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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医学部临床学系一览表（更新至 2021 年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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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届 2020.10.27-2023.1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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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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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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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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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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届 2020.11.24-2023.1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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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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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度工作报告 

一、临床学系的工作概述 

2020 年是极不平凡的一年，新年刚至，我们便遭受了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病毒的影响，全国按

下了停止键。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核医学学系的教学领导与全体成员责任在肩、坚守岗位，有条

不紊地安排与执行临床工作。在做好临床工作的同时，同样做好教学工作和专业培训工作。 

由于疫情的原因，网络教学因其方便、快捷、零接触的优势被广泛应用。在医学部和各临床学

院教育处的统一安排下，8 年制及研究生课程及时改成网络课程；核医学系各临床学院的住培课程

将网络在线教学和现场教学相结合，充分利用核医学场地和网络统筹安排教学会议与授课活动，包

括住院医师培训课、小讲课等，教师们积极学习、掌握线上教学方法，认真备课、录课，保证线上

教学的质量及教学工作的顺利完成。 

疫情期间住培工作严格执行北京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要求，核医学系各临床学院领导组织全员

培训传染病知识、防护技能、消杀流程、发热患者处置流程等，为了防止人员密集接触，保护工作

人员身体健康，根据患者诊疗数量，将人员进行排班，轮流上岗。为减少医患接触时间，接诊流程

改为前一天先电话询问病史，并强调流行病史，检查当天再次快速核对。加强对住院医师的管理，

包括因疫情留在居住地的住院医师及研究生，在健康和工作环境上给他们以关心，定期慰问个人健

康情况。住院医师积极配合、服从领导、互相帮助、毫无怨言，认真完成每天的临床诊疗工作，上

下团结一心，显示出强烈的责任心与主人翁的姿态。核医学系各临床学院持续加强住培基地建设，

不断规范住培工作流程，努力提升住培工作质量，在 2020 年北京市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基地再认定

工作中，核医学学系 7 家核医学基地全部通过基地再认定，为住培基地的进一步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核医学学系承担着北京市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一阶段、二阶段及北京大学医学部转博、二阶段

命题与考核工作，同样由于疫情的影响，考核时间几经改变。核医学学系在北京市卫健委、北京市

医学教育协会和北京地区核医学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专科委员会指导与安排下，多次召开考核筹备

会，精心设计考核流程，严格规范考场准备，组织考核学员考前核酸检测和防控培训演练等，确保

了住培各类考核顺利进行。参与考核的核医学学系专家及考务人员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参加各类考

核的核医学系各临床学院的研究生、住院医师、专科医师全部通过考核，成绩优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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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升本和研究生等线下或线上教学任务。 

北大医院：完成 2017 级 8 年制临床医学专业《核医学》课程 14 学时、2017 级八年制基础医学

专业《临床学》课程 2 学时、2020 级研究生《影像医学与核医学》课程 16 学时、2020 级研究生《医

学影像技术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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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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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基础医学 2017 级、临床药学 2019 级临床理论教学授课 2 学时、临床医学 20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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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8 年制）核医学总论授课 2 学时、见习 3.5 学时及系统课授课 18 学时、临床医学 2019 级教改诊

断带教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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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级（5、6 年制）核医学课程大课 26 学时。 

肿瘤医院：完成 2020 级研究生课程 6 学时。 

积水潭医院：完成 2017 级五年制《核医学》系统课 24 学时。 

中日友好医院：完成 2017 级（5、6 年制）《核医学》大课 14 学时、见习课 4 学时。 

深圳医院：完成 2017 级（5、6 年制）《核医学》大课 48 学时。 

积水潭医院：承担影像住院医师规培基地授课 12 课时，承担放射科、超声科规培住院医师及研

究生的核医学科室轮转 4 人。 

2. 住院医师培训课程  2020 年各临床学院按照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基地规范管理要求，在疫情

防控常态化情况下做好各项住培工作，尤其注重提升指导教师的带教能力，让新上岗青年医师承当

住培培训课，锻炼青年医师讲课技能。疫情严重时培训课、小讲课改为线上进行，疫情缓解后坚持

每天审片和读片，定期集体业务学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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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北大医院举办线上北京市住培教育项目 1 项、安排住院医师培训课 70 学时、小讲课

40 次、病例回顾讨论 4 次、组织全体带教老师参与国家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结业考试的命题、组题

工作；人民医院主办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微信公众平台，发布病例累计 196 期，本年度发布 44 期，

读者遍布全国 32 个省市、自治区；肿瘤医院举办国家级继续教育项目 1 项、住院医科内讲课 29 次、

组织科研组会 5 次；积水潭医院完成影像住院医师规培基地授课 12 课时，科室内定期举行疑难病例

讨论会及相关文献复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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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规划教材配套精选习题集

《核医学分册》由人民卫生出版社于 2020 年 9 月出版，核医学系多名教师参编。王荣福教授任主编、

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的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十三五”规划教材《核医学》第 9 版，申报首届国家级

优秀教材评选，现已通过北京大学优秀教材评定推荐为北京市优秀教材。中日友好医院核医学科富

丽萍主任参编《PET/MR》由人民卫生出版社于 2020 年 3 月出版；中日友好医院核医学科郑玉民教

授参编 PET and SPECT in Neurology（Second Edition），Springer，Oct.20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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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将出版。  

（二）学科建设及科研活动 

核医学系各临床学院不断深化学科规划与建设，重视学科人才培养，根据各自学科优势积极开

展基础与临床科研。2020 年北大医院获批课题 4 项（1 项国自然、1 项省部级（京自然）、1 项吴阶

平医学基金会研究课题、1 项校级）、获批国家发明专利 1 项、在研课题 15 项、发表论文 22 篇（其

中 SCI 论文 11 篇）；人民医院承担北京大学人民医院教学课题 1 项、发表论文 6 篇（其中 SCI 论文

3 篇）；肿瘤医院在研/立项课题共 26 项、发表文章 31 篇（其中 SCI 论文 17 篇）；北京医院发表中

文核心期刊论文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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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 12 月 26 日，由北京大学第一医院核医学科、北京大学医学部核医学系、北京医学会核

医学分会联合主办的首届“什刹海北大核医学论坛”暨 2002 年北京大学医学部核医学系年会成功召

开。由于受北京疫情的影响，本次会议临时决定由线下改为线上。在不到两天的时间里，会务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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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迅速完成设备调试，保证了当日会议的顺利召开，让更多的核医学同仁能够“云端相会”。 

开幕式由北大医院核医学科范岩主任主持。北大医院刘新民院长亲自上线致辞，党委潘义生书

记在百忙之中录制了视频，两位医院领导在致辞中祝贺首届“什刹海北大核医学论坛”的召开，也对

核医学科和北医核医学系的工作给予肯定并提出了殷切希望。北京医学会核医学分会主任委员，解

放军总医院第一医学中心徐白萱教授、北京医学会核医学分会候任主任委员，北京大学肿瘤医院杨

志教授、首都医科大学核医学系常务副主任，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宣武医院卢洁教授、北京大学医学

部核医学系主任王荣福教授分别在开幕式上致辞。 

近几年，北大医院核医学科加强与临床科室合作，积极参与多学科临床诊疗（MDT），使核医

学分子功能影像在疾病诊治中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今年，核医学科成功申请了放药使用四类

