 29 名，其中临床型硕士研究生 9 名、临床型博士研究生 9 名、科研型硕士研究生 2 名、科

研型博士研究生 8 名。目前在读研究生共计 117 名。 

心血管内科学系始终以提高临床技能和科研能力作为研究生教学的重点，鼓励研究生参加具有

开创性的科研工作，并积极创造机会安排研究生参加国内或国际会议，并以会议征文、壁报和大会

发言的形式进行学术交流。在过去的一年中，有多名研究生获得了北京大学三好学生、学习优秀奖、

优秀科研奖等荣誉，以及由医学会和其他社会团体颁发的各类奖项， 

在 2019 年 4 月，北京大学心血管学系协助中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学会医药科工作委员会和《中

国心血管病研究》杂志，联合举办了首届全国心血管研究生论坛。旨在为最富活力的青年人才提供

交流学习的平台，展示全国心血管领域研究生科研成果，促进同行间学术交流，为心血管疾病基础

研究与临床应用架起桥梁，提高研究生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为心血管领域研究储备后备人才。 

中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学会医药科工作委员会秘书长、北京大学研究生院医学部分院常务副院

长徐明教授以“面向未来的青年人才成长”为题，期望青年学生着眼当下，放眼未来，坚定理想信

念，在科学研究的道路上，借助优质的科研学术平台和高效的团队协作，勤奋努力，探索追求，成

长为促进国家科学发展的栋梁之材。此次论坛还设置了优秀论文交流环节，并根据学科的分类设立

两个分会场。来自心血管内科分会场的 20 名研究生和心血管外科、基础研究及中西医结合分会场的

17 名研究生分别汇报了他们的研究成果。专家对优秀论文进行了逐一点评。本次论坛共收到有效投

稿 80 余篇，经过专家评审，37 篇论文获奖。 

 

三、科研工作 

（一）科研平台建设 

依托于北京大学和医学部雄厚的科研基础，在 2019 年，我们在心血管领域的基础科研和临床研

究两方面依然保持了较高的水准，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在 2019 年度新增国家级省部级项目 8 项，共

发表 SCI 收录论文 59 篇。在 2019 年发布的中国医院科技量值（STEM）-心血管病学（2018 年度）

中，学系的多家临床学院均获得了优异的成绩，其中北京大学第一医院位列第 12 名、北京大学人民

医院位列第 17 名、北医三院位列第 9 名。2019 年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增选结果揭晓，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血管医学研究所研究员董尔丹新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心血管内科学系始终注重打造自身的科研硬实力。2019 年 9 月 18 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心血管

分子生物学与调节肽重点实验室暨心血管受体研究北京市重点实验室 2019 年度学术委员会会议在

北京大学医学部会议中心举行。重点实验室学术委员会成员、山东大学张运院士等 15 位专家教授，

北医三院金昌晓书记、科研处张纯处长以及重点实验室负责人和科研骨干等出席了会议。国家卫生

健康委心血管分子生物学与调节肽重点实验室主任、北医三院心血管内科主任高炜和心血管受体研

究北京市重点实验室主任、北医三院心血管内科张幼怡研究员分别作 2019 年度重点实验室工作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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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威副教授、姜长涛教授、李子健研究员、孔炜教授分别作了代表性研究成果的学术报告。委员们

对重点实验室近年来开展的工作和取得的成果给予了充分肯定，一致认为在多年实验室在积淀基础

上，近年来坚持“从基础研究到转化医学，再到临床试验工作”的总体研究方向，注重人才梯队的

建设，使基础研究和临床研究齐头并进，发展势头良好。委员们对实验室的下一步的建设和发展提

出了许多建议，包括积极谋求与其它学科，如化学、材料学、人工智能等学科的交叉融合，开发新

的检测和治疗方法；促进科研成果向临床转化，同时重视临床问题的科研化，达到基础和临床的平

衡等。此外，委员们还就人才引进、如何充分发挥实验室的社会功能等方面提出了意见和建议。 

（二）国际交流合作 

心血管学系继续致力于加强国际学术交流，促进国际合作。北医三院心血管内科血管医学研究

所“冠心病临床与基础研究北京市国际科技合作基地” 被认定为 2018 年度北京市国际科技合作基

地。 

由国际心脏学会主办，国际心脏学会中国分会与中国病理生理学会联合承办，北京大学心血管

学系协办的“第 23 届国际心脏大会（ISHR）世界大会”于 2019 年 6 月 3 日至 6 月 6 日在北京国家

会议中心成功召开。本次世界大会是 ISHR 首次在中国召开。本届大会由天津医科大学朱毅教授担

任大会主席，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徐明研究员担任大会共同主席，ISHR 秘书长 Lea M.D. Delbridge 教

授担任会议学术委员会主席，中国科学院上海营养与健康研究院杨黄恬教授担任担任会议学术委员

会共同主席。来自中国、美国、日本、德国、澳大利亚、印度、巴西等 32 个国家 1053 名中外代表

参加会议，其中海外专家近 400 人。会议特别邀请了海内外 180 名心血管领域著名专家学者进行了

专题报告。会议期间共进行了 7 场大会报告，36 场专题讨论会，RJ Bing Yang 获奖青年学者报告会， 

2 场卫星会等，内容涵盖了心脏保护与损伤、心功能障碍、离子通道与心律失常、信号转导、心脏

代谢、血管损伤与修复等 8 个专题的研究成果。这次大会共接受论文摘要 1000 余篇，550 余篇壁报

展示，充分展现了国际上心血管领域最新研究进展。 

在本次大会我国学者积极踊跃的参会、精彩的学术报告和学术水平，受到了与会专家的关注和

高度赞扬。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的周斌研究员获得本年度“杰出研究者奖”，并做大会特

邀报告。北京大学程和平教授、肖瑞平教授；中科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杨黄恬教授；天津医科大

学朱毅教授和香港中文大学黄聿教授被评为 ISHR Fellow （简称 FISHR），这也是中国学者首次被

选为 FISHR，同时徐明研究员增选为新一届理事会的理事。会议期间共有 50 余位来自国内的基础

与临床心血管专家做了专题报告。会议期间的学术报告中，讲者与听众充分互动，讨论热烈，营造

了热烈的学术交流气氛，也充分展示了中国学者的风采。282 位中方青年学者代表在大会上做了壁

报展示并参与优秀壁报评选。 

2019 年 10 月 30 日上午，由北京大学医学部/密歇根大学医学院联合研究所、北京大学医学部

心血管学系、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共同组织的“第九届转化医学和临床研究研讨会”在北京大学第三

医院教学科研楼 219 室举行。密歇根大学 Eugene Chen 教授主持了会议，带领大家围绕“未来心血

管领域的合作计划”进行了热烈、深入的讨论。北京大学医学部王宪教授，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心内

科主任高炜教授、张幼怡研究员、王贵松教授、徐明研究员、凌云鹏教授、张喆教授、肖晗副研究

员，祖凌云教授，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刘健教授，北京大学第一医院李建平教授，密歇根大学心血管

代表团 Marschall Runge、Eugene Chen、David Pinsky、Renee Pinsky、Bertram Pitt、Koy Thanaporn、

Melissa Mccotter、Aleksandr Vendrov 、Nageswara Madamanchi、Paul Tang、Zhong Wang、Haoming 

Zhang、Mike Holinstat 出席了会议。 

    徐明研究员概述了该心血管合作项目的合作背景、介绍了北京大学依托的丰富的临床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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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有的跨区域的合作伙伴、先进的仪器设备以及研究平台，并对未来可能的合作进行了概括的描述，

制定了未来的合作目标，并着重强调了合作的重要意义。北京大学第一医院李建平教授、北京大学

人民医院的刘健教授、北京大学第三医院的凌云鹏教授、王贵松教授分别先后介绍了自身单位的强

势特色资源，以及现有的心血管领域的研究成果，以及对未来合作研究的期待，展示了我校在心血

管领域的雄厚实力。密歇根大学的 Marschall Runge 教授、Eugene Chen 教授、David Pinsky 教授、

Bertram Pitt 教授、Paul Tang 教授等也参与了热烈的讨论。讨论双方一致认为，大家可以充分发挥自

身特色，深度合作，在基金申请、临床研究、基础研究、医学转化多层次多维度开展密切合作，共

同推动心血管领域向前发展，为维护人类健康做出更大贡献。会后北大医学部和密歇根大学医学部

各个成员分小组针对具体合作项目继续开展深入细致的课题讨论。 

 

四、学术交流与推广 

心血管内科学系在加强自身学术建设的同时，也积极投身于学术推广工作，以期惠及全国各地

的广大心内科临床医务人员。学系的各位教授不仅通过微信、微博、医学教育平台分享了大量极具

专业性的文章和精品课程，还通过网络直播平台实时分享手术经验。此外，学系依然坚持举办实体

会议，为各地的心内科医护人员提供与顶尖专家面对面交流的机会。 

心脏康复专业是近年来飞速发展的一个新兴专业，为了使心血管科医师能够进一步了解心脏康

复治疗的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2019 年 9 月，北京大学医学部心血管学系与北医三院心脏中心联合

主办了每年一度的“北京大学心脏运动康复及安全学习班”。以运动心脏康复与运动安全为主旨，

设置运动康复理论、运动心脏病学、运动康复实践等课程，来自临床一线心脏科各专业知名专家、

运动心脏康复实践者进行授课。心血管学系主任/北医三院心脏中心主任高炜教授、北医三院张福春、

祖凌云、徐顺霖教授等就“防控运动风险，推动心脏康复发展”、 “冠心病介入术后患者心脏康复

安全管理”、 “运动中的心血管风险：评估与干预” 、 “运动中心电图的变化意义与危险防范”

等作专题报告。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解放军总医院、哈尔滨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同济大学附属

同济医院等医院的专家也参加了授课。除此以外，学习班关注运动员心脏的安全性，安排了运动员

心脏的心电图及影像课程。工作坊部分进行了心肺运动试验的标准流程、心脏康复有氧运动及抗阻

运动展示，指导学员如何将理论应用于实践中。学员们学习热情高涨，课后还积极与授课专家讨论

心脏康复实践中遇到的各种问题。会议的学术高度和专业品质，以及授课专家的渊博学识和精彩报

告受到与会专家和学员的一致好评。 

为了让更多临床医生掌握冠脉影像学和功能学技术，进一步提高对冠脉病变的准确识别和判断

能力，合理制定冠状动脉介入治疗（PCI）治疗策略并改善治疗效果，2019 年 10 月 19 日，由北京

大学医学部心血管内科学系、北医三院、中国心血管健康联盟等单位主办，北医三院心血管内科承

办的第九届冠状动脉影像与功能学评价高峰论坛（CIFS 2019）在京召开。来自全国各地 500 多名

医学同仁参加。论坛包括冠脉介入影像和功能基础培训、冠状动脉影像与功能学专题讲座、CIFS 首

届辩论表演赛、实战病例、前沿分享、中青年介入与影像病例 PK 赛、护理专场等多个版块。来自

北医三院、香港中文大学威尔斯医院、北京安贞医院、北大医院、北大京大学人民医院、河北省人

民医院、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天津市第四中心医院、江西省人民医院等医院专家分别就

相关基础知识、操作要点、图像识别、结果分析以及最新进展作专题报告，同时围绕腔内影像学和

功能学指导下优化 PCI 这一主题展开病例讨论。郭丽君、张福春、王贵松和张永珍教授分别就冠脉

血流储备分数的理论基础和特性、介入治疗等作精彩报告。在会议期间举行的中青年介入与影像病

例 PK 赛、CIFS 首届辩论表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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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11 月 29 日，北京大学冠状动脉介入治疗高级课程暨冠脉钙化病变 介入治疗高峰论坛

（PUCC2019）在北京拉开帷幕，我国冠脉介入治疗领域众 多知名专家共聚一堂，分享探讨冠状动

脉介入治疗前沿学术成果。王伟民教授、霍勇教授和高炜教授分别代表大会、中国心血管健康联盟

和北京大学医学部心血管内科学系为开幕式致辞。今年恰逢祖国 70 周年华诞，也是 北京大学人民

医院冠脉介入治疗开展 30 周年。三十年来，祖国医疗事业快速发 展，中国冠脉介入事业从弱到强，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的冠脉介入治疗事业也经历 了从初创到领跑的 30 年。本届 PUCC 既是对冠脉前

辈的致敬和感谢，更是一个契机，用实实在在的知识鼓舞和引领新生代力量。PUCC 一如既往，继

承北京大学严谨科学的优良传统，为全国心血管医师提供学术交流平台，为新技术、新理念、新知

识的发展做出努力。今年的 PUCC继续秉持既往的会议风格，将会议主题发言与病例分享有机结合，

课程异彩纷呈，囊括了冠脉介入领域热点难点和前沿内容。 

 

五、总结 

时值 2019 年岁末，在这辞旧迎新的时刻，学系的工作期待着开启一个新的篇章。心血管学系将

继续以整合资源、搭建平台、深化合作为工作重点，加强国内和国际交流，使学系各附属医院在医、

教、研等各个方面建立更加紧密地联系，共同助力北医心血管科学的整体发展，以期在未来取得更

加瞩目的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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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科医学学系 2019 年度工作报告 

在医学部教育教学改革顶层设计的架构下，全科医学学系通过组织多项培训和学术活动，搭建

良好的交流沟通平台，充分展现了全科医学的重要地位，引领着国内全科医学教育工作的发展。现

将 2019 年度北京大学医学部全科医学学系具体工作总结如下。 

 

一、全科医学学系的工作概述 

全科医学学系在本年度顺利完成换届工作；圆满完成了本科生教学任务；在研究生的培养过程

中，不断探索出一些创新的举措，取得较好成效，申请扩充全科研究生名额，储备优秀人才；起草

基层实践基地全科医学带教教师教学职称评审办法，推动带教教师职称评审路径；主办各类师资培

训班、精英训练营、培训交流会等，为学科建设搭建教学科研交流平台；签署战略合作协议，推动

学科发展建设；及时总结工作中发现的不足，并不断改进。经过不懈的努力，全科医学学系的工作

在原有基础上取得了更加深层次、多元化的发展。 

 

二、具体工作总结 

（一）主要承担的教学任务及完成情况 

1. 本科生教学工作 

2019 年全科医学学系完成了 2015 级八年制《全科医学概论》教学任务。在施行《全科医学概

论》大纲修订后的第二年（理论课 18 课时，社区实践 54 学时），符合带教要求的基层实践基地逐步

承担教学工作，在“不同阶段健康问题的社区管理(传染病)”、“全科医学中的交流与沟通”两堂课

程中担任授课教师。各院授课教师通过集体备课等形式确保教学质量，认真完成社区实践带教，并

成立命题小组进行期末考核。最终，所有学生通过考核。此外，各附属医院的全科医学教研室配合

附属医院教育处完成了 2015 级基础医学专业本科生的临床教学工作，使学生对全科医学有了初步认

识。 

民航医学中心（民航总医院）承担了医学部 2015 级留学生班 20 名学生的全科医学理论课及实

践课的授课，2019 年累计课时数 74 学时，使学生们充分认识全科医学的现状、发展以及未来，掌

握基本的全科医学知识，获得了学员们的一致认可。 

北医社区卫生教学基地及基层实践基地（什刹海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北太平庄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北医三院二门诊、新街口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完成了医学部本科生（基础医学、八年制）的社

区见习工作，精心设置了轮转计划和课程，并进行了评估和反馈。 

2. 研究生培养工作 

基本情况： 

北大医院 2019 年下半年在读全日制全科医学研究生 8 名，其中 2017 级 3 名，2018 级 3 名，科

研型研究生 2 名（硕士 1 名，博士 1 名），在读在职全科医学硕士研究生 2 名。 2019 年毕业生 5 人，

毕业去向分别是：北京市西城区什刹海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科医生；山西大医院，全科医生；北

京积水潭医院，全科医生；青岛市市立医院，全科医生；厦门长庚医院，全科医生。 

人民医院 2019 年下半年在读全日制全科医学研究生 6 名，其中 2017 级 3 名，2018 级 3 名；在

读在职全科医学硕士研究生 3 名。2019 年毕业生 4 名，毕业后去向分别是：兰州大学第一医院，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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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医生；杭州市余杭区第一人民医院，全科医生；浙江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全科医生；内蒙古兴安

盟人民医院，内科医生。 

北医三院 2019 年下半年在读全日制全科医学研究生 6 名，其中 2017 级 3 名，2018 级 3 名；在

读在职全科医学硕士研究生 4 名（临床型）。2019 年毕业生 3 名，毕业后去向分别是：北京市海淀

医院，全科医生；山西大医院，全科医生；北医三院党校院区，全科医生。 

截至 2019 年 8 月 1 日，已毕业研究生人数为 52 人。 

研究生培养： 

入学教育：针对研究生在临床工作中出现的问题，部分附属医院全科医学教研室组织了研究生/

住院医师临床工作技巧培训会，对病史询问、病历书写和体格检查等方面对新生进行了具体指导和

培训。同时加强导师对新生的关怀和指导。教研室要求研究生和规培生导师进入轮转科室，了解学

生临床工作状态和思想感受。这一要求既拉近了新生和导师之间的距离，也让新生在入学之初更快

得到支持，提高岗位胜任力，建立归属管，尽快适应环境。 

日常管理：研究生和住院医的过程管理更加规范系统。2018 年各附属医院全科医学教研室为每

位研究生和住院医师制作了档案册。学员的轮转计划、考勤表、出科考试试卷都由学生主动放入档

案册。反思日志和指导老师修改的病历也放在档案册中。全科医学教研室负责管理和督导工作，教

辅老师会定期（每两周）提醒学生进行档案整理。 

全科门诊：北大医院在全科医学科建科之后，三年级研究生在全科门诊独立出诊，上级医师在

其他诊室同步出诊，负责为研究生答疑解惑并在需要时给予指导和帮助。 

英语沙龙：各附属医院都坚持每周举办一次全科医学英语沙龙/英语角，由研究生和全科规培生

共同参与，导师定期参加，在提高同学英语水平的同时分享临床经验，为学生提供更多展现自己能

力的机会。 

演讲比赛：2019 年演讲比赛决赛拟定于 2020 年 1 月 11 日举行，由研究生自行组织内容，参与

的演讲者为全体二年级研究生及规培生。通过本届演讲者的展示，感受到了大家对全科医学的理解

程度越来越深入，对未来的工作和前景越来越有信心。 

3. 住院医规范化培训 

医教研协同，同等学力申硕工作顺利进行：住院医规范化培训学员与全科医学硕士研究生在教

育培养方面，实行统一标准。鼓励规培阶段的住院医参加国家同等学力申硕考试。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已经取得同等学力硕士研究生学位者共 5 人（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2 人，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3 人）。 

实施新版《全科医学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第二阶段培训细则》：修订之处主要为：1.突出全科疾

病谱特征及技能要求，强调医学岗位胜任力；2.适合全科的形成性评价；3.对教学、科研、管理能力

的关注；4.体现了具有专业方向的全科医生培养理念，关注老年医学、临终关怀等全科热点。同时，

依据新版细则要求，所有轮转全科二阶段的住院医师均需进行网上在线登记轮转计划，保证轮转准

时准确完成。 

全科住院医师岗位胜任力大赛：定于 2020年 1月 11日进行首届全科住院医师胜任力大赛决赛。

该项活动的举办，旨在提升学员的岗位胜任力，加强不同医院间学员的交流沟通，为培养具有更强

实践能力的学员更多施展空间。 

4. 其他教学、培训工作 

全科医学转岗培训工作：积极完成北京市全科医学培训中心组织的 2019 年全科医学转岗培训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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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和 2020 年培训启动工作。2019 年附属医院已完成转岗培训工作者共 25 人（其中北大医院 15 人，

人民医院 6 人，北医三院 4 人）。多家附属/教学医院作为实践基地，接受来自临床和社区的转岗培

训人员，按要求进行带教工作。 

进修医师培养工作：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全科医学科自 2019 年 5 月起承接由教育处安排的进修医

师工作，承接四川省人民医院全科医学中心主治医师 1 人、房山区长阳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科骨

干 1 人进修工作。制定个性化进修学习计划，开展包括全科医学科、内科亚专科进修学习，并且支

持进修医师参加科室及学系主办的科研培训及师资培训。 

医院与基层基地联合教学工作：是三级医院“全科思维”与社区全科医疗的有机结合。在完善

规范化培养的过程中，注重师资的培养和学员综合能力的提升，关注全科医学特点，进行相关教学

课题的探讨。学系自 2018 年创新性开展了医院-社区联合病例讨论以来，持续保持较高水准的集体

备课及互动讨论模式，2019 年共开展 5 期，获得广泛好评。这一教学形式的基础在于，由学生和社

区及专科带教老师进行集体备课，参与过程中，学生积极提问，也积极解答问题，不仅锻炼了学生

的临床思维，也促进了社区基地和全科教学基地的教学融合，帮助社区带教老师更新知识储备，收

效显著。 

全科医学研究生导师至社区出诊带教：为了落实北京市印发实施的《北京市关于改革完善全科

医生培养与使用激励机制的实施方案》文件精神中提到的“鼓励具有医师资格证书的高校教师到基

层实践基地进行执业注册和全科医学带教”，北大医院全科医学科 4 位专家到基层实践基地（北太平

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多点执业、开展教学门诊工作，带教对象包括社区骨干师资以及全科规培学

生等。通过多点执业，综合医院全科教师进一步了解社区需求以及就诊患者的疾病状态，社区医生

得到了进一步的提升，对双方均带来促进。 

（二）学科建设及科研活动 

2019 年，全科医学学系依托各家临床医院，在加强全科医学科建设、科研能力提升方面，积极

开展各项工作。 

1. 全科医学学科建设 

北大医院作为学系牵头单位，自 2017 年积极筹建全科医学科以来，2019 年门诊增长较 2018 年

提升达 1 倍以上，在 2019 年的摸索和实践中，将科室工作规划得日趋完善。2019 年 3 月 20 日，北

京市密云区政府与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关于深度融合统筹共建密云区医院合作框架》，将元北京市密

云区医院更名为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密云），实现了医院本部与密云院区全科医学科一体化发展。 

人民医院 2019 年 11 月起着手全科医学科筹备工作，王晶桐主任作为全科医学科召集人进行前

期工作，2019.12.17 进行北京市卫健委加注全科医疗诊疗科目的检查，顺利通过验收，继续后续相

关工作。2019.12.19 全科基地接收北京市全科基地检查，人民医院教学内涵丰富，获得在场专家好

评。 

北医三院在 2019 年加强研究生培养及课程管理，研究生培养内容由教研室主抓，结合今年来学

生培养中存在的弱点和问题，给予针对性的培养和训练，有效提升了学生的思维能力和独立接诊能

力。近年来学生参与各项考核均全员通过，并取得优秀的成绩。 

北京世纪坛医院于 2019 年成立独立全科医学科，全科门诊开设教学门诊，加强全科住培医师的

全科理念。 

2. 全科住培基地建设 

北大医院及中日友好医院接受中国医师协会全科专家国家级全科医学教学基地评估；各家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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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院均接受北京市全科医学教学基地评估。 

3. 科研工作 

引入基层诊疗适宜工具及培训模式探索项目（简称 PACK 项目）：项目负责人为迟春花教授、

郑家强教授，已完成密云区全部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及医务人员调研，本课题初步研究结论在第六届

中国全科医学大会进行汇报并获优秀论文一等奖。 

首发项目：本课题由 2018 首都卫生发展科研专项资助，项目由迟春花教授担任负责人，题目

为“互联网+技术降低社区慢阻肺患者未来风险”，项目执行周期为 2018 年 1 月至 2020 年 12 月。 

鄞州项目：本课题由北京大数据研究中心资助，项目由迟春花教授及周国鹏主任担任项目负责

人，题目为“基于鄞州区域医疗数据平台的慢性下呼吸道疾病诊疗回顾性研究”。 

健康呼吸中国项目：负责人为迟春花教授，为国际合作项目。目前 8 个研究点已经完成筛查工

作，开始进行数据分析。 

与基层联合申请科研课题：人民医院与展览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合作申请的科研课题——西城

区可持续科研项目已获批（题目为“西城区社区老年人肌肉减少与衰弱的筛查”）。 

北京大学医学部教学课题：PBLI 能力培养模式在全科住院医师培养中的应用，负责人：魏雅楠。 

院级科研课题：全科门诊强化戒烟干预降低门诊吸烟比例。负责人：高畅。目前本项目处于伦

理审批阶段。 

（三）教育及学术交流情况 

1. 全科医学师资、骨干培训班 

2019 年 5 月 29 日举办 “首届京城全科医生沙龙”，旨在加强北医自身带教师资力量，共同探

讨师资带教工作与师资能力提升。 

2019 年 5 月 29 日-30 日，主办“基层全科医学骨干高级研修班”。 

主办“北大全科医学高级科研训练营”，第一期于 2019 年 6 月 14-15 日举行，第二期于 2019 年

8 月 23-24 日举行。通过系统而具体的科研培训课程，为学员提供了一次听得懂、用得上的培训体

验，并对学员提供一对一的课题分析、指导。 

2019 年 6 月 21 日，在贵州遵义举办首届“健康教育专员培训班”。 

2019 年 7 月 16 日，举办了第三期“全科医生精英训练营”，医学部詹启敏主任出席了本次活动，

用热情洋溢的讲话，鼓舞了在场的青年全科医生，詹主任对北医培养的优秀全科医学人才进行了赞

扬与认可。 

2019 年，受西城区卫计委及社管中心委托，完成了“西城区社区全科医生师资骨干培训项目”

（第三年），学员的参与积极性较前两期更高，配合度更好。 

北大医院接受学系委托，承办青海全科医师师资培训班,6 天的培训课程，让学员从教学理念到

教学技巧都得到了大幅提高,得到全体学员和青海省卫健委科教司领导的高度认可。 

人民医院老年科在 2018 年-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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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国内外学术交流 

国内： 

作为支持单位，参与 2019 年吴阶平医学基金会家庭医学部学术年会暨第三届青年医生临床能力

竞赛决赛，于 2019 年 6 月 21 日在贵州遵义召开。 

在国家卫健委和中华医学会的指导下、中华医学电子音像出版社的支持下，成立“中华全科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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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继续教育学院”。于 2019 年 8 月 16 日召开启动会。 

主办的“2019 北大医学论坛-第七届全科医学与社区卫生发展论坛”于 2019 年 10 月 25-26 日在

西郊宾馆召开。 

人民医院 2019年 10月 23日举办北京第五届社区全科医师胜任能力培养论坛——“循证肌少症”。 

人民医院 2019 年 12 月 6-8 日举办 2019 第三届老年慢病管理及老年综合评估论坛。 

国外： 

与伯明翰大学及当地专家定期远程会议，讨论发展战略及具体相关工作。 

邀请英国国家医学教育局国际合作司司长 Ged Byrne 教授来访，与国家卫健委和北大医院相关

领导座谈，分享国内全科发展现状，交流全科医学教育议题，讨论一带一路合作和英国对中国的专

项繁荣基金项目。 

2019 年 7-9 月协助组织北大医院和社区全科医生访问伯明翰，讨论基层卫生科研发展工作，以

国际慢阻肺管理项目为依托，探索发展适合于我国的科研思维和科研方法的培训方式和手段。 

继续与英国伯明翰大学合作，承接基于医改的社区卫生和全科医学高级研修班。 

作为主要执行部门，参与北京大学医学部与英国 Babylon 公司合作备忘录签约及后续项目开展。 

（四）存在问题及建议 

1. 师资能力尚待提升 

针对全科教学，目前本科生理论教学对于师资标准有较高要求，部分医院师资在数量上仍不足，

在质量上尚不能满足本科生教学需求。针对这一状况，在教学能力提升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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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师资数量上，积极动员医院各专科对

全科教学有热情、具有良好带教能力的师资加入全科转岗培训中，扩充全科师资队伍。 

2. 全科研究生岗位胜任力待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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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全科医学的培训较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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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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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年度工作计划 

1. 推进全科医学科建设：以北大医院全科医学科建设为参照，指导学系各直属附属医院及教学

医院稳步推进全科医学科建设。 

2. 提升师资能力：重点是北医系统内部的师资培训、精准提高带教水平，吸引更多优秀专科师

资加入全科医学教研室工作中，鼓励其参与全科转岗培训，加注全科医学，发展和培养本院全科医

学师资队伍，掌握全科医学相关理论知识和教学方案，建设理论师资。 

3. 狠抓教学落实：深入细化研究生和住院医师培训管理、提高教学影响力，狠抓全科医学住院

医师培养，在基础知识、操作技能、外语能力、科研能力上给予针对性培养策略，全面提升全科住

院医师岗位胜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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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大力提高全科住院医、研究生能力：年度考核制度、协助规划重要考试复习安排并安排必要

的辅导，确保执医考试、结业考核、毕业考核 100%通过率。 

5. 提升科研能力：开展针对性科研培训课程，针对不同层级人员给予针对性指导，动员各单位

积极参与课题申报，并给予指导支持，推动现有科研项目稳步实施，有目标的整理发表，促进产出。 

6. 健康促进与健康教育：建立病人教育中心，依托现有健康促进工作基础，在健康科普讲座、

微信公众号推送科普、书籍编写，与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联动，推动全科健康促进工作，与国际、

国内相关机构合作，引进病人教育资源，结合国情制定系统性的患者教育体系，特别是建立患者自

我教育体系。 

 

2020 年北京大学医学部全科医学学系将进一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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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图： 

 
图 1. 全科医学学系第四届第一次委员会会议合影，2019 年 10 月 24 日 

 

 
图 2. 主办“2019 北大医学论坛-第七届全科医学与社区卫生发展论坛”于 2019 年 10 月 25-26 日在

西郊宾馆召开，同时进行第四届全科医学学系换届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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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2019 年 12 月 10 日，作为主要执行部门，参与北京大学医学部与英国 Babylon 公司合作备忘录

签约仪式 

 

 
图 4. 第三届全科医生精英训练营，詹启敏主任出席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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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湿免疫学学系 2019 年度工作报告 

一、临床学系的工作概述 

今年是北京大学医学部风湿免疫学学系成立的第八年，在 2019 年度，学系在不同层面上组织举

办了多种医学教育及学术交流等活动。首先在新年初始之际，召开了全学系的年度会议、年度工作

总结研讨会及第三届的换届选举工作。之后在各季度分别举办了系列青年沙龙活动、英文写作培训

班等医学教育活动。另外，在 2018 年学系成还功举办了第九届全国疑难重症风湿病学术会议、首届

临床病例讨论会及京西血管炎论坛。 

 

二、具体工作总结 

（一）成功举办 2019 年学系年度会议 

2019 年度北京大学医学部风湿免疫学学系年度会议于 2019 年 1 月 12 日在北京举行。北京大学

医学部风湿免疫学系主任、北京大学人民医院风湿免疫科主任栗占国教授出席并致开幕辞，学系副

主任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张卓莉教授、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苏茵教授、北医三院刘湘源教授、积水潭医

院宋慧教授以及中日友好医院王国春教授均出席会议。同时，学系十四家单位均参加了此次大会，

包括远道而来的北大深圳医院王庆文教授和北京大学滨海医院的郭翎飞教授。学系主任、副主任及

成员们担任会议讲者及主持工作，会议由学系秘书、北大人民医院风湿免疫科贾园教授主持。来自

学系所属医院风湿免疫科的学科骨干、研究生、在校学生、住培生和进修医，以及北医系统外的风

湿免疫学同道及兄弟科室同道近 200 人参加了此次会议。 

会议开始，扶琼教授首先就“系统性红斑狼疮的发病机制研究进展” 进行专题讲解，从遗传学

的角度深入阐述了系统性红斑狼疮的最新研究进展。之后，栗占国教授发表演讲“骨关节炎—从临

床到指南”，从骨关节炎的概述、治疗专家共识、DMOADs 与个体化治疗三个方面进行详细阐述，

呼吁大家重视骨关节炎的临床和基础研究，推动患者生存质量的改善。之后，北京医院程永静教授、

北大人民医院刘燕鹰副教授、北医三院邓晓莉教授、北大一院张卓莉教授、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