证，并更新了显像设备，为下一步的分子靶向示踪剂的临床转化及科研奠定了基础。基于近年来核

医学科与临床学科的合作经验与成果，本次论坛分为“泌尿系肿瘤”与“儿童癫痫”两个学术交流主题，

邀请了北大医院相关临床科室（泌尿外科、放疗科、小儿神经、儿童癫痫中心）的主任和知名教授

以及北京核医学相关领域的专家进行了 11 个专题学术讲座，另有北京核医学分会和北医核医学系的

10 多位主任前来助阵交流。讲座内容层次高、理念新，充分体现了临床与核医学专业的交叉互融，

收到了异同反响的效果。一天时间的线上交流，观看人次达到 1.7 万！尽管疫情阻碍了大家面对面

的相聚，但云端交流打破了距离壁垒，使更多的国内核医学同道领略了北大医院和北京核医学专家

的风采。相信“什刹海北大核医学论坛”今后能成为北京核医学的一个品牌会议，在促进核医学的发

展交流中发挥重要作用。 

（三）教学及学术交流情况 

2020 年核医学系在常态化疫情防控下利用线上教学或线上线下教学相结合的方式，在保证临床

和科研任务完成的同时，圆满完成了本科、研究生教学任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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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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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医院重点规范日常考核，召开指导教师教学工作会议，进行规范培训，进一步明

确日常考核工作方式方法，使培训各阶段日常考核到位，发现问题及时提出并解决，学员明确不足，

及时学习补充，纠正知识缺陷，递阶式进步明显。 

北医三院在疫情期间坚持为学生开展线上理论授课和教学查房，为轮转医师分配病例追踪任务，

随访自己书写的报告，使其对于核医学显像理解更为深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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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常规的教学工作中，本科室不断总结教学经验与心得，本年度发表

教学文章 1 篇。北京医院、积水潭医院以线上及现场方式积极参与全国核医学年会、北京核医学年

会、北京大学核医学学系年会等多个学术会议及全国性继续教育活动，提高医师专业理论水平。各

临床学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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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020 年 8 月 22~23 日，中国医学影像技术研究会第三十四次全国学术大会在线上召开，由北

京大学人民医院主办的《FDG PET/CT 用于发热待查进展研讨会》[2020-09-04-014（国）]同期举行。

会议以发热待查为主题，探讨 PET/CT 在感染与炎症性疾病诊疗中的应用。 

2. 2020 年 10 月 29~31 日，由北京大学肿瘤医院主办、北京市核医学质量控制和改进中心、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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射性药物分会、中国医药质量管理协会医学影像质量研究委员会、东诚安迪科集团协办的“第四届新

型核医学分子探针质量控制及临床转化研究”[2020-09-04-113(国)]学习班在北京肿瘤医院学术报告

厅顺利举行。会议由北京大学肿瘤医院朱华副研究员主持，北京大学肿瘤医院科研院长潘凯枫研究

员、北京大学肿瘤医院核医学科杨志主任、北京师范大学贾红梅教授分别致辞。 

合理、合法使用放射性药物，对核医学至关重要。因此，了解放射性药物前沿发展趋势、夯实

自身药物制备基础、熟悉放药政策多举并行，才能保证核医学科诊疗工作的有序进行。北京大学肿

瘤医院核医学科依据自身发展的经验，于 2017~2019 年已举办了三届学习班。在取得了良好反馈基

础上，在 2020 年 10 月疫情影响缓解下，继续组织了本次学习班。本次学习班从放射性核素药物发

展最新进展、多肽及小分子核素探针的（FAPI、前列腺癌、神经内分泌肿瘤 PRRT 药物）质量控制

详解等、放射性药物申报备案策略等三个方面开展了的培训工作。 

3. 为了进一步加强北京市核医学专业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的基地建设，强化培训的管理，提高

指导教师带教能力，提升学员的岗位胜任力，根据北京市医学教育协会毕业后医学教育部的指示，

按照北京市卫健委科教处工作安排，2020 年 12 月 25 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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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资培训班”线上隆重举

行。北京市医学教育协会毕业后医学教育部李大蓉教授、北京大学第一医院教育处王颖处长莅临会

议致辞并做培训讲座，北京市各核医学专业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基地、核医学专科培训基地的主任、

教学主任、教学秘书、骨干带教师资等 40 余人参加了此次培训班。 

本次会议会前精心组织筹备，围绕“住培师资带教能力提升”这一主题，安排北京市医学教育协

会住培办公室、核医学住培专委会、北大医院、各个培训基地各层级的工作情况介绍、汇报交流等

8 个主题讲座，分别是：李大蓉教授的 “关注过程，培训同质”、王颖处长的“师资带教能力提升的

关键问题和思考”、北京市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核医学专业委员会主任、北京大学第一医院核医学基

地主任王荣福教授的“新冠肺炎疫情下的住培工作挑战与思考”、北京大学人民医院核医学科李河北

教授的“核医学报告质量与规范”、北京大学第一医院核医学科主任范岩教授的“核医学专业临床综合

实践能力考核”、北京大学第一医院核医学科张旭初教授的“住院医师的岗位胜任力培养与实践”、北

京世纪坛医院核医学科主任童冠圣教授的“2020 年北京市住院医师规培核医学专业基地再认定自评

体会”、北京大学第一医院核医学科邸丽娟教授的“2020 年北京市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一阶段考核情

况分析”，授课内容丰富。 

培训班原定在北京大学第一医院门急诊院区科研楼 6 层报告厅举行，因为北京市疫情的变化改

成线上举行，北京大学第一医院核医学科快速行动，设置腾讯会议，通知各个基地，显示出北大医

院教学团队的强大的组织力与战斗力，保证了培训班的如期举办。线上会议提升了参与度，参会人

员普遍反映培训内容干货满满，对国家、北京市住培的政策、基地建设与管理要求、师资胜任力提

升、住院医师胜任力培训等都有了充分的认识与明确的努力方向。今后要进一步加强基地建设，注

重提高住培师资的带教能力，将对住院医师培训带教工作融入日常工作中，利用碎片时间、采用各

种创新方式进行带教，360 度双向评价教与学，提高核医学专业基地的培训综合水平。 

4. 教学、科研获奖  核医学系主任王荣福教授荣获中华医学会核医学分会杰出贡献奖；北京大

学人民医院核医学科王茜主任荣获北京大学医学部教育教学优秀奖；北京大学肿瘤医院朱华副研究

员获得 2020 年北京大学肿瘤医院“教学管理先进个人”、李囡教授获得 2020 年北京大学肿瘤医院“优

秀专培指导教师”、林新峰医师获得 2020 年北京大学肿瘤医院“优秀专培毕业生”。 

（四）存在问题及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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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核医学系各临床学院发展不平衡，有的临床学院师资力量及医教研发展有待进一步提高。 

2. 各临床学院教学与科研重大成果不足。 

3. 加强各临床学院间的互动协作、学科规划与合作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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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加强核医学系各临床学院的沟通、交流与协作，促进各临床学院的发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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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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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核医学学会的交流活动，鼓励和督促发表教学与科研论文。 

6. 充分发挥核医学系优势，各尽所能，资源共享，携手共进，在学科建设发展和服务中发挥更

大作用。 

 

附图： 

 

图 1 北京大学肿瘤医院“第四届新型核医学分子探针质量控制及临床转化研究”学习班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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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岩主任主持开幕式 北大医院潘义生书记致辞 北大医院刘新民院长致辞 

   

徐白萱教授致辞 杨志教授致辞 卢洁教授致辞 

   

王荣福教授致辞 部分线上参会专家 部分线上参会专家 

图 2 2020 年 12 月 26 日首届“什刹海北大核医学论坛”暨 2020 年北京大学医学部核医学系年成

功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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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染病学学系 2020 年度工作报告 

2020 年工作总结 

2020 年是特殊的一年、战斗的一年！新冠疫情的流行使传染病学系的教学工作发生了极大的转

变，工作重点放在新冠疫情的治疗及防控方面，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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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服了种种困难，圆满地完成了今年学系

的医教研工作，现将学系的 2020 年工作总结如下：  

（一）临床教学工作 

由于新冠疫情的影响，今年传染病临床教学的工作开展受到了方方面面的限制，如学生不能按

时返校，大量临床教师被抽到新冠疫情一线参加救治或预防工作等，但各临床教学医院克服困难，

利用互联网平台，通过线上授课、视频讨论等方式，圆满地完成了北京大学医学部临床医学生的理

论及实习教学工作。尤其是以视频讨论方式进行的传染病见习，以学生为主讲，教师引导，围绕“发

热待查、中枢神经系统感染、腹泻待查、黄疸待查”等主题，从理论到临床病例，展开全面而深入的

讨论，学生会前精心制作幻灯，会上踊跃发言提问，收获匪浅，学生反馈良好，保证了学生在新的

教学模式下能很好地掌握常见传染病的诊断及治疗原则。研究生培养工作也以上述的形式展开，保

证了研究生的课题能按时进行、顺利毕业。如北大人民医院肝病研究所的吴恬、靳睿、陈谱、邓康

健学术型硕士，孙文平、刘义思专业学位硕士，王晓晓科研型博士顺利毕业；2020 年新招收学生 4

名，其中 2 名科研型博士，1 名临床型博士，1 名临床型硕士。北京地坛医院 2020 年招生 6 名研究

生（5 名硕士，1 名博士），毕业硕士研究生 7 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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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同学学位论文盲评全部通过。

解放军总医院第五医学中心 2020 年新招收硕士研究生 5 名、博士研究生 2 名；毕业硕士研究生 4

名、博士研究生 2 名；一名研究生获北京大学优秀毕业生称号；两名研究生分别获得北京大学医学

生二等、三等奖学金。 

（二）临床工作及教师队伍建设 

2020 年初新冠疫情在武汉爆发，随后疫情在全国各地零星流行，限制了往年学系的课前试讲、

集体备课、青年教师演讲比赛等各种活动。学系各单位医院积极投入了我国新冠疫情的防控及救助

一线工作，多位大夫被派到武汉参加新冠的救治工作；各单位医院均 24 小时开发发热门诊，筛查新

冠病毒感染者。如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发热门诊 1 月至 11 月接诊患者 15000 余人次，完成 18000 余人

份的新冠病毒核酸检测工作；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发热门诊量31615人次，新冠核酸检测210415人份；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发热门诊量 31919 人次，新冠核酸检测 31919 人份；北京地坛医院及解放军第五

医学中心紧急开设了新冠收治病房，救治北京地区的新冠病人，其中北京地坛医院收治了 600 余例

新冠肺炎患者；解放军总院第五医学中心自 2019 年 12 月 31 日至 2020 年 4 月 30 日，连续日夜奋战

121 天，共收治患者 70 人，其中年龄最小的 3 岁，最大的 85 岁；危重率 35.7%；治癒率 98.6%。总

之，2020 年，传染病学系工作顺应疫情要求，以新冠疫情救治及防控工作为重点，学系各单位医院

大夫守北京、战武汉、援国外，为我国新冠疫情的防控，尤其是对北京地区疫情的控制及局势的稳

定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保证了北京市民身体的健康及生活的幸福、经济的稳定及繁荣；对世界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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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我大国的担当，彰显了我大国的实力；年轻教师们得到极大的锻炼和提高，学系教师队伍更加成

熟和强大。如北京地坛医院刘景院主任荣获北医优秀教学奖；郑博文教师获北大医学部青年讲课比

赛荣三等奖；蒋淑红荣获北京大学及医学部教学管理奖。解放军总院第五医学中心共获批北京大学

医学部教育教学研究课题 2 项，分别是“基于症候群分类体系和案例教学法的传染病教学模式研究”

及“面向医学生的传染病个人防护技术标准化培训体系的研究”；青年教师李东泽获得北医青教赛三

等奖。 

（三）科研工作 

各教学医院大夫在坚守临床工作的同时，也积极投入或参与了临床及基础的科研工作，尤其是

有关新冠肺炎的临床及基础研究工作，并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巨大成绩，为传染病学系，乃至于我国

传染病学界赢得了极大的荣誉和深远的影响。北大医院感染科共发表中文论文 22 篇； SCI 论文 21

篇，授权专利 1 项，申请专利 1 项。2020 年北京大学肝病研究所 5 项新获得基金，发表中文论文 11

篇； SCI 论文 14 篇。北京市地坛医院 2020 年全院共获批的科研项目共 50 项，其中科技部国家重

点研发计划 3 项（含合作 2 项）；十三五重大专项合作 5 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3 项；省部级项目 8

项，其中中央军委战略先导计划 1 项，市科委重大项目 3 项，北京市科技新星 1 人，局级项目 17

项，其中北京市卫健委首发 5 项、核查专项 1 项、适宜技术 1 项，医管中心扬帆计划 5 项、新冠专

项 2 项，市中医局计划 3 项，其他横向合作 12 项，全年共获批的科研经费达 3458.04 万元；全年共

发表各类论文 378 篇，其中 SCI 173 篇，最高影响因子为 70.331 分，国内统计源期刊 205 篇，SCI

论文篇数较去年增长 69.6%；主编出版专著 2 部，副主编出版专著 3 部；由北京地坛医院张福杰主

任医师团队研究的《中国艾滋病治疗策略和关键技术研究的推广与应用》项目荣获北京市科学技术

进步奖二等奖、华夏医学科技奖二等奖、北京医学科技奖一等奖。解放军总院第五医学中心在王福

生院士的领导下，开展了三个不同方案的干细胞治疗新冠病毒感染患者的临床试验，其中包括全国

首个多中心、双盲、安慰剂对照干细胞治疗新冠感染患者临床试验；建立了世界首套临床试验用药

编码与全程追溯系统；开展 7000 例新冠感染患者的随访及基础研究；完成了全球首例新冠肺炎死者

病理穿刺，并发表了多篇相关文章，其中以王福生院士和赵景民教授为共同通讯作者的全球首篇新

冠病理文章被发表在国际知名期刊柳叶刀呼吸病子刊（影响因子 22.99，分区：医学 1 区），该文章

被评为 SCI 高被引论文，至今文章被引用两千多次，在学术界产生极大的反响。此外，王福生院士

团队还发表了 60 余篇其他有关新冠的文章，团队发表的文章被引用三千多次。 

（特此说明：因受疫情影响，传染病学系部分教学医院的医教研工作及成绩暂时缺乏）。 

 