赵义教授、北京协和医院郑文洁教授、中日友好医院王国春教授以及北大国际医院李胜光教授，分

别就风湿免疫科医师在临床工作中最关心且最难处理的几个问题进行了系统回顾或最新进展总结，

包括：“2018 年大血管炎更新分类标准”、“2018ACR IGg4 相关疾病的新分类标准解读”、“IVIG 临

床应用的几个问题”、“类风湿关节炎研究进展及 2018 年 ACR 热点”、“风湿性疾病与视神经脊髓炎

谱病”、“2018 年白塞病研究的几个热点”、“系统性风湿免疫病 2018 年 update”以及“ANCA 相关

性血管炎 2018 年 update”。 讲演内容新颖、生动，全场听众紧跟讲者思路，气氛活跃。报告展示了

风湿免疫病近几年的研究进展及国内的领先工作，为大家开拓了风湿免疫疾病的诊治思维，在临床

和科研方面都具有启发和指导意义。 

同时，大会特邀请了北大人民医院皮科周城副教授针对“风湿病皮肤表现、病理鉴别及皮肤镜

的临床应用进展”进行了跨学科的讲解，运用大量生动形象的图片展示了多种风湿免疫疾病的皮肤

表现及其病理特点，并进一步阐述了皮肤镜在风湿免疫病中的应用，从交叉学科的角度为风湿免疫

科医生答疑解惑，为以后的临床工作打下了更扎实的基础。最后，积水潭医院伍沪生教授做了会议

总结。 

本次会议内容新颖，讲者精心准备，是一场高水平、高层次的学术盛宴。相信此次会议对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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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会者对风湿免疫病的认识及诊治水平并促进医学生及青年医生交流合作有重要作用。（图 1） 

（二）学系工作总结讨论会及第三届学系换届选举 

在 2019 年学系年度学术会议之后，学系主任、副主任及成员们就学系 2018 年的工作进行了总

结，2018 年学系成功举办了学系年度会议暨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建院百年系列活动，主办了第十届类

风湿关节炎国际论坛（IFRA）、第八届全国疑难重症风湿病学术会议、干燥综合征继续教育学习班、

第二届京西血管炎论坛，并分别在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及北京大学第三医院举办

了三届青年医师沙龙活动。 

总结工作之后，由原主任栗占国教授组织学系成员，学系主任、副主任及成员们进行了第三届

的换届选举工作，以民主选举的程序，在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下，采取不记名投票的方式，评

选出了新任第三届北京大学医学部风湿免疫学学系主任 1 名，副主任 6 名，成员 27 名。之后学系向

医学部教育处递交了纸质版及电子版换届申请。之后经医学部教育处上报，目前已获得批准。 

学系换届选举工作之后，还就 2019 年的工作重点进行了讨论。对 2019 年的工作计划进行了展

望和布置。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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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医学生机年轻医师、发展风湿病学，学系在 2019 年继续举

办系列“青年医师沙龙”。活动仍以学系在校生及青年医师为主要对象。2019 年又举办了三届，分

别于 2 月、6 月和 10 月在学系组成单位：北京积水潭医院、北京中日友好医院及北京医院举办，交

流内容及讲题二十余项。来自各家学系单位风湿免疫科的在校生及青年医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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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医学生及青年医师的成长意义深远，受到在校学生及医师的欢迎。（图 2） 

（四）成功主办第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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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办、北医三院承办的第九届全国疑难重症风湿病学术会议

于 2019 年 7 月 20～7 月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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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邀国内著名的专家学者针对风湿病诊治的热点、难点及疑点问题进行了大会专题报告。应邀

出席大会并作专题报告的专家包括北京大学医学部风湿免疫学系主任栗占国教授、副主任张卓莉教

授、苏茵教授、王国春教授、学系顾问伍沪生教授、其他学系骨干专家教授及京内外知名学者数十

人。来自全国各地的风湿免疫及相关专业领域 200 余人参加了本次大会。北京大学第三医院风湿免

疫科常务副主任赵金霞副教授主持开幕式，北京大学医学部风湿免疫学系主任栗占国教授进行大会

致辞。栗占国教授首先对本次会议的顺利召开表示祝贺，对参会的同道表示热烈的欢迎，并肯定了

疑难重症风湿病诊治学习班对于提高风湿科医生的临床诊治水平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与会专家给大家呈现了一堂又一堂精彩纷呈的报告，为参会者带来了丰富精彩的临床经验和诊

治体会。栗占国教授分享了低剂量 IL-2 在 SLE 治疗中的应用经验，同时指出了低剂量 IL-2 在其他

风湿病中的应用前景，为未来风湿病的治疗提供了新的方法和策略；伍沪生教授介绍了白塞病的诊

治进展；王国春教授结合自己科室的临床积累重点分享了炎性肌病临床诊治过程中的经验和前沿进

展；张奉春教授讲解了从 JAK 抑制剂看 RA 诊疗新进展；张卓莉教授降解了免疫检查点抑制剂治疗

风湿病的机遇与挑战；李梦涛教授讲解了中国 SLE 真实世界研究的现状与展望；刘湘源教授讲解了

风湿病患者不良妊娠诊治中的反思及 547 例复发性免疫相关不良妊娠患者抗免疫治疗后随访；穆荣

教授分享了发热待查的诊断思路；张学武教授幽默风趣的讲解了痛风诊治过程中的难点；赵绵松教

授结合医院特点分享了风湿病与淋巴管受累的诊治经验；贾园教授介绍了巨噬细胞活化综合征诊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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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初探；王妍教授和王海燕教授作为非免疫学专业的专家，分别从免疫系统疾病合并妊娠的监测

及产科抗磷脂综合征诊治进展方面做了大会发言；邓晓莉教授讲解了风湿病患者的生殖健康问题；

王庆文教授和赵义教授分享了风湿病与肿瘤以及风湿病与视神经脊髓炎谱系疾病；苏茵教授、张莉

芸教授、李玲教授、李胜光教授、赵金霞教授、王宽婷教授、刘蕊副主任医师给大家带来了精彩的

病例分享。最后刘湘源教授主持闭幕式，并进行了大会总结和致辞，期待明年的再相聚。（图 3） 

（五）学系举办英文论文写作培训班 

为了提高风湿免疫专业医学生及年轻医生的英语论文写作水平，使我国更多的研究成果得以在

高质量的国际期刊上发表，北大医学部风湿免疫学学系于今年发起“英文医学 SCI 论文写作-风湿免

疫专业人才培养” 精品培训项目。本项目邀请英文写作领域内的资深讲者进行授课，通过写作理论

授课和工作坊实战演练的方式，提高学员的英语表达能力及写作水平。首期培训班于 2019 年 5 月

19 日在北京举办，第二期于 2019 年 7 月 28 日在北京大学深圳医院举办，第三期则于 12 月 15 日在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举办。在三期培训班上，学系主任栗占国教授、中华医学杂志英文版名誉总编辑、

美国新英格兰医学杂志编委照日格图教授、常青藤医学编辑创始人张科宏博士、上海医学会循证医

学委员会委员张骏延讲师分别给予了精彩的授课，授课内容从基础的写作要求、格式到写作思路、

要点，还包括如投稿题目、Meta 分析等有针对性又实用的讲题，从不同角度为学员讲解医学科技文

章的英语写作规范和技巧。在工作坊实战演练中，则以学员提供的文章为范本，进行整体结构、全

方位的逐句分析及讲解，并提出了解决方案。目前已有近百位学员参加了培训。该培训班在明年还

将继续进行，会有更多风湿免疫专业医学生、学术骨干由此获益，有助于提高英文论文写作水平，

将自己的研究得以在国际期刊上发表，提高北大医学部风湿免疫学科的国际影响力。（图 4） 

（六）学系举办首届临床病例讨论会 

2019 年 11 月 28 日，北京大学医学部风湿免疫学系首届《临床病例讨论会》在北京大学国际医

院学术厅举办。北京大学医学部风湿免疫学系副主任、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苏茵教授、北京大学国际

医院杨雪松副院长、医务部刘宇主任分别致辞和寄语，北京大学国际医院风湿免疫科李胜光主任及

学系秘书、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贾园教授主持了此次会议。 

疑难重症是风湿免疫专科特点，好的病例就是好的老师，大会在学系所属单位内精选了 10 例具

有启迪意义的临床病例进行了大会分享，并有专家进行病例点评。与会者百余人，来自学系所属十

余家医院和京内外的其他兄弟医院。讲者们的精心准备和精彩演讲引发了听者极大的兴趣，现场进

行了热烈而深入的讨论。此次病例讨论会不仅有助于提高风湿免疫学科临床诊疗，还加强了兄弟医

院之间的交流。（图 5） 

（七）学系主办第三届京西血管炎论坛 

第三届京西血管炎论坛于12月19日在北京大学首钢医院召开，北京大学首钢医院向平超书记、

风湿免疫科主任王宽婷主任致辞，学系副主任、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张卓莉教授和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赵金霞教授分别就 ANCA 相关性血管炎的诊治进展以及结缔组织病的心脏受累情况进行了演讲。北

京大学人民医院刘田副教授分享了大动脉炎的生物制剂治疗，首钢医院王丽芳主治医师带来了疑难

病例分享。参会的近百位专业同道一起与各位到会专家展开学术探讨，并结合疑难病例进行深入交

流。此次论坛加强了风湿专业领域的学术交流与合作，为学系各单位的交流学习提供了良好的机会

和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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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下年度工作计划 

北京大学医学部风湿免疫学学系在 2020 年的工作计划包括继续开展专题学术会议、英文写作培

训、青年医师沙龙、临床病例讨论等活动，以促进风湿免疫学科发展及医学生及青年医师培养。并

拟开展青年教师讲课培训、教学经验交流等活动，提高在校生及年轻医师的演讲水平以及教学水平。 

（一）第一季度： 

1. 召开学系内部工作会议，商讨年度学系工作重点内容。 

2. 召开学系 2020 年度学系年度学术会议。 

3. 举办 “青年医师沙龙”活动，请青年医师及医学生分享自己的科研、临床或教学工作经验，

互相交流。 

4. 举办一期风湿英文写作培训班。 

（二）第二至三季度： 

1. 举办两期风湿英文写作培训班。 

2. 举办第一期青年教师讲课培训。 

3. 举办两届“青年医师沙龙”活动，学系各家医院轮流主办。 

4. 主办第十届全国疑难重症风湿病学术会议。 

5. 主办类风湿关节炎国际论坛。 

（三）第四季度： 

1. 举办一期风湿英文写作培训班。 

2. 举办一届“青年医师沙龙”活动。 

3. 举办第二届临床病例讨论会。 

 

附图： 

 

图 1  学系举办 2019 年度学系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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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学系举办系列青年医师沙龙 

 
图 3  学系主办第九届全国疑难重症风湿病学术会议 

 
图 4  学系举办英文论文写作培训班 

 

图 5  学系举办临床病例讨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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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射肿瘤学学系 2019 年度工作报告 

2019 年，放射肿瘤学系完成了换届，通过第二届、第三届学系同仁的共同努力，学系取得了长

足进步，但也存在不足之处。现将主要工作总结如下： 

一、住院医师的规范化培训及专科医师培训 

在肿瘤放疗住院医师的规范化培训及专科医师培训方面，学系做了大量的工作，并取得了一定

的成绩。在肿瘤放疗住院医师和专科医师一体化培养方案方面，学系已初步达成了共识，住院医师

培训联合了基地，专科医师培训基地标准方面实行符合条件的各家医院独立成立基地，不足亚专业

到兄弟医院补充培训的创新方式，使得我们几家重点医院均成为北医专科医师培训基地。 

放射肿瘤学系成立来，在整合北医的放疗资源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为了进一步发挥学 系内各

医院放疗方面的优势，学系通过协商，决定采用依托肿瘤医院，以放射肿瘤学系的工作为基础，由

学校统筹，各医院优势互补参与的联合方式，建立北医系统内部规范化的放疗培训体系，参与北京

市住院医师规培和北医专科医师培训试点。 期间学系已多次跟医学部领导沟通，并得到了北医教育

处、继续教处及相关附属医院的大力支持。  

二、以医学部放射肿瘤学系为平台，促成放射物理专业研究生招生 

在医学部领导的大力支持下，在学系成员的共同努力下，放射物理专业方面研究生的招收工作 

也取得了重要进展，北医于 2017 年开始招生放射物理研究生。 并与北航物理学院联合培养医学物

理研究生。 

三、利用放射肿瘤学系平台，开展多种学术活动 

以肿瘤医院为主体，在北医系统内部，开设了《放射肿瘤学基础》、《放疗肿瘤学临床》及《放

射靶区勾画与射野设置》三门研究生课程，总共 29 次课 58 课时，同时各医院还举办相关讲座，

全国学习班：全国放射性粒子规范化治疗肿瘤培训班，全国立体定向放疗进展与规范化治疗学习班，

全国精准消融放疗技术设备进展及规范化高级培训班、全国妇 科肿瘤规范化治疗学习班和全国前列

腺癌多学科规范化综合治疗学习班;全国性的放射性粒子治疗头颈部肿瘤的规范化培训等等。  

促进国内外学术交流。每年邀请国外知名专家做专题讲座等。 Astro 时任主席 Bruce 访问北医

放射肿瘤学系，与时任学系主任王俊杰教授做放射肿瘤学领域讲座。 

多次组织或参与举办大型学术会议次，并办成了全国品牌。如肿瘤医院 Astro 会后会，北医三

院近距离治疗学术会，北大医院泌尿系统肿瘤学习班。  

四、利用各种机会，大力宣传放射肿瘤学系 

积极参加各种专业性学术活动。在全国和国际学术舞台上有北医放疗人的发声。  

五、参与外校授课，在北医 、开设《放射肿瘤学入门》选修课程  

1. 北医三院 每年度完成北京理工大学本科带教任务(16 课时)。  

2. 在北医本部开始开设选修课程《放射肿瘤学入门》。  

六、重视研究生教育，定期组织研究生汇报，如期完成一阶段、二阶段考核  

因为医教协同的缘故，研究生的规培有一部分时间不在科室，为了加强研究生的管理，肿瘤医 院、

北大医院、北医三院都定期(6 个月)举办研究生报告会，了解研究生动态，以便及时给予研 究生指

导与帮助。在研究生一阶段、二阶段的理论考试与面试方面，学系能及时保质保量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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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不足之处 

1. 学系内各医院交流尚嫌不足，资源利用不够； 

2. 学系网站没有很好地发挥作用； 

3. 学系教学尚未有专门的教材； 

4. 学系内缺乏靶区勾画规培标准； 

5. 住院医师规培及专科医师规培中还没有充分发挥各医院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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胸外科学学系 2019 年度工作报告 

一、胸外科学学系的工作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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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0 余张，2019 年度

手术例数 13000 余例，师资构成博士生导师 8 名，高级职称教师 71 名。2019 年度在读研究生 60 名

（博士研究生及硕士研究生总计）。 

北京大学胸外科学系已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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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度，各学系单位在学系主任李简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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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人民医院王俊主

任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成为 2019 年度胸外科学系最为骄傲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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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进行多项教学改革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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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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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胸外科学系各单位主办多项国家级和北京市级继续教育项目。209 年度，胸外科学系各

单位总计主办国家级继续教育项目 2 项，北京市级继续教育项目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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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主持或参与各级各类考试题目命题与审核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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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各成员单位在学科建设和科研方面