2021 年工作计划 

1. 2021 年传染病学系工作将一如既往地兼顾临床工作及教学工作，侧重点将放在新冠疫情的

防控及救治方面，与北京地区的全体医疗及防护人员一起并肩作战，确保北京地区疫情的可防、可

控、可治，以确保首都市民身心的健康及生活的幸福、经济的稳定及发展。由于目前情况及条件所

限，学系拟通过召开视频会议等方式讨论、制定教学工作和计划，保证各教学单位之间的流畅沟通，

及时解决工作中遇到的新问题。一旦新冠疫情消失，学系将恢复每季度召开 1 次会议、全年集体备

课 2 次的制度；年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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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举办青年教师讲课比赛，进一步提高年轻教师的授课能力及水平。 

2. 如果疫情形势严峻，传染病学系将继续通过互联网平台，采取线上授课、视频讨论等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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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北京大学医学部临床医学生的理论及实习教学工作。待疫情消退后，再恢复既往的教学模式，

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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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改进教学方式，提高教学质量。 

3. 研究生培养工作也将根据疫情消长情况采取相应的方式进行，如果疫情防控政策和措施不

变，研究生教育工作也将主要以上述的形式展开，适当情况下，可考虑举办一些小规模的学习讨论

活动，确保研究生的课程及课题顺利进行，毕业生能按时顺利毕业。  

 

附表： 

表 1 2020 年度北京大学第一医院感染疾病科发表论文情况 

序号 题目 期刊名称 第一作者 

1 

Unsatisfying antiviral therapeutic effect in patients with 

mother-to-child transmissed chronic HBV infection: a prospective 

multi-center clinical study 

CHINESE MEDICAL 

JOURNAL2019；132：22 
李俊 

2 

Treatment of primary biliary cholangitis with ursodeoxycholicacid, 

prednisolone and immunosuppressants in patients no trespondingt 

oursodeoxycholicacidalone and theprognosticindicators 

Clinics and Research in 

Hepatology and 

Gastroenterology2020; 

钱建丹 

3 
Deficiency of canonical Wnt/β-catenin signalling in hepatic dendritic 

cells triggers autoimmune hepatitis. 

Liver 

International2020;40:131-141

. 

谭康安 

4 
Cytokine release syndrome in severe COVID-19: interleukin-6 

receptor antagonist tocilizumab may be the key to reduce mortalit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ntimicrobial Agents2020; 
张驰 

5 

Efficacy and safety of Anluohuaxian in the treatment of patients with 

severe Coronavirus disease 2019- a multicenter, open label, 

randomized controlled study: a structured summary of a study 

protocol for a randomised controlled trial 

Trials2020;21:495. 张驰 

6 
Abnormal liver function tests of patients with coronavirus disease 

2019 in mainland China: a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 

Journal of Gastrointestinal 

and Liver 

Diseases2020;29:219-226. 

辛晟梁 

7 
Efficacy of serum miRNA test as a non-invasive method to diagnose 

nonalcoholic steatohepatitis: a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 

BMC 

Gastroenterology2020;20:186

. 

辛晟梁 

8 

Unsatisfying Antiviral Therapeutic Effect in Patients With 

Mother-To-Child Transmissed Chronic Hepatitis B Virus Infection: 

A Prospective Multi-Center Clinical Study 

Chin Med J 

(Engl)2019;132:2647-2656. 
董晓琴 

9 

Significant Histological Changes and Satisfying Antiviral Efficacy in 

Chronic Hepatitis B Virus Infection Patients With Normal Alanine 

Aminotransferase. Antiviral Therapy Decision in Chronic HBV 

Patients With Normal ALT 

Clin Res Hepatol 

Gastroenterol2020;S2210-740

1. 

吴朝 

10 

The Mechanism and Clinical Outcome of Patients With Corona Virus 

Disease 2019 Whose Nucleic Acid Test Has Changed From Negative 

to Positive, and the Therapeutic Efficacy of Favipiravir: A Structured 

Summary of a Study Protocol for a Randomised Controlled Trial 

Trials2020;21:488. 李嘉雯 

11 Cytokine Release Syndrome in Severe COVID-19: Interleukin-6 Int J Antimicrob 张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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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ceptor Antagonist Tocilizumab May Be the Key to Reduce 

Mortality 

Agents2020;55:105954. 

12 

Treatment of primary biliary cholangitis with ursodeoxycholic acid, 

prednisolone and immunosuppressants in patients not responding to 

ursodeoxycholic acid alone and the prognostic indicators 

Clinics and Research in 

Hepatology and 

Gastroenterology2020;44:874

-884. 

钱建丹 

13 

Tocilizumab combined with favipiravir in the treatment of 

COVID-19: A 

multicenter trial in a small sample size 

Biomedicine & 

Pharmacotherapy2020;13:133

. 

张驰 

14 

Combination of quantitative hepatitis Bcore antibody (qHBcAb) and 

aspartateaminotransferase (AST) can accuratelydiagnose immune 

tolerance of chronichepatitis B virus infection based on liverbiopsy 

Clinics and Research in 

Hepatology and 

Gastroenterology2020;15:11. 

张驰 

15 

Diverse clinical processes of 16 COVID-19 cases 

who concentrated infection in the same 

workplace in Beijing, China 

An observational study 

Medicine2020; 张驰 

16 
Management of chronic liver diseases and cirrhosis: current status 

and future directions. 

Chinese Medical 

Journal2020;133:2647-2649. 
徐京杭 

17 Human genetic susceptibility to hepatitis B virus infection.  

Infection Genetics and 

Evolution2020(online ahead 

of print) 

徐京杭 

18 Use of albumin in patients with liver cirrhosis in China 
Hospital Pharmacy 

International2020;15-18. 
徐京杭 

19 

High-density lipoprotein cholesterol 

is a predictor of survival in cirrhotic patients with acute 

gastrointestinal bleeding: a retrospective study 

BMC 

Gastroenterology2020;20:381

. 

程然 

20 Chinese guidelines on the management of liver cirrhosis 

World Journal Of 

Gastroenterology2020；26：

7088-7103. 

徐小元 

21 

Significant histological changes and satisfying antiviral efficacy in 

chronic hepatitis B virus infection patients with normal alanine 

aminotransferase. Antiviral therapy decision in chronic HBV patients 

with normal ALT. 

Clinics and Research in 

Hepatology and 

Gastroenterology2020； 

吴朝 

22 New gene variants associated with the risk of chronic HBV infection 
Virologica Sinica2020；35：

378-387. 
范梦洁 

23 肝硬化消化道出血的临床进展 
临床内科杂志 2019；36：

793-795. 
程然 

24 肝硬化诊治指南 
中华肝脏病杂志 2019；27：

846-865. 
徐小元 

25 肝硬化诊治指南 
实用肝脏病杂志 2019；22：

770-786. 
徐小元 

26 肝硬化诊治指南 
临床肝胆病杂志 2019：35：

2408-2425. 
徐小元 

27 肝硬化诊治指南 现代医药卫生 2020：36：320. 徐小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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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肝硬化"少见并发症"诊治现状和展望 
中华肝脏病杂志 2010：28：

369-371. 
徐京杭 

29 失代偿性肝硬化患者合并肾损伤与肝肾综合征的管理 
中华肝脏病杂志 2010：28：

381-385. 
李文刚 

30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抗病毒治疗研究进展 
药物不良反应杂志

2020;22:366-372. 
徐京杭 

31 肝硬化临床研究进展和未满足的需求 
中华肝脏病杂志 2019；：

913-914. 
徐京杭 

32 
慢性乙型肝炎病毒感染者的抗病毒治疗及适应症：《慢性乙型肝

炎防治指南（2019 年版）》解读 

国际流行病学传染病学杂志

2019；46：466-470 
赵鸿 

33 干扰素治疗 1-6 岁慢性乙型肝炎的疗效及影响因素 
国际病毒学杂志 2020；27：

214-218. 
潘静 

34 siRNA 药物降低慢性乙型肝炎患者血清 HBsAg 水平的研究进展 
中华肝脏病杂志 2020；：28：

179-182. 
潘家莉 

35 
HBV 前基因组 RNA 状态可以反映慢性乙型肝炎患者接受核(苷)

酸类似物抗病毒治疗的长期预后 

临床肝胆病杂志 2020；：

36:807. 
罗皓 

36 失代偿性肝硬化患者合并肾损伤与肝肾综合征的管理 
中华肝脏病杂志 2020;28：

381-385. 
李文刚 

37 解读肝硬化诊治指南难点与新颖之处 
实用肝脏病杂志 2020；23：

4-6. 
徐小元 

38 《慢性乙型肝炎防治指南》(2019 年版)解读 
临床内科杂志 2020；37：

540-542. 
陆海英 

39 肝硬化消化道出血的临床进展 
临床内科杂志 2019；36：

793-795. 
程然 

40 肝硬化诊治指南 
实用肝脏病杂志 2019；22：

770-786. 
徐小元 

41 肝硬化诊治指南 
临床肝胆病杂志 2019；95：

2408-2425. 
徐小元 

42 认识非化脓性胆管炎 
中国医学前沿杂志（电子版）

2020；2：1-2. 
赵鸿 

43 
依据最新防治指南提高慢性乙型肝炎精准诊治水平——《慢性乙

型肝炎防治指南(2019 年版)》权威解读 

中华医学信息导报 2020；35：

13-14. 
赵鸿 

44 恢复期血浆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成人患者治疗中的应用 
中华危重病急救医学 2020；

32：646-651. 
李双玲 

 

表 2 2020 年度北京大学肝病研究所新获得基金列表 

2020 项目名称 项目来源 负责人 起止年月 经费总数（万元） 

1 

去 泛 素 化 在

Caspase11-Gasdermin-D 通路

介导的焦亡促进酒精性肝炎

进展中的作用机制研究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新) 谢艳迪 2021.01-2023.12 24 

2 
新型戊型肝炎抗原检测试剂

的诊断性能评价和临床应用

首都卫生发展科研专项

项目(新) 
张海莹 2020.01-2022.12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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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 

3 
SIRPa 介导 T 细胞耗竭引起肝

癌免疫逃逸的机制研究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研究

与发展基金 
陈冬波 2020.01- 2021.12 6 

4 

去泛素化调控

Caspase11-Gasdermin-D 通路

促进酒精性肝炎进展的作用

机制研究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研究

与发展基金 
谢艳迪 2020.01- 2021.12 6 

5 

新型冠状病毒安全核酸检测

系统及血清 IgM快检试剂的研

发及临床应用 

北京大学新型冠状病毒

感染的肺炎防控攻关专

项 

鲁凤民 2020.02- 2020.12 54.2 

 

表 3 2020 年度北京大学肝病研究所发表论文情况 

2020 题目 杂志名 第一作者 

1 

Glecaprevir-pibrentasvir to treat chronic hepatitis C virus infection in 

Asia: two multicentre, phase 3 studies- a randomised, double-blind 

study (VOYAGE-1) and an open-label, single-arm study (VOYAGE-2).  

Lancet Gastroenterol 

Hepatol. 2020; 

5(9):839-849. 

魏来 

2 

qFIBS: An Automated Technique for Quantitative Evaluation of 

Fibrosis, Inflammation, Ballooning, and Steatosis in Patients With 

Nonalcoholic Steatohepatitis 

Hepatology 2020; 71(6)：

1953-1966 

1.刘峰、

2.George 

Boon、 

3 

STING expression in monocyte-derived macrophages is associated with 

the progression of liver inflammation and fibrosis in patients with 

NAFLD 

Laboratory Investigation 

2020; 100(4)：542--552 

1.王晓

晓、2.饶

慧瑛、 

4 
Role of hepatitis B antibody in predicting reactivation of resolved 

hepatitis B virus infection in leukemia patients.  

Antiviral Res. 2020；

77:104765. 

1.吴恬 2.

武楠 

5 
The significance of m6A RNA methylation regulators in predicting the 

prognosis and clinical course of HBV-related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Molecular Medicine 2020; 

26(1)：60-60 
房琼璇、 

6 
RFX5 promotes the progression of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through 

transcriptional activation of KDM4A 

Scientific Reports 2020; 

10(14538)：1-13 

1.陈冬

波、2.谢

兴旺、 

7 

Safety and efficacy of coblopasvir and sofosbuvir in patients with 

genotypes 1, 2, 3 and 6 HCV infections without or with compensated 

cirrhosis 

Journal Of Viral Hepatitis 

2020; 27(1)：45-51 

1.饶慧

瑛、2.宋

广军、 

8 

A hook-effect-free homogeneous light-initiated chemiluminescence 

assay: is it reliable for screening and the quantification of the hepatitis 

B surface antigen? 

Annals Of Translational 

Medicine 2020; 8(9)：

606-618 

1.杨瑞

锋、2.崔

丽艳 

9 
Noninvasive Measurements Predict Liver Fibrosis Well in Hepatitis C 

Virus Patients after Direct-acting Antiviral Therapy 

Digestive Diseases And 

Sciences 2020; 65(5)：

1491-1500 

黄睿、 

10 
Correlation analysis of hepatitis C virus core antigen and low viral 

loads: Can core antigen replace nucleic acid test?  

Clin Exp Med. 2020 

Feb;20(1):131-141.  
封波 

11 
Impact of hepatitis C virus genotype 3 on liver disease progression in a 

Chinese national cohort 

Chinese Medical Journal 

2020; 133(3)：253-261 
武楠 

12 Comparison and evaluation of Abbott chemiluminescent microparticle J Clin Lab Anal. 2020 Mar 1. 陈 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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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munoassay and ChIVD light- initiated chemiluminescent assay in the 

detection of Treponema pallidum antibody.  

4;34(7):e23275. 辉、2.杨

瑞锋 

13 
Comparison of clinical outcomes and impact of SVR in American and 

Chinese patients with chronic hepatitis C.  