均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 

1.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胸外科，2019 年手术例数 1305 余例。在研课题 5 项。2019 年发表 SCI

论文 2 篇，核心期刊论文 1 篇。主办北京市级学术活动二次。林钢、张诗杰副主任医师赴拉萨开展

援藏工作，开展多项西藏地区胸外科首例手术。 

2.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胸外科，2019 年手术例数 2115 余例。2019 年，科研在研项目 8 项。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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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成功举办第 24 届全国胸腔镜及胸部微创手术学习班，及 2 期胸腔镜肺叶切除术手术国际培训班。

王俊主任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 

3.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胸外科，2019 年手术例数 1013 例。2019 年度在研课题 4 项。2019 年度发

表论文 9 篇，SCI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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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次。 

4. 北京大学肿瘤医院胸外一科，2019 年手术例数 924 例。2019 年新获批科研项目 2 项，参与

多中心研究 6 项。2019 年发表 SCI 论文 6 篇。举办各类学习班 20 余次。 

5. 北京大学肿瘤医院胸外二科， 2019 年手术例数 1011 例。2019 年在研科研项目 7 项，新获

批科研项目 4 项。2019 年度发表 SCI 论文 8 篇。成立北京肿瘤医院胸部肿瘤中心，主办胸部肿瘤中

心第四届学术年会。 

6. 北京大学北京医院胸外科， 2019 年手术例数 1126 例。2019 年度进行开展肺移植的前期工

作。2019 年发表论文 5 篇，在研课题 5 项。 

7. 中日医院胸外科，2019 年手术例数 1600 余例（包括肺移植手术 100 余例）。2019 年度发表

论文 17 篇，SCI7 篇，中文核心期刊 10 篇。在研课题 5 项。2019 年主办国家级学术会议 1 次，北

京市级学术会议 1 次。 

8. 北京积水潭医院胸外科， 2019 年手术例数 298 余例。专业特色：常见胸外科疾病治疗，胸

部外伤治疗。继续主办积水潭医院胸外科论坛，组织多次线上学术讲座和会诊。 

9. 北京世纪坛医院胸外科，2019 年手术例数,500 余例。 

10. 北京大学国际医院胸外科，2019 年手术例数 196 例。2019 年获得院内课题 1 项，发表论文

4 篇。 

11. 北京大学深圳医院胸外科，2019 年手术例数 1051 例。2019 年度在研科研项目 8 项，包括

国自然 1 项。2019 年发表论文 4 篇，SCI1 篇，中文核心期刊 3 篇。2019 年在深圳地区主办学术活

动多次，主办 2019 年深圳市医学会胸外科专业委员会年会暨胸外科新技术新进展-莲花山论坛。 

12. 民航总医院胸外科，2019 年手术例数 2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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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航天中心医院胸外科，2019 年手术例数 250 例。2019 年在研课题 2 项。2019 年发表 2 篇论

文，中文核心期刊 2 篇。主办北京西部多家医院参与的医学论坛。 

14. 战支特色医学中心（原解放军 306 医院）胸外科，2019 年手术例数 379 例。2019 年发表论

文 3 篇 SCI 论文 2 篇，核心期刊 1 篇。 

15. 海淀医院胸外科， 2019 年手术例数 1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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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度在研科研项目 3 项。2019

年发表 SCI 论文 3 篇 

北京大学医学部胸外科学系由 16 家三级医院胸外科组成，总计开放床位 600 余张，2019 年度

手术例数 13000余例。2019年学系从医教研各方面来看成绩喜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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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度北京大学医学部胸外科学系各成员单位主办了多项各种不同类型、规模、范围型学术

活动。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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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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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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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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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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抓住目前各中心专业特色越来越突出的特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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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度工作报告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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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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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 12 月 7 日，在广东深圳举办了 2019 北京大学医学部血液病学学系年会暨血液恶性疾

病新型治疗技术研讨会，学系荣誉主任黄晓军教授和学系委员张红宇教授任大会主席，学系主任常

英军教授、学系委员鲍立教授、王静波教授、赵翔宇教授参加并主持会议，学系单位包括北大血研

所、北医三院、积水潭医院、航天中心医院、北大深圳医院等共计约 200 人参加会议。与会专家不

忘初心、凝心聚力，就如何利用好学系的平台、打造高水平血液专科进行了热烈深度的讨论，并探

讨了造血干细胞移植治疗难治性恶性血液病及术后并发症的管理、淋巴瘤和多发性骨髓瘤精准诊断

及分层治疗和急慢性白血病诊治新技术。 

2. 2019 年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血液科、北京大学血液病研究所获批国家血液系统疾病临床医学研

究中心。 

3. 2019 年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血液科、北京大学血液病研究所年移植例数突破 1000 例。 

4. 黄晓军教授获 2019 年谈家桢生命科学临床医学奖。 

5. 黄晓军教授获 2019 年转化医学奖。 

6. 黄晓军教授获 2019 年中法血液学交流杰出贡献奖。 

7. 黄晓军教授荣登 2018 年中国高被引学者榜单（医学）。 

8. 张晓辉教授获 2019 年度获华夏医学科技奖一等奖。 

9. 张晓辉教授获 2019 年中华医学科技奖二等奖。 

10. 申报并举办国家级及市级继续教育项目项 12 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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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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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中华医学会血液学分会单倍体造血干细胞移植研讨会、2019 年海峡两岸血液病学术会议

暨海峡两岸血液论坛、第八届全国深部真菌感染学术会议暨中华医学会血液学分会抗感染专业学组

第三届全国血液感染学术会议、中国医师协会多发性骨髓瘤专业委员会第五届学术会议、2019 年第

10 届国际恶性血液病会议（BTG 2019）、2019 年中国血液病大会、2019 年中国疾病细胞/生物治疗

大会，2019 年血栓与止血高峰论坛。主办了市级继续医学教育项目 2 项：2019 年北京医学会血液学

分会 ASH 传达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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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教材建设：黄晓军主编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十二五”规划教材，全国医药教材建

设研究会“十二五”规划教材《血液内科学》的编写工作；黄晓军教授主编《实用造血干细胞移植》

第二版；参与 Nature Springer 出版社出版的 Haploidentical transplantation: Concept & clinical 

application 的编写工作；颜霞主编《实用血液系统疾病护理》、《血液系统疾病护理案例分析》、《实

用造血干细胞移植护理》。 

12. 人才培养方面：吕萌大夫于 2019 年荣获“北京市科技新星”；徐郑丽，2019 年北京大学优

秀医学生一等奖学金；北京大学三好学生；周亚兰，2019 北京大学仲外优秀医学生奖学金，北京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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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学习优秀奖；杨璐，2019 北京大学医学部博士研究生创新人才奖学金；北京大学三好学生；吕中

石，北京大学学习优秀奖；余星星，北京大学三好学生；赵红艳，2019 年北京市优秀毕业生；2019

北京大学优秀毕业生；曹勋红，北京大学三好学生；国家奖学金；高梦鸽，北京大学三好学生；北

京大学一等奖学金；国家卫生健康委国际交流与合作中心第一三共医药学奖学金；吴利新：北京大

学优秀毕业生；吕中石，获欧洲血液年会 Travel grant；周亚兰、尚倩楠、余星星，第 61 届美国血

液学年会 Abstract Achievement Award。 

 

二、学系成果 

（一）北京大学血液病研究所、人民医院血液科 

1. 教学工作 

在既往教学工作基础上，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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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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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研究生、住院医和进修医导师培训制度，要求研究

生导师带研究生的同时也要带住院医。经过双向选择，年轻住院医生也有了自己的指导老师。血研

所在病房扩展中，新的医生不断加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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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

励兼职教学管理岗位，为教学做出更多贡献：常英军主任医师任北京大学血液学系系主任，张圆圆

副主任医师任北京大学血液学系副主任，赵翔宇副研究员 主治医师任北京大学血液学系秘书。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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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教学工作量 

张晓辉、常英军主持制定北医血液科专培基地标准的制定；常英军参加内科教研室的教学督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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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阮国瑞带研究生教学细胞及分子生物学实验 4 学时；王昱 2015 级临床八年制、2016 级基础

八年制授课《白血病》共 8 学时；石红霞 2012 级生产实习讨论 9 学时；张圆圆、卢晟晔 2016 级见

习带教，张圆圆带教 2019 级研究生技能课；赵婷、陈育红、刘蕊 2014 级生产实习带教 12 周，赵婷

2016 级基础见习带教。多人完成 2019 年北京市住院医一阶段考核、2013 级内科技能技能考核、住

院医出科考核多次。常英军、张圆圆、赵翔宇、孙于谦参与医学部住院医师一阶段及二阶段试题命

题，监考及阅卷工作。张圆圆参加 2019 年全科医师结业考试命题及监考，参加 2019 年执业医师资

格考试监考工作。尉岩 2015 级生产实习骨髓片判读代教讨论。颜霞科护士长作为血液科国家级、北

京市级继续教育项目负责人承担 5 节授课，带领护士长共完成授课 10 节；颜霞带领护士长及教学干

事完成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2019 届护理实习学生授课 32 节。胡伟完成 15 级系内见习技能培训及护理

技能培训。颜霞科护士长作为护理研究生导师，培养护理本科毕业生 1 名，护理在读研究生 1 名；

颜霞、徐晓东、胡伟承担北京大学护理学院本科生教学和见习授课 5 节；颜霞、胡伟、刘树佳完成

北京大学护理学院本科生见习带教；胡伟参加护士执业资格考试出题工作。 

本所目前博士生导师 10 人，硕士生导师 6 人，目前在读研究生共 54 人，其中科研型博士 19

人，临床型博士 2 人，CSL 博士 7 人，临床八年制 5 人，科研型硕士 10 人，临床型硕士 11 人，2019

年毕业研究生共 9 人，包括八年制博士 2 人，科研型博 2 人，CLS 博士 3 人，科研型硕士 2 人。 

本年度血液科各类学生在读期间成绩斐然， 2019 年发表的以学生为第一作者的 SCI 和核心期

刊文章 10 篇，8 人在国际和全国学术会议上以 poster 展示研究成果：（高梦鸽，第十三次全国实验

诊断血液学学术会议；曹乐清，13 届全国实验诊断血液学学术会议；商倩楠，第 61 届美国血液学

年会；余星星，第 61 届美国血液学年会；吕中石，第 61 届美国血液学年会；杨璐，ISALXVII 2019 

symposium，第十三次全国实验诊断血液学学术会议 ；周亚兰，第 24 届欧洲血液学年会，第 61 届

美国血液学年会；张静，第 10 届日本血液学年会；）6 人登上国际或全国性学术会议讲台做大会发

言口头报告：（李思琦，第 24 届 APBMT&ICBMT；第十三次全国实验诊断血液学术会议，吕中石，

第 24 届 欧洲血液学年会；曹乐清，第 24 届亚太骨髓移植会议 APBMT；第十七届全国实验血液学

学术会议；赵红艳，第 60 届韩国国际血液肿瘤大会 ICKSH，第 45 届欧洲血液和骨髓移植学会年会

EBMT；高梦鸽，第 24 届亚太骨髓移植会议 APBMT，第十一次全国造血干细胞移植学术会议，第

十七届全国实验血液学学术会议；皇秋莎，第 61 届美国血液学年会）；11 人获各类奖学金和其他奖

项：（徐郑丽，2019 年北京大学优秀医学生一等奖学金；北京大学三好学生；周亚兰，2019 北京大

学仲外优秀医学生奖学金，北京大学学习优秀奖；杨璐，2019 北京大学医学部博士研究生创新人才

奖学金；北京大学三好学生；吕中石，北京大学学习优秀奖；余星星，北京大学三好学生；赵红艳，

2019 年北京市优秀毕业生；2019 北京大学优秀毕业生；曹勋红，北京大学三好学生；国家奖学金；

高梦鸽，北京大学三好学生；北京大学一等奖学金；国家卫生健康委国际交流与合作中心第一三共

医药学奖学金；吴利新：北京大学优秀毕业生；吕中石，获欧洲血液年会 Travel grant；周亚兰，第 

61 届美国血液学年会 Abstract Achievement Award） 

3. 教材建设 

黄晓军主编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十二五”规划教材，全国医药教材建设研究会“十二

五”规划教材《血液内科学》的编写工作；黄晓军教授主编《实用造血干细胞移植》第二版；参与

Nature Springer 出版社出版的 Haploidentical transplantation: Concept & clinical application 的编写工作；

颜霞主编《实用血液系统疾病护理》、《血液系统疾病护理案例分析》、《实用造血干细胞移植护理》。 

4. 住院医师/专科医师规范化培训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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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承担住院医师/专科医师各种培训及考试（考核）工作：  

a．本科室住院医师考试通过率：7 人（马玲、刘竞、刘扬、于文静、刘静、王莎莎、徐郑丽）

参加住院医师第二阶段考试并通过,4 人参加住院医师第一阶段考试并通过。 

b. 本年度血液科毕业八年制博士 1 人，临床型博士 2 人，科研型博士 3 人，CLS 博士 2 人，临

床型硕士 1 人，科研型硕士 4 人。博士研究生论文匿名审查通过率 100%，其中刘龙是双优。 

（2）本年度进修医培养：2019 年我科共接收并培训进修临床医生 73 人、进修实验室人员 29

人、进修护士 19 人，来自印度和美国的外籍进修医 2 名。 

5. 继续医学教育情况 

（1）申报并举办国家级继续教育项目 12 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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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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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中华医学会血液学分会单倍体造血干细胞移植研讨会、2019 年海峡两岸血液病学术会议暨海峡两

岸血液论坛、第八届全国深部真菌感染学术会议暨中华医学会血液学分会抗感染专业学组第三届全

国血液感染学术会议、中国医师协会多发性骨髓瘤专业委员会第五届学术会议、2019 年第 10 届国

际恶性血液病会议（BTG 2019）、2019 年中国血液病大会、2019 年中国疾病细胞/生物治疗大会，

2019 年血栓与止血高峰论坛。主办了市级继续医学教育项目 2 项：2019 年北京医学会血液学分会

ASH 传达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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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护理继续教育项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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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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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个省市自治区共 50 家医院的 84 名学员，本院 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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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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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授课 8 节：颜霞 2 节、徐晓东、董霜、张鹍、胡伟、钱慧军、陈斌各 1 节。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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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了多次针对进修医师及住院医师的培训，包括分享疾病诊疗常规及新进展的“午

间道”（每周一中午）及讨论疑难病例的“Doctor’s Club”（每周三下午）共 70 余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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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 名。护理方面共接收院内培训护士 66 人，进修护士 19 人。由于在继续教育方面的突出贡献和持

续努力，我科继续教育负责人江倩主任医师于 2019 年荣获“北京大学继续教育优秀奖”。 

6. 科研和课题 

（1）2019 年度科室发表科研论文 77 篇，其中 SCI 论文 44 篇 

（2）2019 年度内多人承担或获得多项国家或省部级课题，已知今年新获批基金项目 21 项，总

经费约 1199.7 万余元；在研项目 87 项，共计金额 6677.8 万余元 

 

（二）北京大学第一医院血液科 

1. 教学总结 

（1）全科各级教师完成常规教学任务。包括北医夜大、本科生、八年制临床系级八年制基础医

学系的血液专业大课及 CBL 教学工作，院内进修医授课，完成了八年制基础医学系学生的临床带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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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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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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教师参加了国家级胜任力导向住院医师教育师资培训及国家级 PB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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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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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科王清云主

治医师在北大医院主治医师岗位胜任力大赛中获得二等奖。朱佳琳住院医师获得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青年教师讲课比赛三等奖 

（2）李渊副教授继续担任大内科常务教学秘书，作为大内科教学核心组成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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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渊获得 2019 年度北京大学医学部教学优秀

奖、院级青年教师贡献奖。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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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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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本年度我科共有在读研究生 16  名，毕业博士研究生 1 名，硕士研究生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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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人次。 