JHEP Rep. 2020; 

2(4):100136.  
饶慧瑛 

14 
Efficacy and Safety of All-oral Emitasvir and Sofosbuvir in Patients 

with Genotype 1b HCV Infections without Cirrhosis.  

J Clin Transl Hepatol. 2020; 

8(3):255-261. 
饶慧瑛 

15 
索磷布韦联合利巴韦林治疗初治基因 2 型慢性 HCV 感染者的有效

性及安全性分析 

临床肝胆病杂志 2020; 

36(1)：80-83 
宋广军 

16 
抗线粒体抗体与原发性胆汁性胆管炎临床血清学和肝硬化指标的

相关性 

中华消化杂志 2020; 

40(1)：16--22 
靳睿 

17 幼鼠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炎模型的建立及其肝纤维化特征的研究 
中国医科大学学报 2020; 

49(3)：209-214 
武楠 

18 HEV 核酸、抗原、抗体对 HEV 感染的诊断价值 
临床肝胆病杂志 2020; 

36(1)：98-101 
李晓鹤 

19 肝细胞癌免疫生物治疗的策略和挑战 
中华肝脏病杂志

2020,28(6): 457-460 

张恒辉，

陈红松 

20 蛋白激酶 Cε 在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与胰岛素抵抗关系中的作用 肝脏 2020; 25(6): 567-568. 
贾寒，饶

慧瑛 

21 消除丙型肝炎，我们的进展、挑战和希望 
中华肝脏病杂志 2020; 

28(10):809-811 
饶慧瑛 

22 《丙型肝炎防治指南(2019 年版)》重要更新 
中华肝脏病杂志 2020; 

28(2): 129-132 
饶慧瑛 

23 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患者生活质量评估方法及研究现状 
中华肝脏病杂志 2020; 

28(3): 278-283 
饶慧瑛 

24 高毒力肺炎克雷伯菌肝脓肿临床研究进展 
中国感染与化疗杂志. 

2020; 20(1):95-101 
刘义思 

25 筑牢发热门诊第一道防线 中国卫生. 2020; 417:80-81 李颖 

 

 

 

http://www.wanfangdata.com.cn/link.do?url=BE78DC6926613EC3C61D070E578356F9C0FCD10AD4DC13D1A570C0F65213F934E7333D88E62F5656E4482B654AA454D40449AC4FCB6C7DE67926270CF98E56EC09AF6F575CC752AFF67D489946637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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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产科学学系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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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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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到新冠疫情的影响，本学年完成线上第十六

学年研究生妇产科学必修课程授课，线下完成第二学年开设妇产科生殖遗传课程授课内容；在人才

培养方面有新的成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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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新冠疫

情对临床工作的影响，2020 年临床患者诊治数量和线下学术交流活动有所减少，但努力完善研究生

培养、科研课题申请、药物临床研究、临床科研转化等任务，成绩较前有所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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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年的历史。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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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的妇产科学授课受

到疫情影响，均改为线上授课，由授课专家录制授课视频后，统一上传京大学医学继续教育学院学

习平台，学生端自平台登陆学习，线上统一端口答疑。本年度选课的科研型、临床型硕士、博士研

究生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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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产科生殖遗传学”研究生必修课，2020 年为第二轮授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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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人，另有近 100 名住院医、主治医师及进修医师旁听。在

第一轮授课学生教师提出课程整合意见的基础上，授课教师调节了部分讲课内容，本课程的开设受

到了研究生的欢迎和肯定，对 12 名授课教师评分均高于 90 分。 

2. 妇产科学系论坛和疑难病例查房 

2020 年受到新冠疫情的影响，妇产科学系组织开展了三次线上妇产科学系论坛和疑难病例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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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房，分别是 2020.5 北大医院主办，2020.10 人民医院主办，2021.1 北医三院主办，主题为妇产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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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分析已编辑成册，《北京大学妇产科学系疑难病例精粹（第一辑）》一

书已完成排版，目前处于校稿阶段，拟于 2021 年出版。 

3. 妇产科临床技能培训课程开课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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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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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工作稳中有升 

1. 科研基金：北京大学妇产科学系共获科研基金项目 124 项，其中科技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卫健委等国家级项目 25 项，累计资助共 3887.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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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4

篇，其中在国外杂志发表 SCI 收录论文 227 篇，并多次在国际学术会议上报告（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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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 项，为我国妇产科事业培养了大批的人才。 

4. 集体及个人获奖：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第三医院获得中国医师协会全国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

重点基地（妇产科）；乔杰教授带领北医三院团队“以医院为基础的新发重大传染病预警、应对和运

营优化”获得第二届全国创新争先奖；人民医院获得母婴安全医院称号和国家孕产期保健特色专科建

设单位；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妇产科获得荣耀医者“金牌团队奖”；北医三院获得第六届全国医院擂台

赛主题精确化预约诊疗服务价值案例奖；北京大学深圳医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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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深圳医院妇产科获得广东省三八红旗

集体；北京世纪坛医院获得北京市“登峰人才团队”项目。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乔杰教授获得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先进个人、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全国三八

红旗手、美国人文与科学院外籍院士以及全国科普工作先进工作者；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王建六教授

获北京市教委教学名师奖，中国医师协会全国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优秀管理者；北医三院严杰获得

中国科学院大学、中源协和细胞基因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2020（第五届）中源协和生命医学奖-创新

突破奖；世纪坛医院白文佩教授获得 2020 年度健康传播影响力人物；北医三院牛子儒、杨蕊获得北

京市卫健委卫生健康好新闻（科普类）优秀奖；北医三院张坤获得世界内镜医师协会妇科协会第六

届美敦力中青年医师妇科手术视频大赛华北区一等奖、全国总决赛三等奖；北京大学深圳医院钟世

林获得深圳市医学模拟教学案例设计比赛二等奖；北京大学第一医院闫婕获北京大学青年教师讲课

比赛三等奖，北京大学第一医院青年教师讲课比赛一等奖；贾芃获北京大学第一医院青年教师讲课

比赛一等奖；陆叶获中国医药教育协会先进个人；北大医院刘誉获北京大学优秀博士学位论文。 

5. 专利及专利转化情况：授权和申请发明专利 11 项：刘喆等“剖宫产术用子宫下段止血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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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利号 202010106567.2）；肖冰冰等“一种细菌性阴道病的 LH-PCR 细菌基因指纹图谱的制备方法

及应用”（专利号 ZL201611016636.0）；陈坤等“一种胎心率和宫缩信号的耦合分析方法”（专利号

201810014183.0）；贺豪杰 “一种可保护隐私的人员接触状况追踪方法和系统 ”（专利号

ZL202010747958.2）；乔杰教授等“评估受试者卵巢储备功能的系统”（专利号 ZL2018115162064）；

乔杰教授等“一种基于深度学习的染色体自动标定方法”（专利号 ZL201811250267.0）；乔杰教授等

“Il-22 作为制备治疗 PCOS 药物的应用及药物制剂”（专利号 ZL2018115162064）；谢冰等“膀胱电极

和膀胱电极系统”（专利号 ZL 2019 2 1370219.5）；昌晓红等“用于诊断子宫内膜异位症的生物标志物”