（6）2019 年度主办国家级继续教育项目，来自国内的专家和同行近 200 人参加了会议，围绕

造血干细胞移植基础与临床、血液肿瘤靶向和细胞免疫治疗，血液系统常见恶性肿瘤的诊治进展等

热点问题进行了探讨，进行专题讲座 20 余场。尤其是我们发挥本院特色，邀请各相关科室专家进行

了血液系统疾病的多学科综合诊治的探讨，获得了参与者的一致好评。 

2. 科研总结 

（1）2019 年度共获得各类基金 5 项：任汉云教授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 1 项；李渊

副教授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 1 项和北京市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 1 项；岑溪南主任医师

获得首都特色项目 1 项；王清云主治医师获得北大医学青年培育基金 1 项。 

（2）2019 年度共发表论文 5 篇，其中 SCI 论文 3 篇，（其中 Q1 区 1 篇（李渊副教授）；Q2 区

1 篇（岑溪南主任医师）） 

（3）申请国家发明专利 1 项（申请号：201910123952.5；李渊副教授为第一发明人；目前在实

质审查公示阶段） 

（4）2019 年度参加国内国际会议交流数十次，其中大会报告 10 次。本年度正在进行的临床药

理试验 8 项。 

 

（三）北医三院血液科 

1. 教学管理 

科室需要承担医学生教学、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教学、研究生教学、继续教育学习等多方面工

作，通过全科所有老师的共同努力，顺利完成了本年度的教学任务，在年度优秀教师评选活动中，

包芳获得了院内优秀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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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室定期组织全体教师进行学习、讨论和总结，包括：（1）制定教学计划：八年制医学生理论

授课、见习，基础/药学院学生授课与见习，进修医生授课；（2）科室统一备课：八年制教学；（3）

总结教学工作中的问题：如教学内容安排的合理性、教学病例的选择、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问题等；

（4）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的内容：提出住院医师的问题，强化主治医师带教的观念；科室教学主任、

教学秘书按时参加院内教学会议，并定期召开科室教学工作会议，安排各种教学活动，安排科室继

续教育工作。 

血液科教学质量管理小组成员及职责如下： 

姓  名 职  称 职  务 职  责 
景红梅 主任医师 科主任 负责全面工作 
董菲 副主任医师 副主任 教学主任 
高锦洁 主治医师 教学秘书 主要负责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教学、协

助对外继续教育工作 
王晶、李芳 助研 教学干事 科室继续教育工作、学分管理员，研究

生教学安排 
刘佳 主管护师 护士长 护理教学 
张婉静 主管护师 护理教学干事 护理教学 

2. 医学生教育 

2019 年我科按照教育处安排承担了临床 8 年制、药学院医学生血液学的理论授课及临床见习和

生产实习等工作，还承担了基础医学系的临床部分理论授课和见习、CBL 带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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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教

学过程中，任课教师都能够做到提前做好准备、认真备课、按时完成讲课任务，较好的完成了我科

的教学工作，全年中未发生迟到、早退、缺勤等情况。 

在八年制同学生产实习过程中，除病房轮转代教外，还安排小导师进行 CBL 教学及病历修改，

将白血病、贫血的 CBL 教学及骨髓穿刺、腰椎穿刺内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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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安排科内小测验，使学生能够更好的掌握理论科所教授的知识点，加深对于疾病的

理解和掌握。科室安排的 8 年制学生小导师均为科室骨干、热爱教学的中级教师，从学生心理、生

活、学习能做到全方位的关心和辅导，使得医学生能够更好的掌握学习内容，更快的适应医院的生

活，得到了学生的好评。 

2019 年我科还承担了本院住院医师、研究生的教学工作，参加了多次医院、医学院及北京市的

各项教学监考任务。血液科各位教师在整体教学过程中认真负责，在监考执行过程中能够做到公平、

公正。 

3. 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 

在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过程中，安排了每周教学查房、疑难病例讨论、死亡讨论等，并进行了

相应的记录。与内科教研组一起制定出科考核计划，定期组织出科考核工作。 

在临床工作中，对于进入科室的医生提前进行入科教育，在我科学习工作过程中每周三设有教

学查房，围绕查房所涉及疾病进行重点学习，同时在教学查房之外还安排专业学习，拓展视野。内

容包括血液科常见疾病的诊断及治疗、新技术的临床应用等。 

2019 年我科接受了北京市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的飞行检查，对我科主治医师教学查房的考核给

予肯定，也为我们在出科考过程中的不足提出了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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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研究生教育 

血液科目前在读研究生 12 名，其中科研型博士研究生 3 名，科研型硕士研究生 1 名，临床型博

士研究生 2 名，临床型硕士研究生 5 名，在职临床型博士生 1 名，2019 年毕业研究生 2 名。为了强

化研究生科研能力、文献检索与阅读能力，我科每周进行一次科研沙龙及研究生活动，研究生汇报

课题进展，由研究生导师及教学主任主持，导师及科室人员协助对其进行指导，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使得研究生的学习方向性、学习动力有了很大的提高。 

导师/副导师（指导小组成员）更聘情况记录准确。对研究生实施导师见面制度，每周 1 次，询

问学习、生活状态，总结其学习成果，并对于下一步工作进行指导。同时为研究生配备辅导教师，

实验室工作及临床工作都有具体的指导教师。 

今年所有研究生均按计划完成了各自的临床转科、学位课程学习及学位实验等工作，未出现差

错事故。 

5. 进修医师教育 

今年我科的进修医师在进修期间，包括半年的实验室、半年的临床工作。在实验室工作中安排

进修医师参加细胞形态学的实验室工作、参加疑难病理的会诊，并参观和介绍了实验室免疫分型、

细胞遗传学及分子生物学相关工作。在临床工作中，安排其参加各专业组的科室查房、疑难病例讨

论、死亡讨论等，并对其学习内容进行相关部分的考核。虽然我科进修医生较少，但是我们仍按照

医院要求认真执行进修学员座谈会制度。同时，我科医师参加了大内科的进修医师讲课工作，任课

的各位教师都能够做到认真备课、按时完成讲课任务，全年中未发生迟到、早退、缺勤等情况。 

6. 继续教育工作 

我科积极组织科室继续教育，安排科内人员利用不同时间参加学术会议、参加医院组织的各类

讲座、培训，学分录入及时、规范，保证全体人员均完成了继续教育工作。 

2019 年我科继续举办了北京市级继教项目——第十届北方地区淋巴瘤研讨会，项目编号：

2019-03-04-012 (京)，参加人数近 300 人，在国内享有较高的声誉；首次举办了北京市继续教育项

目——血液系统恶性肿瘤诊断技术进展学习班，项目编号：2019-03-04-009 (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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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度我科组织科内继续教育学习项目 20次；病房工作中密切安排了所有人员的教学工作，

将临床和教学很好的相结合，并定期安排专科小讲座及疑难病例解析；同时定期在科内举行英语病

例讨论，邀请国外专家参加，提高全科医师及研究生的英语水平。 

在 2019 年常规教学工作的基础上，科室教师也注重对于教学工作的总结，本年我科发表教学文

章 4 篇。 

 

（四）北京大学深圳医院 

1. 人才引进与培养情况 

2019 年血液内科人才引进与培养情况表 

人才引进类别 人数 人才培养 人数 人才培养 人数 

学科带头人  新晋正高级  博士研究生  

学科骨干  新晋副高级 1 硕士研究生 1 

一般人员  岗位培训生  其他：高级研究助理、技术员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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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计 0  1  3 

2. 科研情况 

2019 年血液内科科研成果情况表 

立项课题 数量 发表论文 数量 成果（获奖） 数量 专利 数量 

国家级  SCI 1 国家级  PCI 国际专利  

省级 1 中文核心期刊 2 省级  国家发明专利  

市级  其他  市级  实用新型  

横向课题    其他  其他  

合计 1  3  0  0 

招聘 1 名博士后(陈琦)毕业生作为我科高级研究助理，1 名硕士毕业生(张萍)作为我科技术员；

外聘姚大纯、李峤、李睿三位教授指导我科科研工作；与美国密歇根大学医学院建立良好合作关系；

成功发表 1 篇 SCI 文章，影响因子大于 5 分，2 篇中文文章，申报并获得 1 项省级课题，多次在国

内外大会上 poster 成果展示。 

3. 教学情况 

2019 年我科承担了 71 名规培生实习生的临床教学工作，对所有规培生均进行入科教育，正规

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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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北京大学医学部学术型研究

生 1 名(黄三玲)；聘请专家团队教授指导我科医师规培生培养工作。系北京大学内科血液临床硕士

研究生培养点，完成除北京大学医学部外其他医学院实习生、研究生、培训医师的带教任务，建立

有特色的带教形式，提高教学水平。 

4. 学习和获奖情况 

全年派出进修医生 1 人，护理 2 人，短期出差学习观摩 15 人次，邀请来科查房、会诊、讲学的

专家 30 余人，为临床医生提供了宝贵的学习机会，对提高临床诊疗水平及为广大患者提供更优质的

服务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建立了恶性淋巴瘤、难治性多发性骨髓瘤及造血干细胞移植并发症的院内 MDT 团队，通过开

展多学科会诊查房活动，能够为患者制定最佳的诊断和治疗方案，并在深入交流的过程中提高各个

专科的水平。 

我科代表队（张倩副主任医师、徐海婵主治医师、庄金木医师）在深圳市医学会主办的“广东

省青年医师临床诊疗思维竞赛深圳赛区选拔赛”上荣获二等奖，张红宇主任在深圳市卫生健康委员

会主办的“2015-2018 年度医疗卫生三名工程国（境）外人才研修优秀成果评选”中荣获优秀个人

学术成果奖，徐海婵主治医师在北京大学深圳医院第一届青年教师讲课比赛中荣获优秀奖，均展现

了我院血液医师的专业风采。 

 

（五）北京积水潭医院 

1. 临床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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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度血液内科及检验科血液共 5 名教师参与了 2016 级学生的内科学血液系统部分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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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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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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血液科全体医师还认真完成了北医 2015 级学生的血液内科生产实习代带教和小讲课工

作。 

2. 继续教育及交流 

2019 年度我科顺利完成了北京市继续教育项目，主办百人以上学术会议 2 次，如 2019 年 4 月

19日举办的“2019积水潭多发性骨髓瘤多学科诊治论坛”和 2019年 9月 21日举办的“北京积水潭

淋巴瘤骨髓瘤诊疗新进展论坛暨区域医联体学术交流会”，期间邀请多位国内外血液学及其他相关

学科专家进行精彩的学术演讲。同时也多次主办了“血液科实验室交流会”等多次小规模学术会议，

通过更紧密的交流形式，加强横向合作，提高了我科医护人员的临床专业水平。除此之外，北京积

水潭医院血液科与脊柱科、骨肿瘤科、肾内科、病理科、检验科、影像科及外院相关科室多次联合

举办多发性骨髓瘤、淋巴瘤多学科交流系列研讨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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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 MDT 成为我科学术交流的特色之一。 

同时，在 2019 年度我科医护人员也多次积极参加国内外高水平的大小学术会议、专业技术培训

班及病例演讲比赛，不断加强继续教育，提高自身专业技术水平。 

3. 科研工作及人才培养 

基于北京积水潭医院强大的骨科特色，鲍立主任提出了血液科要致力于骨相关血液系统疾病的

发展目标，将科研工作的重点首先放在多发性骨髓瘤、原发性骨淋巴瘤的临床治疗及基础研究上。

我科主持的多中心临床研究“新诊断老年脆弱多发性骨髓瘤患者中 IAD方案与 IRD方案的前瞻性多

中心临床对照研究”在 2019 年度已成功注册并入组患者。同时我科还参与了“多发性骨髓瘤老年学

综合项目”等多中心临床研究项目。2019 年度，我科发表了 SCI 论文 1 篇，2.308 分，题目为 The 

progressive elevation of NT-proBNP during chemotherapy is related to asymptomatic cardiovasular events 

in patients with MM。杂志名称 Clinical Lymphoma, Myeloma and Leukemia。同时我科的两篇文章

《CD27 抗原在新诊断多发性骨髓瘤患者中的阴性表达提示预后不良》和《初诊多发性骨髓瘤患者

内脏脂肪含量过多预示预后不良》在 2019 年第 17 届国际骨髓瘤研讨会（IMW2019/IMS）获得壁报

展示。人才培养方面，2019 年度，我科王宇彤医师成绩突出，获得北京市优秀人才及国自然培育项

目，同时还获得了北京积水潭医院青年骨干个人项目资助。 

 

（六）卫生部北京医院 

1. 教学任务及完成情况 

承担并完成北京大学医学部 2016 级临床医学专业本科生理论课血液病学教学任务；承担并完成

北京大学医学部 2016 级临床医学专业本科生血液科见习；承担并完成北京大学医学部 2015 级临床

医学专业本科生血液科实习；培养北京大学医学部硕士研究生在读 4 名，毕业 1 名；培养协和博士

生在读 1 名；培养规培住院医 49 人。 

2. 学科建设及科研活动 

（1）新增院内课题资助两项。 

（2）在研项目：国自然青年项目 1 项；首都临床特色应用研究项目 2 项；院内课题 2 项。 

（3）研究者发起的注册临床试验两项；作为分中心参与注册临床试验 7 项。 

（4）发表 SCI 1 篇，中华论著 3 篇，核心期刊论著 1 篇。 

（5）培养年轻骨干国外进修 1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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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继续教育项目及学术交流情况 

举办国家级继续教育项目一项；举行区级继续教育项目 5 项；举办第四届京医论坛老年血液肿

瘤论坛暨老年医学学会血液学分会老年综合评估学组工作会议。 

4. 存在问题及建议 

（1）加强国内外不同医院之间的交流和合作，尤其是年轻医生的交流与合作。 

（2）加强基础科学研究建设。 

 

（七）中日友好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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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疑难复杂病

例讨论。 

2. 积极参与北医各种教学活动：参与北医留学生班的临床教学；参与北医基础医学系临床见习

教学；参与北医第一阶段考试阅卷和临床思维考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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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积极开展临床科研工作：发表 SCI 论文 1 篇。 

 

（八）首钢医院 

1. 教学工作 

（1）我院承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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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科负责血液系统

疾病的授课，对于非医疗专业的学生，为了提高他们对临床的兴趣，授课时经常举一些实例，用实

际案例说明疾病特点及治疗情况，让学生有一个感性认识；见习时也是多看病人。此外还有西藏大

学、山西医科大学、石家庄医专等多个院校学生的教学工作，根据每个人的特点，分工协作，我们

不但传授血液病知识，还注重培养学生对患者的同情心、责任心，以及与患者家属的沟通能力、相

关的法律法规、医保政策等等。 

（2）我们内科是北京市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基地。对待住院医做到严格要求，认真把关，保质

保量的完成住院医手册要求的任务，使出科的住院医均能较好的掌握血液系统常见病、多发病的诊

断思路及治疗方法，在血液科轮转、实习的学生均能独立完场骨穿操作、会染骨髓片、会看骨髓形

态学，基本上能掌握典型病例骨髓形态学特点。同时能独立完成腰穿、胸穿或腹穿等操作，均能圆

满的完成了血液科的培训工作。 

（3）多年来我们一直坚持早交班会上小讲课，大夫、护士，乃至轮转住院医、实习医生均需要

参与，讲解相关疾病的新进展，新的指南，或者一些科普、典型案例等，并从中引出问题，不断学

习，不断进取，不断地提高我们的诊治水平，还定期举办专题演讲、读书报告、病例讨论、多学科

讨论会等。 

（4）结合所收病人病例和面临的疑难问题讲课，就会事半功倍。经常安排读书报告会，内容基

本上跟科室新收入的病人病情有关，主管大夫查文献，做 PPT，结合新病人讲解相关疾病的临床表

现、检查、治疗以及新进展，收获很大。 

（5）积极参加中华医学会、各大院校组织的血液系统疾病的专题讲座、培训班等，不断吸取新

知识。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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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秀病例评选获得二等奖，疑难病例比赛获得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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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为了科室的发展需要，送一名科室主干到协和医院血液科进修学习，送一名主治医师到人