（专利号 ZL 2016 1 0984232.4）；陈萍“具有保温保湿功能的口罩”（ZL 2018 1 0661895.1）；赵亮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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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2244.8）。 

授权和申请实用新型专利 43 项：杨秀丽等“防宫腔粘连结构”（专利号 201921821722.8）；孙笑

等“妇产科用血水分离收集装置”（专利号 201921558855.0）；刘喆“剖宫产术用子宫下段止血结构”

（专利申请号 202020191358.8 ）；张淙越 “ 一种妇产科用会阴缝合辅助装置 ” （专利号

ZL202020065029.9）；魏瑗教授等“一种取液与分液装置”（专利号 ZL201920723281.1）；任昀等“人

工授精助力器及助理系统”（专利号 ZL201920367731.8）；任昀等“人工授精管及授精器”（专利号

ZL201820558313.2）；靳子建等“一种临床留置针采血连接器”（专利号 CN211534451 U）；白文佩教

授等“宫腔药物滞留装置”（专利号 ZL 201920444503.6）；李静等“一种腹腔镜术后专用衣”（专利号

Zl2019216626008.5）；吴瑞芳“一种药物或细胞导入皮肤或粘膜上皮基底层的装置”（专利号 ZL 2019 

2 2255235.6）；周艳秋“妇科检查截石位专用衣”（专利号 ZL201921849241.8）；钟凯“妇产科护理的

冲洗装置”（专利号 ZL201921843284.5）；钟凯“妇产科加压腹带装置”（专利号 ZL201921881397.4）；

陈玉芬“妇科护理用给药器”（专利号 ZL 2019 2 1928266.7）；郭美英“母子共用连体哺乳枕”（专利号

ZL 2019 2 1598758.4）；章兰萍“一次性新生儿加奶装置”（专利号 ZL 2019 2 1730019.6）；周艳秋“阴

道镜检查专用车”（专利号 ZL 2019 2 885907.5）；周艳秋“妇产科孕妇产后小腿按摩装置”（专利号

ZL 2019 2 1867407.9）；郭美英“乳头直径测量器”（专利号 ZL 2019 2 1560375.8）；郭美英“乳房冷敷

专用贴”（专利号 ZL 2019 2 1559804.x）；郭美英“乳房热敷专用贴”（专利号 ZL 2019 2 1578328.6）；

郭美英“新生儿喂奶杯”（专利号 ZL 2019 2 1577954.3）；陈玉芬“妇产科用刮宫器”（专利号 ZL 2019 2 

1930232.1）；郭美英“产后会阴热敷构件”（专利号 ZL 2019 2 1598744.2）；郭美英“手挤式乳汁收集

装置”（专利号 ZL 2019 2 1577393.7）；郭美英“产后会阴冷敷构件”（专利号 ZL 2019 2 1590938.8）；

陈玉芬“宫颈活检标本存放装置”（专利号 ZL 2019 2 1895934.0）；刘冬菊“易穿脱产检手套”（专利号

ZL 2019 2 0075314.6）；杨智敬“病人专用会阴清洁消毒装置”（专利号 ZL 2019 2 0440354.6）；杨智

敬“妇科检查床”（专利号 ZL 2019 2 0443844.1）；北京积水潭医院梁向华“一种用于妇科手术的拉钩

压板”（专利号 201621173741.0）、“一种妇科手术用拉钩”（专利号 201621193603.9）；白云“用于阴

道手术的支撑装置”（专利号 201720253552.2）；李焱“妇科内窥器组件”（专利号 201721147550.1）；

王欣宓“导管结构及阴道给药冲洗器”（专利号 ZL 2018 2 0249906.0）；赵芳“一种阴道扩张器”（专利

号 ZL 2018 2 1957979.1）、“一种举宫器”（专利号 ZL 2018 2 1957980.4）、“一种妇产科手术用床”（专

利号 201821958551.9）；郭佳义“一种医用免蹲冲洗护理装置”（专利号 201922022046.4）；张岩“一种

子宫抓钳”（201920571789.4）、“一种用于微创手术的网装置”（201920569955.7）、“一种子宫肌瘤抓

钳”（201920570081.7）。 

2020 年共有 8 例专利转化，总费用达到 310 万元。北京大学人民医院“三磷酸腺苷或其可药用

盐在制备治疗子宫内膜异位症的药物中的应用”及“用于诊断子宫内膜异位症的生物标志物”专利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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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予北京昂科未来医疗器械有限公司，转让费共计 100 万元；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国家发明专利“评估

受试者卵巢储备功能的系统”转让广州市康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转让费 50 万元；北医三院发明专

利“一种用于检测异位妊娠的系统和方法”转让广州市康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转让费 50 万元；北医

三院发明专利“预测受试者卵巢刺激过程中获得的卵母细胞数量的系统”转让广州市康润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转让费 50 万元；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PCT 国际专利“评估受试者卵巢储备功能的系统”转让

广州市康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转让费 20 万元；北医三院 PCT 国际专利“一种用于检测异位妊娠的

系统和方法”转让广州市康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转让费 20 万元；北医三院 PCT 国际专利“预测受

试者卵巢刺激过程中获得的卵母细胞数量的系统”转让广州市康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转让费 20 万

元。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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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牵头药物器械临床试验 14 项：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崔恒教授牵头研究者自发 I 期临床试验

“6B11 抗独特型微抗体负载树突状细胞和细胞因子诱导的自体卵巢癌杀伤细胞注射液（6B11-OCIK

注射液）治疗耐药复发型上皮性卵巢癌Ⅰ期临床研究”；人民医院赵昀教授牵头多中心临床试验“人乳

头瘤病毒核酸检测及 16/18 分型试剂盒（PCR-荧光探针法）宫颈癌初筛用途及宫颈癌联合筛查用途

临床有效性临床试验”；北京大学第三医院乔杰教授牵头多中心 RCT“ICSI 与常规 IVF 在非严重男性

因素中的对比研究”、“在预期卵巢正常反应的患者中比较应用促性腺激素释放激素（GnRH）拮抗剂

方案与标准 GnRH 激动剂长方案进行控制性卵巢刺激的累积活产率（CLBR）的一项前瞻性随机对

照研究”、“PCOS 病人的一种新的生育力保存策略：宫/腹腔镜术前取卵体外成熟”、“Acupuncture or 

Metformin for Insulin Resistance in Women with Polycystic Ovary Syndrome: A Multinational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个体化针灸、固定化针刺、来曲唑和安慰剂对多囊卵巢综合征不孕

妇女活产率的影响：多中心随机试验”；乔杰教授牵头 III 期药物临床研究“一项随机、对照、评估者

设盲、平行组、多中心、泛亚洲试验，旨在比较 FE 999049 和促卵泡激素 α（果纳芬）对接受辅助

生殖技术治疗的女性在控制性卵巢刺激的疗效和安全性”；李蓉教授牵头临床 RCT“体外受精中应用

拮抗剂卵巢刺激方案常规扳机与延迟两天扳机临床效果的比较”；赵扬玉教授牵头“射频消融与微波

消融对复杂性单绒毛膜双胎的治疗效果对比：一项随机对照预实验”；郭红燕教授牵头“评估未绝经

子宫内膜异位症受试者多次口服 SHR7280 的安全性、耐受性、药代动力学、药效动力学及疗效的随

机、双盲、剂量递增、安慰剂对照的 I/II 期临床试验”、“一线化疗后在标准治疗基础上使用

DCVAC/OvCa 维持治疗新诊断的 FIGO 分期 III-IV 期卵巢癌、输卵管癌或原发性腹膜癌的患者的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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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双盲、安慰剂对照的安全性，有效性初步验证性研究”；北京大学深圳医院吴瑞芳教授牵头器械