民医院完成硕士学位的深造学习。 

（8）2019 年一名住院医师晋升为主治医师。 

2. 科研工作 

（1）北京医卫健康公益基金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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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题。 

（2）2018 年院内青年基金：继续完成【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患者染色体核型特征及其临床意

义】工作。 

（3）2019 年首钢医院临床重点项目：【恶性肿瘤患者 T 淋巴细胞亚群的特点及临床意义】。 

3. 继续教育 

（1）举办北京市级继续教育一次《贫血的处理策略及诊疗进展》； 

（2）区级教育二次《全血细胞减少的鉴别及处理》《我是如何解读凝血指标》。 

（3）发表文章一篇《淋巴瘤合并实体瘤五例并文献复习》 <白血病.淋巴瘤> 2019 年 4 月  第

28 卷   第 4 期 

 

（九）北京世纪坛医院 

1. 主要承担的教学任务及完成情况： 

（1）良好完成 2016 级预防医学专业七年制（88 人）内科理论课血液病专业课程 5 学时。 

（2）良好完成 2016 级预防医学专业七年制（88 人）血液病专业见习课程 3 学时。 

2. 学科建设及科研活动：目前血液科在编医生 6 人，质控床位 29 张，2 间层流病房；2019 年

度共计完成出院病人约 1100 人次；门诊约 3660 人次。 

3. 学术交流情况：参加全国、市级学术会议若干。 

 

（十）首都儿研所 

科研情况：发表 SCI 论文 2 篇，核心期刊 5 篇。 

 

（十一）航天中心医院 

1. 教育教学工作 

（1）全年承担本科理论大课课题 4 个，理论大课教师 4 名，生产实习小讲课 6 次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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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学时，实践教学 147 学时。

接受一阶段规范化培训医生 16 名（其中包括武警医院委托规陪的 8 名）。 

（2）举办北京市继续教育项目 2 项，第三届航天血液年会 1 次，全年在科室内组织业务学习培

训共计 421 次 7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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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次。年

度 25 学分达标达标率为 100%。 

（3）继续保持 2016 年组建的由呼吸科、神经内科、神经外科以及影像科的多学科 MDT，固定

每两周一次的综合学习平台的顺利运转。 

2. 科研管理情况 

（1）进一步完善血液科骨髓移植病例随访数据库，现已经完整录入病例数据 800 份左右，血液

科患者随访病历和信息已经全部完成扫描和电子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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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目前在研首都特色医疗课题一项，院内课题一项，已结题 4 项。 

（3）本年度发表中文核心期刊论著 1 篇，中文病例报告 1 篇，Biology of Blood and Marrow 

Transplantation  收录论著 1 篇，Medicine 收录论著及病例报告各 1 篇。 

（4）设立科室科研委员会，定期开会安排科研任务，鼓励全体科室人员发表 SCI 文章。 

（5）试验药物临床试验的零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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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4 / 132 

影像医学学系 2019 年度工作报告 

2019 年度工作总结 

北京大学医学部影像医学学系于 2016 年 9 月 3 日在北京正式成立，以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第一

医院、第三医院、肿瘤医院放射科为主体，联合其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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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像学系成立三年来，在教学、人才培养、学科建设、师资队伍建设等工作中都取得

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各附属医院放射科室始终保持密切合作，全方位交流，对一些影像科遇到的普

遍问题如对比剂过敏、质量控制、人工智能在影像科的应用及发展等多次讨论，讲座，并进行专门

的培训。对教材建设、人才选拔、统一招生和考试等诸多工作进行统一规划。在科研领域各系属放

射科更是携手并进，与临床、基础及医学部其它学科紧密联系，关注热点研究和临床关注的重点问

题，积极开展多中心大数据联合课题申请，并进一步整合优质资源，完善优势项目，探索创新。现

就 2019 年度学系工作进行总结。 

 

（一）主要承担的教学任务及完成情况 

1. 北京大学医学部临床八年制学生教学 

北京大学医学部影像医学学系主要承担了北京大学医学部临床八年制学生（医 2016 级）教学工

作，分别在各系属单位完成，与去年相同，也包括有课堂大课授讲（不少于 12 学时）、CBL 讨论课

（不少于 48 学时）及实习（不少于 96 学时）。各系属单位组织参加教学的老师进行 2-3 次共同备课

（至少包括理论课 1 次、实习课 1 次），并实施检查性听课 2-3 次（至少包括科主任听课一次，教学

秘书听课一次）。 

（1）教学改革：本年度八年制教学继续保持 CBL 教学模式的，保持较少的课堂大课的课时数，

较多的 CBL 讨论课。具体的课程设置和去年保持一致，授课教师队伍和去年保持一致。在课堂大课

只讲授一些影像学基本原则和基本病变，将具体疾病的影像学诊断相关问题通过 CBL 讨论课和实习

课掌握。学生需要发挥自学的积极主动性，参与到 CBL 讨论中。实习课也增加了自主读片的内容。

通过课程后调查，学生普遍对该教学模式持肯定态度。实习教学继续利用多媒体教室的平台，完全

模拟目前临床科室使用的环境，更加切合今后同学们进入临床后的医疗环境，人手一套系统也更能

发挥个人学习的自主性，学习中的讨论则需要教师多加引导。 

（2）考试：2016 级八年制医学影像学考试内容以教学大纲为基础，重点是常见病的影像学表

现及诊断方面的内容，注重理论和实际阅片能力并重。通过考试，可以看出 2016 级八年制同学基本

掌握医学影像学的基本理论，掌握了常见疾病的医学影像学表现及诊断原则和要点，初步具备了阅

片能力，达到了教学大纲的要求。存在的主要问题是需要在今后的临床实践中进一步积累阅片经验。 

2. 北京大学医学部基础八年制学生教学 

2016 级基础八年制进入临床见习，学系制定了讲课大纲，包括课堂大课（10 学时）和实习（40

学时），学时短于临床八年制教学。 

教学改革：今年是第三年基础八年制同学来人民医院进行临床方面的教学，我科按照教育处的

要求，根据基础医学的特点，将临床特点和基础医学特点尽量结合，同时使同学们了解影像医学的

临床作用。 

3. 研究生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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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医学部研究生影像系列课由各系属单位老师联合完成，研究生科研培养在各自医院进行。 

4. 其它教学及考核：包括有 2012 级八年制阶段考核、完成内外科阶段考核影像学部分辅导 12

学时、2013 级选修课 8 课时等。 

5. 教材、专著编写：包括有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规划教材配套精选习题集

放射科分册、中华影像医学中枢神经系统卷（第三版）、影像诊断征象分析等。 

6. 积极组织、培训青年医师参加各医院、医学部、北京市青年教师比赛，并获得了好成绩。 

7. 继续教育 

（1）北京大学医学影像学系多系属单位已成为北京市影像医学继续教育培训基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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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广大基地医师创造了和谐的学习成长

环境。本年度新增加了英语文献阅读和讨论。 

（2）培养进修医师及基层骨干医师、西部人才，各系属单位根据自己的临床工作特点和时间表，

例行疑难病例读片会并与临床交流，以人民医院为例，定期参加部分科室的每周与每月读片会（每

周一普外 9 病房；每周三妇科；每周四普外 10 病房查房；每季度骨肿瘤科疑难病例查房；不定期参

加心内科查房）。每周一至周三、周五例行科内疑难病例读片会。继续沿用每周二为主治、副高病例

讨论，打破传统仅 PPT 汇报随后总结的固有模式，新模式的读片模式使参与学习的一线医生思维更

立体，思路更丰富，并更容易加入到讨论当中。 

（3）技术组接受全国多所学校（如北京卫校、天津医专、邢台医专、沧州医专等）选送技师实

习生。由各系属单位自己组织，根据各学校实习大纲要求，安排每组学员每月进行有序轮岗，组织

读片会，讲座，讲解相应的临床知识、工作技巧及胶片评定等。以人民医院为例，由两位副主任技

师牵头，成立影像技术沙龙，每周让学生与科室技师交流工作经验、学习心得、工作体验、工作技

巧及技术问题解答等。 

 

（二）学科建设及科研活动 

1. 举办了北京大学医学部影像医学学系影像医学高峰论坛 2019，邀请全国各地多位知名专家参

与学术论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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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动

影像医学水平整体提高。 

2. 举办了第十四届全国疑难病例影像论坛（2019 年 10 月 24-25 日），本次论坛采用新形式，首

日邀请陈敏、严福华、赵心明、宋伟、江新青、张惠茅、韩丹、宋彬、曹代荣等多名国内知名专家

授课，内容涵盖各系统影像诊断与鉴别诊断思路、病理分析及前沿热点，之后由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和北京大学肿瘤医院带来精彩的 MDT 病例分析。次日由宣武医院、北京医院、儿童医院、协和医

院、三院、朝阳医院、同仁医院、北大医院带来精彩的医学影像病例对抗分析。授课与实战相结合；

学员与教授良性互动，是一场真正的学术盛宴。且本次论坛首次实现全程网络直播，最高在线观看

认识近 7000 人，被业界誉为高质量的专业会议。 

3. 人民医院作为中华医学会放射学分会秘书长单位，带领影像学系协助承办多次学术会议，如

中华医学会第 26 次全国放射学学术大会、北京医学会放射学分会 2019 年学术大会等。 

4. 各系属单位放射科在本年度科研活动中均有建树，发表了多篇有影响力的 SCI 文章，并申请

了包括国自然、北自然、科技部、医学部在内的多项基金。 

 

（三）教学及学术交流情况 

1. 学术会议及学习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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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影像信息化与质量管理论坛于 2019 年 12 月 21 日在北京大学人民医院陆道培学术报告厅

隆重召开。会议邀请影像诊断、影像技术、医学工程等领域的 20 位专家，从技术、设备、信息化、

质控方案、管理制度等多个领域共同探讨科室建设和管理的新举措、新方法和新技术。北京放射技

术学会候任主任委员、北京同仁医院牛延涛主任在致辞中谈到，目前北京乃至全国大型医院影像科

室的工作量都相当可观，这就需要通过信息化的手段和良好的管理方法来提升影像科室的医疗质量

和服务水平。北京大学人民医院放射科陈雷副主任在致辞中谈及医学影像科室的变化非常迅猛，已

经从屏片时代向 AI 人工智能时代迈进。但无论如何变化，提升成像质量和提高诊断水平，作为影

像科室的核心任务从未改变。北京放射技术学会候任主任委员牛延涛主任；副主任委员马亚光技师

长、胡志海技师长；清华大学吴朝霞教授分别从放射剂量控制、DR 检查规范、DR 后处理技术以及

影像设备成像质量影响因素等多个方面为参会学员进行了讲解。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的 4 位青年技师

和工程师，刘伟、綦维维、孙超、李振涛也就 MRI 伪影、CT 探测器、AI 人工智能、技术团队质量

管理四个方面的内容进行了汇报。下午的论坛，由北京放射技术学会 PACS 学组的专家，北京放射

技术学会质控学组的专家以及北京放射技术学会管理学组的专家，分别介绍了医院信息化与 PACS

系统建设、会诊系统应用等心得体会、就北京市影像质控要求、科室内部质控的方案和结合新技术

提高质控水平、结合自己在放射科技术组的管理经验，对科室年轻技师管理、标准化制度、MRI 图

像改进及轮岗方案等内容进行了讲演。与会学员称赞专家们的演讲理论和实际结合紧密，对日常工

作具有极高的指导意义。 

（2）首届北京大学医学部影像护理高峰论坛于 12 月 21 日下午在北京大学人民医院钟惠澜讲堂

隆重召开，会议邀请北京各大医院影像护理专家传经送宝，众多护理同仁共聚一堂，共享学术盛宴。

现场授课环节中，李玉梅护士长就“打造高效影像护理团队思考与构建策略”介绍了在影像科护理

实践中如何提升护理团队的管理及服务质量，给与会的护理同仁带来极大震撼，开拓了视野，更新

了理念。作为东道主的北京大学人民医院放射科隆海红护士长就“引导反馈在情景演练中的应用”

进行了专题讲座，分析与介绍了引导反馈理论在放射科对比剂过敏反应情景演练中实施的意义与效

果，贴近临床实际工作。在此次大会中，针对对比剂的应用相关研究则尤为重视，姚学会、罗健、

孙燕霞、刘然、付玲等护士长分别就“正确看待钆对比剂不良反应”，“对比剂安全与规范”，“碘对

比剂过敏性休克抢救病例分析及肾上腺素的应用”，“碘对比剂在日常检查中的常见问题”，“ICM 外

渗原因分析与管理对策”进行了专题授课，从多角度分析了国内外对比剂使用现状，介绍与讲解了

在临床工作中如何正确、安全、合理使用对比剂以及发生对比剂过敏与外渗等不良反应的正确处理

流程，内容新颖，贴近实际，让大家耳目一新。大会上除了对比剂的相关知识解读，更少不了对新

技术的分享及交流。姜红护士长作为心血管影像护理专家，就“一站式心脏磁共振检查的护理”为

我们展示了心脏核磁增强检查中的护理要点，对今后的工作中有指导与借鉴意义。会议气氛热烈，

在场护理同仁纷纷表示收获颇多，意犹未尽。 

2. 交流学习 

（1）积极参加欧洲放射学会年会、 北美放射学年会  

（2）积极参加中华医学会第 27 次全国放射学学术大会、 北京医学会放射学分会 2019 年学术

大会。 

（3）积极向全国放射技术年会投稿，多名新技师参与协会的继教讲座，并做主题演讲。 

 

（四）存在问题及建议 

医学影像学系是一个高层次平台，各系属单位均具有较为雄厚的实力和各自的优势学科，学系



 

 117 / 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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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如何将“强强联合”发展到一定

规模，创造最大的成绩仍是我们面临的课题和挑战，尤其在科研工作方面，我们期待各系属单位放

射科能蓬勃开展相关合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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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综上所述，影像医学学系作为一个年轻的医学部学系，在成立三年来努力工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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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务于学系成员和广大影像同仁为宗旨，不断壮大自己。 

 

2020 年度工作计划 

1. 与北京市或中华医学会合作，举办全市性或全国性的学术会议-影像医学高峰论坛，全面提

升学系的学术知名度。 

2. 继续举办北京大学医学部影像学系学术年会系列活动。 

3. 拟继续举办影像信息化与质量管理论坛、影像护理论坛、人工智能应用论坛。 

4. 拟开展北医影像下基层年度活动。举办高质量讲座，与基层单位进行手拉手帮扶，进一步扩

大影像学系的影响，更好的服务于人民。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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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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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鼓励学系人员在国内、外学术会议投稿、发言。 

8. 鼓励技师队伍进行科研工作，并与相关学会、学组共同组织学术活动。 

9. 鼓励发表科研文章，鼓励申请科研基金，并予以辅导和帮助。鼓励技师队伍中的优秀人才参

加学位提升的学历教育。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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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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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从长远的视角出发，培养有数据科学基础的临床工作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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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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骨科学学系 2019 年度工作报告 

一、临床学系的工作概述 

本年度，北京大学医学部骨科学学系在系主任姜保国教授的指导之下，巩固已经取得的成果，

并不断开拓新的领地，积极为骨科学系的进一步发展贡献力量。具体工作紧紧围绕培养骨科后备力

量、加强骨科学术水平、促进骨科技术创新、开展骨科专科培训、树立骨科标榜品牌等五个方面开

展相关的活动及交流，均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学系坚持规范管理，完善监督机制，加强各临床学院

和教学医院的学科建设，促进了北医骨科学的进一步发展。 

 

二、具体工作总结  

（一）主要承担的教学任务及完成情况  

2019 年，北京大学医学部骨科学学系专注于骨科学专业临床阶段教学，加强培养骨科后备力量，

为骨科系的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具体工作如下： 1.组织、协调各医院骨科相关学科临床阶段教学，

并按时抽查完成情况。2.按照骨科的临床阶段教学大纲，以及骨科学专业的学生培养方案，培养后

备人才；3.加强学科教师队伍建设，组织临床阶段学生的理论和技能考核；4.相关学科教材改革紧跟

科研和临床的发展。5.在本科生、研究生及住院医师的教学方面形成体系，进一步实现了北医系统

各医院骨科资源的整合及共享。 

（二）学科建设及科研活动 

各个成员医院的骨科科室每周五定期开展小讲课，由科室资深医师授课并传授临床经验，并要

求专人负责签到，督促学生学习。每周三开展病历交流和大查房，对骨科相关疑难病例进行汇总交

流，大家群策群力，共同出谋划策，有利于患者治疗的同时也传授了临床知识和经验。每周开展的

文献交流，将最新的国内外临床及科研研究进展进行双语汇报，提高临床和科研思维能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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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助更多的医生申请科研基金并开展深

入的研究工作。 

同时，我们在相关会议中邀请到了国内外的知名专家学者，为我们传道授业，拓展医生们的视

野，进一步提高医疗水平，强化“北大骨科”标榜品牌。 

（三）教学及学术交流情况 

2019 年 6 月 15 日，由北京大学医学部骨科学系共同举办的“第三届国际急危重症急救高峰论

坛暨四川省医学会第七次创伤学术”在成都举行。会议明确要着力开展科学研究、政策制定、系统

建设、新技术普及以及医疗救治等多项多领域的工作。会议高度注重学术的广泛性和代表性，共设

置多发伤、骨与关节损伤、创伤灾难、急危重症和创伤护理 5 个分论坛， 200 余人参与大会发言交

流，共同探讨创伤领域研究新进展。 

2019年 7月 26–27日，在北京大学医学部骨科学学系的支持下，第十六届北京骨科年会（BOA）

暨第三届长城骨科论坛、第三届京沪骨科峰会、第四届北大骨科高峰论坛在北京召开。在为期两天

的会议中，吸引了大批北京及周边地区的骨科医生以及科研工作者前来参会，我们同京津冀地区及

全国的骨科同道一起，探讨用我们的骨科技术造福人民，用我们的创新影响并推动中国乃至国际骨

科事业的发展，用我们的技术发明去占领国际医疗的阵地。 

2019 年 9 月 7 日至 9 月 8，由北京大学医学部骨科学学系支持的“北京大学 2019 骨关节炎国际

论坛”在北京举行。大会为国内国际广大同仁提供了一个交流、学习的平台。骨关节炎的诊断与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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疗离不开国内同行间的交流与沟通，正是国内同行间的团结紧密协作才让中国近年来的医学有着突

飞猛进的发展。北京大学骨科学系希望通过此次论坛，给国内同行一次沟通的平台、一个广阔的视

角、一个更新现有知识的机会。本论坛将就骨关节炎诊断与治疗的现有新进展和未来发展趋势进行

了多层面、多角度、多方位的探讨。 

（四）存在问题及建议 

在骨科学学系这一年的发展中，我们不断取得进步，也不断发现问题，同时也对发现的一些问

题进行了及时改善和解决。例如，完善落实规章制度及考核选拔标准，召开学系专家论证会，在听

取各方意见的基础上，形成书面文件。 

 

三、下年度工作计划 

（一）总体目标 

进一步促进北京大学医学部各附属医院骨科间的交流、培养骨科后备人才、促进骨科技术创新，

是骨科学系在 2020 年的主要目标。在设备设施、科技研发能力及成果转化方面进一步提高，实现管

理规范，措施有力，进一步巩固北大骨科品牌。 

（二）教学任务目标 

按照骨科的临床阶段教学大纲和北医各附属教学医院中统一制定的标准，实施骨科专业学生培

养方案，为骨科的发展储备力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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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促进老师学生间的交流互动，

培养出知识经验丰富的骨科人才；进一步评选统招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长学制学生二级学科

导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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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会议目标 

定期举办学术年会，提高骨科学术水平，打造北京大学骨科学系品牌会议，比如长城骨科论坛、

北京大学骨科论坛等学术活动。同时开展骨科亚专业培训学习班，与国内外知名院校机构开展合作，

定期进行学术交流。通过提供国内同行交流学习的平台，进一步提升学系的国内、国际学术地位，

树立北大骨科标榜品牌，从而扩大学系的国内外影响力；同时以转化医学、精准医学为指导，逐步

在全国范围、甚至东南亚国家建立严重创伤救治体系，推广创伤救治的“中国模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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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人才培养目标 

我们一直以培养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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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作为下一步的人才培养目标。培养更加合格的研究生导师，进修医师指导教师。培养骨科相关专

业的临床及科研拔尖人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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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骨科学系的进一步发展储备优秀人才。 

（五）科研交流目标 

定期举办高质量的学术活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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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骨科学系的可

持续发展。通过“请进来、走出去”的方式，定期邀请国内外专家学者进行授课，定期选派优秀青

年骨科人才到国外交流，积极推动和帮助学系申请课题，并以临床热点问题为导向，开展更广泛深

入的科学研究。将各个兄弟医院及各个科室的病例汇报及文献汇报形成制度，定期开展业务学习，

提高业务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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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分泌代谢病学学系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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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教学医院内分泌科共同组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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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通有无，取长补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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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形成了各自的优势专业，

并在内分泌专业领域建树颇多，起学科带头作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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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身免疫甲状腺疾病的发病机制；

肾上腺皮质、髓质疾患的受体表达；糖尿病肾病的发病机制研究，以及妊娠甲状腺疾病的临床研究

等，均为业内专家认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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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完成了行辅助生殖女性的甲状腺自身抗体与流产关联

的大型 RCT 研究，其结果发表在影响广泛，影响因子高达 30 的 JAMA 期刊中。通过临床学系的成

立及活动对各家医院的优势专业进行整合，可互通有无，利于进行学科间教学、临床及科研研究的

合作、交流，共同提升医学部附属教学医院的教学、临床、科研水平。 

各教学单位由教学主任挂帅，高年医师为主体，同时注重对年轻教师的培养，通过课前试讲、

集体备课、讲课比赛及参加“第二期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基地管理培训班”等方式，不断提高青年

教师的讲课水平及教学管理水平。学系多位老师荣获学校及医院优秀教师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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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和科研型研究生及进修医师的教学任务。按照学校教育处要求完成，在

2018年 6月的学系活动中进行了内分泌总论、糖尿病和甲状腺疾病教学大纲多家医院的试讲与交流，

发现各个医院的大纲讲授内容、学时存在差异，已形成了包括学系各个医院的大纲讨论小组，对内

分泌总论、糖尿病、甲状腺疾病的教学大纲进行梳理，确定基本组成，再保留各自医院一定的灵活

调试余地。已修改，并将内分泌总论用于进行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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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各个医院的相关临床和科研工作进行了

总结和交流： 

（1）北大医院：高雄激素的研究探讨；糖尿病照护门诊管理模式。 

（2）人民医院：特殊类型糖尿病发病机制探索；OSAHS 和内分泌疾病。 

（3）北医三院：胚胎干细胞的相关研究；二甲双胍联合利拉鲁肽抑制胰腺癌细胞生长的作用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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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制。 

（三）教学及学术交流情况 

教学大纲的交流、讨论及梳理。 

（四）存在问题及建议 

暂无。 

 

三、下年度工作计划 

（一）于内分泌系统课教学开始之前进行糖尿病及甲状腺疾病教学大纲的试讲，经专家讨论后

制定和规范本科生糖尿病及甲状腺疾病的教学大纲，确定新增或删减的教学内容。在正式讲授后收

集各教学医院学生的课后反馈意见，集体再进行讨论调试，制定最终教学大纲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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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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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经外科学学系 2019 年度工作报告 

2019 年度工作总结 

北京大学医学部神经外科学学系获得医学部批准，于 2018 年 4 月 27 日在北京正式成立，第一

届主任为北医三院王振宇主任。今年是学系成立的第二年。北京大学医学部神经外科学学系是以北

京大学第一医院、人民医院、第三医院神经外科为主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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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经外科学系成立后，各附属医院神经外科将在各个领域密切协作，全

方位交流，以共同进步为目的，团结携手，合作交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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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动各附属医院神经外科水平的整体提高。 

在医疗工作方面，神经外科学学系将做到强强联合、优势互补。定期召开疑难病例会诊及技术

咨询，制定标准化 sop 检查、手术方案并对各系属科室进行指导；在教学工作方面，将在住培基地

申请，教师培养、教材建设、人才选拔、统一招生、研究生培训和考试等诸多工作进行统一规划；

在科研工作方面，将联合开展前瞻性相关课题，探索创新，互相促进，进一步完善各自的优势项目。

现就 2019 年度学系工作进行总结。 

 

一、助力医疗援藏 

2019 年 6 月 21 至 23 日，为贯彻落实中组部医疗人才“组团式”援藏工作精神，更好更快地推

动西藏神经外科的建设与发展，来自北京大学人民医院与西藏自治区人民医院的两院神经外科在拉

萨联合举办第四届医疗人才“组团式”援藏系列学术活动——西藏神经外科年会、基层培训、推广

及西藏自治区人民医院神经外科成立 20 周年。 

西藏自治区人民医院蒲智书记、西藏自治区人民医院蒋磊副院长、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神经外科

主任刘如恩教授等领导出席并致辞，参会的还有来自北京协和医院、北大医院、西川华西医院曾在

西藏自治区人民医院神经外科的援藏专家以及西藏基层医务工作者。医疗人才“组团式”援藏专家，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神经外科副主任医师、西藏自治区人民医院神经外科援藏主任王斌主持了活动。 

  
西藏自治区人民医院作为区内首屈一指的权威医疗机构，承担着保护西藏地区人民健康的重要

责任，历来派出的援藏专家都是技术过硬、品行端正的优秀医护人员，希望能够与自治区人民医院

加强合作交流，共同努力，永远结盟，担负起服务人民健康的重任，为西藏地区神经外科的发展助

力。 

刘如恩教授带领神经外科团队成员周景儒主任医师、李媛护士长、范存刚副主任医师和王栋梁、

伍刚主治医师，分别从功能神经外科、脑血管病、脊柱脊髓疾病、精准护理等方面作了精彩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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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国际援助和交流 

2019 年 2 月 22 日-2 月 26 日，北京大学国际医院神经医学中心团队核心专家受约翰•蓬贝•约瑟

夫•马古富力总统邀请，前往坦桑尼亚穆欣比利骨科研究所和穆欣比利国立医院进行了为期 5 日的交

流，共同探讨在神经疾病领域可实现的合作方式，并在 2 月 26 日当天，在中国驻坦桑尼亚大使王克

女士陪同下，受到约翰•蓬贝•约瑟夫•马古富力总统亲自接见。此次受邀的专家团队包括神经外科赵

元立主任医师、赵阳医师，神经内科刘献增主任医师。 

  

据悉，坦桑尼亚全国范围内仅有 10 名神经外科医生，急需解决神经疾病领域的医疗专家、设备

和药物的短缺问题。会谈时，约翰•蓬贝•约瑟夫•马古富力总统首先对北京大学国际医院能够接受该

国医院联合进行神经外科手术的请求表示赞赏，并承诺将在提高诊疗能力方面进行更多的财政投入，

以减少公民进行海外治疗付出过高的成本。 

此次交流期间，3 位专家在当地医院里进行了门诊观摩、病房大查房、完成了多台手术，并参

与了学术研讨活动。 

三、神经外科住院医师专科培训基地申报 

在神经外科医生的培训体系中，合格的培训基地是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神经外科医师的培训

质量，中国神经外科医师培训基地的认定也有明确而严格的规定，要求在人力资源、设备条件、病

源、成就等方面必须具备完备的条件。成为培训基地的医院必须有具备基本实验条件的实验室，有

必要的经费，能为受训医师提供必要的生活保障。 

神经外科医生培训基地的具体认定指标则包括：神经外科病床数量不少于 60 张，并有基本的疾

病分组；每名受训医师在病房工作期间能够管理 6 张以上病床；每年收治神经外科病例不得少于 500

例；每年手术病例数不得少于 200 例次，其中脑肿瘤 80 例，脑血管病 30 例，颅脑外伤 50 例，脊髓

病变 30 例；有神经外科重症监护室；是教育部认定的硕士研究生和/或博士研究生培养科室。 

在医学部领导的支持下，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联合体，北京大学第三医院申

请了本年度神经外科住院医师专科培训基地申报工作，2019 年 6 月，经过申报组专家现场评审，北

京大学第三医院获得了北京市神经外科住院医师专科培训基地初步资格，下一步经过结构调整，建

立起完整的包括颅脑损伤、脊柱脊髓疾病、颅脑肿瘤、脑血管病、功能神经外科亚专科体系，并与

各地知名神经外科建立联合培养的模式，率先在北医三院开展初级神经外科专科住院医师轮转，并

于 2020 年迎接神经外科住院医师专科培训基地复审工作。 

四、神经外科学学系各成员在医、教、研方面的合作 

神经外科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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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带动各附属医院神经外科学水平的整体提高。 

在医疗工作方面，学系定期召开疑难病例会诊及技术咨询，制定标准化 sop 检查及手术方案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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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各系系属科室进行指导。之后还将进行病例的会诊、讨论及专家介绍、专题讲座。在认真完成各

类医疗任务的同时，也重视教学环节的嵌入和管理，采用 MDT 等多种形式，加强对青年医师的培

养。 

  
在教学工作方面，将就教师培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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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色完成了本院住院医师和北京市外科基地住院医师及进修医师的培训任务。定期组织教学

查房和专题讲座，积极参加各种学术会议及相关培训。在研究生院领导的支持下，学系的领导对完

成二阶段培训的神经外科医师进行了面试考核，查漏补缺进一步明确了主治医师的均质化培训标准。 

  

学系也积极参与神经外科基地培训和教材建设工作，为建设新时期神经外科培训体系继续努力，

王振宇主任担任北京市神经外科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基地评委。刘如恩教授担任全国住院医师规范

化培训教材《外科学 神经外科分册》第二版副主编。 

  

在科研工作方面，将蓬勃开展相关合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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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经外科学系的整体科研优势。 

 

2020 年度工作计划 

1. 积极参与医学部新一轮的教学改革，探讨可为学生接受的课程教学方式方法的改革与建设。

进一步开展神经外科选修课的申请和实施工作，争取尽早落实此方面的工作。完成八年制、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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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卫学院、基础医学院的教学绩效要求，完成医院及科室的各项常规教学任务；拟举办学系研究生

毕业论文汇报会，进一步激发导师和学员的科研灵感。 

2. 召开 2020 年度北医神经外科学学系年会，由各委员单位轮值举办。2020 年北医神经外科学

学系年会将邀请北医、以及国内外著名的神经外科和神经科学专家参会，初步拟定于北大深圳医院

承办，进行学术演讲，并开展学术交流。 

3. 鼓励学系教师多申请、参与医学部、院级教学研究项目，并撰写教学文章；加强各类研究生

的培养工作，促进临床型研究生参与科研工作的积极性，强化导师与研究生的联系及见面机制，定

期进行临床工作和科研进展的汇报。依托各委员单位的优势学科，进一步开展申报国家级和省部级

继续教育项目，通过学术会议的开展促进学科平台的建设。 

4. 积极落实多中心临床研究，并结合学系的特色，开展前沿的基础和转化医学研究工作，争取

进一步发表高水平的学术成果。进一步提高团队教学水平，为医学教育做出贡献。积极开展学系内

部成员间临床研究协作，在感兴趣的领域和疾病中设计 RCT 多中心临床研究方案。 

5. 促进神经外科学系内部人员的交流和沟通，积极准备住院医师培训基地的申请和验收，同时，

学系各培训基地也将积极申请二阶段的培训基地资质，保证培训基地的良性和持续发展。结合国家

在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方面的工作安排，在保证一阶段住院医师培训基地培训质量的基础之上，积

极建立二阶段住院医师的培训体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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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筹备建立学系下面的专业学组及青年委员会，巩固基地教学资质力量，提高住院医师规范化

培训水平。积极参与北京市和国内外各级学术会议，汇报神经外科学学系的学术成果，建立北大医

学神经外科学学系的学术品牌，学系定于每年夏秋之交，由各单位轮值，负责筹办本年度学系研讨

会，同时开展定期的临床病例讨论，提高学系的临床和学术水平。 

7. 调动神经外科学学系成员力量，设立学系奖励基金，定期举办学系青年医师手术大赛、授课

比赛、优秀医师评选等奖励活动。发挥学系的主导作用，与北京大学学报（医学版）建立长期联系，

争取专刊组稿刊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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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吸病学学系 2019 年度工作报告 

一、临床学系的工作概述 

2019 年北京大学医学部呼吸病学学系工作主要围绕呼吸专科医师培养体系的建立和优化、呼吸

医学技术二级学科建立、呼吸青年医师培养计划开展。组织了学系内外专家参与的疑难病例讨论会、

呼吸医学技术学科建设专家咨询会、国际合作课题研讨会等多种形式的活动。为推动北大医学呼吸

与危重症医学的学科发展和人才培养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二、具体工作总结 

（一）主要承担的教学任务及完成情况 

1. 本科生教育 

学系各成员单位完成临床医学、基础医学、医学检验、药学等相关专业内科学（呼吸）及诊断

学呼吸相关的课程和见习、实习带教工作。各教学医院统一按照医学部教学大纲的要求，圆满完成

本年度的教学工作。 

2. 研究生教育 

内科学（呼吸系病）研究生教育：博士学位、硕士学位授予点单位顺利完成内科学（呼吸系病）

的研究生培养工作，包括专业型研究生、学术型研究生等。各成员单位都将研究生过程管理、提高

论文质量作为本年度的工作重点，同时提高研究生的科研能力训练。各单位研究生均顺利毕业并获

得学位。 

医学技术（呼吸医学技术）研究生教育：呼吸医学技术已经开始正式招收硕士研究生，并计划

在 2020 年开始招收博士研究生。2019 年学系结合学校要求聘请校内外专家对呼吸医学技术培养方

案进行了详细讨论，各位专家提出了宝贵的意见和建议，从而制定了详细明确的培养方案。同时细

化了呼吸医学技术的授课大纲，组织各位学系内外的专家编写了教材，并于 2019 年 10 月正式开始

医学技术的研究生课程授课。 

3. 毕业后教育和继续教育 

作为内科基础学科，各学系成员单位圆满完成了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中呼吸内科的工作。专科

医师培训是学系工作的重点，本年度各学系成员单位共同完成了北京大学医学部教育教学课题《呼

吸专科医师规范化培训评价体系建设》，构建 PCCM 专科医师培训的评价方案及师资评价方案，具

有详细的评估指标和操作方案，并建立了用于教学、考核的临床病例库、试题库，实现了数字化、

信息化，既丰富了教学手段，又使考核评估体系均质化，且更为客观、有效。继续教育以北京大学

第一医院、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北京大学第三医院为代表，结合各医院专业特色的不同，分别举办

了国家级和北京市级继续教育项目，同时积极申报远程继续医学教育项目《肺部感染多学科论坛》，

以现代医学科学技术发展中的新理论、新知识、新技术和新方法为主要内容，扩大了北医呼吸学系

的影响力。 

（二）学科建设及科研活动 

本年度学科建设以呼吸医学技术专业建设作为工作重点。4 月 29 日我们邀请校内外专家组织了

呼吸医学技术培养方案论证。同时积极拓展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生物医学工程学院的合作，探讨如

何做好呼吸医学技术今后的工作，有利于呼吸学科和其他学科的交叉融合，培养医工结合的人才奠

定基础。11 月 13 日北京大学医学部医学技术研究院成立大会召开，作为医学技术研究院中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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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级学科之一，呼吸学系把培养呼吸医学技术领域高端领军人才作为未来工作重点之一。 

 
本年度继续联合学系各成员单位共同参与国家科技部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重大慢性非传染性疾病

防控研究的子课题“呼吸系统疾病影像数据分析与管理平台”的项目，对学系进一步开展多中心临

床研究奠定了基础。 

11 月 30 日北京大学医学部密西根大学医学院第十届联合研讨会在北京召开。呼吸团队组织了

呼吸专业学术研讨会，北京大学第一医院、人民医院、深圳医院的相关专家参与讨论，就呼吸系统

感染性疾病早期诊断、呼吸影像人工智能诊断、肺癌治疗新进展等进行了深入的讨论。 

 
（三）教学及学术交流情况 

第十七届北京大学呼吸病学年会由北京大学第三医院负责筹办。各学系成员单位积极参加年会

并发言。此次年会组织了呼吸治疗与培训专场，结合呼吸医学技术学科建立和发展，就呼吸治疗如

何开展临床研究、呼吸治疗师的临床角色和团队建设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思考，获得了很好的反响，

扩大了北医呼吸在专业内的影响力。 

（四）存在问题及建议 

各成员单位在医疗、教学、科研工作中的相互合作已经开始推进，但由于各单位工作性质模式

的不同，组织学系成员都能积极参与的活动有一定的难度。如何进一步融合发展，发挥北大医学的

优势，各成员单位取长补短，共同进行多中心临床研究，需要各成员加强沟通，打破壁垒，为提升

北医呼吸学系的影响力作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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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下年度工作计划 

1. 推进配合完成新一轮的教学改革，北京大学医学部临床医学 8 年制教学改革将积极推进，如

何在新一轮教改中发挥学系的特长和优势，整合北大医学的优势资源，培养更多拔尖人才是学系下

一年工作的重点；建立一支优秀的呼吸专业教师团队，积极投身教学工作； 

2. 进一步强化呼吸医学技术专业学科的发展和建设，拓展和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生物医学工程等

专业的交叉融合，培养适合中国国情的呼吸医学技术高端人才，以适应临床和新型设备研发的需求； 

3. 继续依托学系的基础，办好北京大学医学部第 18 届呼吸病学年会（第四季度），做到整合医

学部的优质资源，扩大学术影响力； 

4. 借助学系平台，推进多中心临床研究的实施，在现有课题的基础上，尝试联合申报教学、科

研相关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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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诊医学学系 2019 年度工作报告 

一、临床学系的工作概述 

2019 年 6 月 11 日，经北京大学医学部第 15 次部务办公会研究，决定成立北京大学医学部急诊

医学学系。自急诊医学学系成立以来，在急诊医学学系朱继红主任的带领下，学系成员多次探讨学

系发展方向及任务职能，旨在充分利用北大医学的资源平台，整合教学资源，规范临床治疗，开展

科学研究。 

急诊医学是以应对突发性疾病、创伤及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迅速评估患者和作出临床决策，挽

救患者生命和阻止疾病进一步恶化为目的的临床学科。现代急诊医学涉及到院前急救、心肺复苏和

危重症救治等各个领域。急诊医学在临床思维建立、快速医学处治上有其自身的特色。急诊医学学

系成立以来，根据急诊医学的特点，学系开展了多项具有急诊特点的教学工作，并在一定范围内开

展了针对教师的标准化培训，并且不定期的结合临床真实案例，开展新理论、新技术的临床教学活

动。 

在教学工作中，北京大学医学部急诊医学学系进一步完善和规范了临床教学查房，以体现基础

理论，基本知识，基本技能为目的，在指导老师的带领下，以学生为主，开展临床病例的教授。同

时，开展对于带教老师的规范化培训，以保障教学的准确性、规范性。 

在学科建设中，急诊医学学系成员，积极开展新理论，新技术的学习。在急诊科不断完善微创

气管切开、床旁支气管镜、床旁超声、深静脉置管、PICCO 监测、床旁血液净化治疗、亚低温治疗，

ECMO（体外膜氧合）等先进的监测和治疗手段。并且各临床医院之间相互学习、共同进步，各临

床医院之间，根据自身的优势，分享经验，提高整体能力。 

 

二、具体工作总结 

（一）主要承担的教学任务及完成情况 

1. 临床教学查房：自 2019 年 6 月 11 日至今开展多次临床教学查房，结合急诊医学特点，学习

基本知识，基本理论，基本技术，进一步完善了适应急诊医学的教学方案。受到急诊住院医师标准

化培训基地医生、急诊研究生、急诊医院医生和内科轮转医生的一致好评。 

2. 临床教学查房师资培训：自 2019 年 6 月 11 日至今开展壹次临床教学查房师资培训，培训范

围包括：高年资住院医师，主治医师和副主任医师，从教学的角度开展临床病例的学习、分析、总

结。帮助带教老师，进一步理解和完善教学思想和方案。受到带教老师的一致好评。 

3. 社会心肺复苏培训：自 2019 年 6 月 11 日至今开展多次社会心肺复苏培训，帮助广大非医学

背景人士，了解并掌握挽救生命的基本技能，为提高全社会对于猝死患者的抢救提供了一定的帮助，

并在相关媒体得到了相应的宣传。 

（二）学科建设及科研活动 

1. 急诊纤维支气管培训：自 2019 年 6 月 11 日至今开展壹次急诊纤维支气管镜培训，从支气管

的基本解剖知识到支气管镜的操作基本技能和支气管的日常养护进行了系统的培训。 

2. ECMO（体外膜氧合）培训：自 2019 年 6 月 11 日至今开展多次 ECMO 相关技能的培训工作，

了解 ECMO 的基本理论知识、技术操作方案、流程和相关并发症的处理方案，为猝死患者开展 ECPR

治疗，危重症患者开展 ECMO 治疗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三）教学及学术交流情况 

1. 兄弟医院临床病例研讨会：自 2019 年 6 月 11 日至今召开两次兄弟医院临床病例研讨会，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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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真实临床病例诊疗过程的分享，帮助大家进一步规范并拓展临床思维，建立标准并规范的诊治方

案，受到大家的一致好评。 

2. 临床死亡病例研讨会：自 2019 年 6 月 11 日至今召开壹次临床死亡病例研讨会，从临床死亡

病例中，发现问题，发现不足，以进一步提高临床诊治水平，加强对于危重症患者的早期预警及干

预，受到大家的一致好评。 

3. 北京大学医学部急诊医学成立大会并第一届北京大学医学部急诊医学高峰论坛：2019 年 12

月 6 日至 12 月 7 日，在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召开北京大学医学部急诊医学成立大会并第一届北京大学

医学部急诊医学高峰论坛，会议邀请急诊医学界国内顶尖学者针对急诊发展的展望，中国急诊的定

位及急诊相关先进理念及技术进行的专业的学术报告。 

 

 
（四）存在问题及建议 

1. 北京大学医学部急诊医学学系各相关临床医学院间的教学、临床和科研资源尚需进一步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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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进一步充分利用临床医学院之间的优势资源，协调各临床医学院共同发展。 

2. 急诊医学的专业的科学研究尚需进一步发展和完善，以科研能力较强的临床医学院牵头，开

展多中心临床研究和基础研究，从整体上提升北京大学医学部急诊医学学系的科研能力和水平。 

 

三、下年度工作计划 

1. 规范及系统的开展各临床医学院共同参加的临床教学查房制度：拟计划在每一个季度开展一

次各临床医学院共同参加的临床教学查房，分别由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北京大

学第三医院及中日友好医院完成。 

2. 制定北京大学医学部急诊医学学系的临床常见症状诊治方案及流程，由朱继红主任组织，各

临床医学院共同参与完成。 

3. 进一步开展急诊医学科学研究，拟计划由马青变教师组织，各临床医学院共同参加，开展多

中心临床研究。 

4. 坚持兄弟医院临床病例研讨会，自 2020 年 1 月开始，每两个月开展一次兄弟医院临床病例

研讨会，继续由朱继红主任组织并完成，进一步提高其业界影响力。 

5. 坚持临床死亡病例研讨会，自 2020 年 2 月开始，每两个月开展一次临床死亡病例研讨会，

继续由赵斌教授组织并完成，进一步提高其业界影响力。 

6. 坚持北京大学医学部急诊医学高峰论坛，拟定 2020 年 9 月召开第二届北京大学医学部急诊

医学高峰论坛，以扩展北京大学医学部急诊医学学系在全国的影响力。 

 


	北京大学医学部临床学系一览表（更新至2020年3月）
	核医学学系2019年度工作报告
	一、临床学系的工作概述
	二、具体工作总结
	三、下年度工作计划

	传染病学学系2019年度工作报告
	2019年工作总结
	2020年工作计划

	妇产科学学系2019年度工作报告
	一、学系的工作概述
	二、具体工作总结
	三、2020年计划

	皮肤性病学学系2019年度工作报告
	2019年度工作总结
	2020年度工作计划
	第一季度（2020年1月至3月）：
	第二季度（2020年4月至6月）：
	第三季度（2020年7月至9月）：
	第四季度（2020年10月至12月）：


	儿科学学系2019年度工作报告
	一、儿科学系的工作概述
	二、具体工作总结
	三、下年度工作计划

	医学检验学学系2019年度工作报告
	一、检验学系的工作概述
	二、学系主要负责组织及承担的检验教学任务及完成情况
	三、检验学系完成本科教学、教育其他相关活动
	四、积极开展科研学术活动，加强学科建设
	五、重视青年教师培养，不断提高教学质量
	六、存在问题及建议
	七、下一年度检验学系工作计划

	眼科学学系2019年度工作报告
	一、临床学系的工作概述
	二、具体工作总结
	三、下年度工作计划

	麻醉学学系2019年度工作报告
	一、临床学系的工作概述
	二、具体工作总结
	三、下年度工作计划

	肾脏病学学系2019年度工作报告
	一、临床学系的工作概述
	二、具体工作总结
	三、下年度工作计划

	神经病学学系2019年度工作报告
	2019年度工作总结
	2020年度工作计划
	一、鼓励科研创新，加强梯度建设
	二、教学持续改进与创新
	三、进一步加强学系之间的交流与联系


	重症医学学系2019年度工作报告
	一、临床学系的工作概述
	二、具体工作总结
	三、2020年度工作计划

	心血管外科学学系2019年度工作报告
	一、学系内部建设
	二、促进国内国外学术交流
	三、临床情况与新技术发展
	四、教学与科研
	五、2020年工作计划

	中西医结合学学系2019年度工作报告
	一、工作概述
	二、具体工作总结
	三、下年度工作计划

	心血管内科学学系2019年度工作报告
	一、管理模式调整
	二、教学工作
	三、科研工作
	四、学术交流与推广
	五、总结

	全科医学学系2019年度工作报告
	一、全科医学学系的工作概述
	二、具体工作总结
	三、下年度工作计划

	风湿免疫学学系2019年度工作报告
	一、临床学系的工作概述
	二、具体工作总结
	三、下年度工作计划

	放射肿瘤学学系2019年度工作报告
	胸外科学学系2019年度工作报告
	一、胸外科学学系的工作概述
	二、具体工作总结
	三、下一年度工作计划

	血液病学学系2019年度工作报告
	一、学系建设
	二、学系成果
	三、学系下一年度计划

	影像医学学系2019年度工作报告
	2019年度工作总结
	2020年度工作计划

	骨科学学系2019年度工作报告
	一、临床学系的工作概述
	二、具体工作总结
	三、下年度工作计划

	内分泌代谢病学学系2019年度工作报告
	一、临床学系的工作概述
	二、具体工作总结
	三、下年度工作计划

	神经外科学学系2019年度工作报告
	2019年度工作总结
	2020年度工作计划

	呼吸病学学系2019年度工作报告
	一、临床学系的工作概述
	二、具体工作总结
	三、下年度工作计划

	急诊医学学系2019年度工作报告
	一、临床学系的工作概述
	二、具体工作总结
	三、下年度工作计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