多中心研究“项目适用于中低收入国家的便携式热消融治疗仪和以气体为基础的冷冻治疗对宫颈上

皮内瘤样病变 2/3 级的治疗效果的比较”，李瑞珍教授牵头“光动力治疗下生殖道癌前病变的有效性

与安全性的多中心对照研究”。 

8. 牵头临床指南共识编写 19 项：北京大学第一医院隽娟教授牵头《中国新生儿早期基本保健

技术专家共识（2020）》，杨慧霞教授牵头《乙型肝炎病毒母婴传播预防临床指南(2020)》、《双胎妊

娠临床处理指南（2020 年更新）》、《妊娠并发症和合并终止妊娠时机的专家共识》、《产科抗磷脂综

合征诊断与处理专家共识》；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牵头制定《子宫内膜癌前哨淋巴结切除临床应用专家

共识》、《妇科手术后盆腹腔粘连预防及诊断的专家共识》、《子宫内膜透明细胞癌的中国专家共识》、

《外阴鳞状上皮内病变诊治专家共识》、《阴道松弛症诊断与治疗专家共识》、《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疫

情期间妇科恶性肿瘤诊疗专家共识》；北京大学第三医院牵头制定《卡前列甲酯临床应用专家共识

（2020 年版）》、《妊娠期高血压疾病诊治指南（2020）》、《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诊疗方案（第七版）-

孕产妇内容》、《基于 Delphi 法的辅助生殖技术治疗低预后人群诊疗中国专家意见》、《基于单次促排

卵周期的累积分娩/ 活产率专家共识》、《孕激素维持妊娠与黄体支持指南》；北京世纪坛医院牵头制

定《肥胖女性压力性尿失禁体质量管理中国专家共识（2020）》；北京大学国际医院牵头制定《产科

快速康复临床路径专家共识》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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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是

2020 年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创刊《Gynecology and Obstetrics Clinical Medine (GOCM)》英文期刊，扩

大了国际影响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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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教材与著作编写：2020 年主编、主译多部专业著作及科普著作，并参编教材编写。隽娟主

编《GWAS 提示阳性和 microRNA 相关基因位点与缺血性脑卒中的家系研究》，张岩、孙笑主编《约

翰 霍普金斯妇产科手册》，朱丽荣、胡君主编《外生殖器皮肤病诊疗图谱》；杨欣教授主编北京大学

医学出版社《异常子宫出血诊治精粹》；杨欣教授主编《女性盆底疾病掌中宝》；魏丽惠教授主编人

民卫生出版社《阴道镜及宫颈细胞病理学规范化培训教材》；王建六、张晓红教授主编人民卫生出版

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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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产科分册”》；王建六教授

副主编《中国医学生临床技能操作指南第 3 版》；孙秀丽教授主译《实用盆底超声技术》；北京大学

第三医院乔杰教授主译《梅奥健康怀孕全书》，主编《妇科手术技巧:生殖内分泌学与不孕症》、《妇

科手术技巧:妇科学》、《妇科手术技巧:泌尿妇科学》、《妇科手术技巧:妇科肿瘤学》；王媛媛主编《医

学量表的编制与评价:理论、方法与实例操作》；秦耕、宋莉、乔杰主编《孕产妇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防控问答》；北京大学深圳医院副主编《女性性功能障碍诊断与治疗》；北京世纪坛医院白文佩教授

主编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围绝经期基础与临床白文佩 2020 观点》；北京大学国际医院蔺莉教授副

主编《北京市妇产科及计划生育诊疗常规》和《妇产科规培试题集》。 

（三）临床医疗工作在疫情期间仍保持成绩斐然 

北京大学妇产科学系承担了大量医疗任务，床位数已达到 2316 张。2020 年在新冠疫情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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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门诊量仍超过 287.4 万余人次，收治病人 13.6 万余人次，手术达到 8.9 万余人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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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胚胎植入前遗传学检测等新型治疗项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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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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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队列研究。2019 年顺利通过科技部评估和继续支持。 

 

三、 2021 年工作计划 

对 2021 年的工作展望，在新冠疫情常态化形势下，继续加强学系医、教、研工作。首先要继承

既往的工作风格，认真做好学系教学工作，加强研究生培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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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下一轮生殖遗传课程前再次完成集体备课和课程整合，继续改进本课程教

学效果，并完成“妇产科生殖遗传学”研究生教材编写和整理。继续进行学系每季度一次临床病例讨

论，根据疫情发展情况选择线上会议、线下会议或线上线下结合形式，通过疑难病例收集、MDT

讨论增强疑难危重疾病诊治水平，并继续在年终总结时进行青年论文比赛和有代表性研究成果汇报

比赛。凝聚学系各医院力量，完善北大医学临床医学学科评估工作。继续完善妇产科各方向专科医

师培训体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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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项目完成好，做好各科

研项目实施质量控制；积极开展临床、基础研究，推动临床转化，开展更优质 RCT 及队列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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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度工作报告 

2020 年工作总结 

2020 年是极不平凡的一年，年初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对各行各业产生了重大冲击，北京大学医

学部皮肤性病学系十五家成员单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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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党中央及各级院校的坚强领导下，提高自身政治站位，主动履职尽责，

各成员单位的广大医务工作者遵照上级部署，怀揣责任感、紧迫感和使命感，在坚守临床一线工作

的同时，积极主动配合各自单位相关科室以及卫生防疫等相关部门开展防疫各项工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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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受新冠疫情影响，皮肤性病学系门急诊量较前有所下降，合计 120 余万人次，其中北医三院

和首都儿科研究所门诊量超过17万人次，北大医院和北京大学深圳医院年门诊量都超过15万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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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89 人次、

北京大学深圳医院皮肤科急诊量 6468 人次；学系出院人数合计超过 1100 人次，其中北大医院为 586

人次，北医三院为 294 人次。2020 年，皮肤性病学系共毕业硕士 20 人，新招硕士 23 人，毕业博士

22 人，新招博士 24 人，在读硕士 74 人，在读博士 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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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皮肤性病学系共发表

文章 200 余篇，其中 SCI 文章 121 篇，SCI 论著 46 篇，国内核心期刊文章 93 篇，核心期刊论著 26

篇，新增基金 20 项，其中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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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 篇，其中 SCI 论文 58 篇（其中论著 20 篇），国内核

心期刊 32 篇（其中论著 12 篇），均较 2019 年有所增加；人民医院发表论文总共 39 篇，其中 SCI

论文 26 篇，国内核心期刊 13 篇；北医三院发表论文总共 12 篇，其中 SCI 论文 5 篇，国内核心期

刊 7 篇；中日友好医院发表论文总共 34 篇，其中 SCI 论文 16 篇（其中论著 8 篇），国内核心期刊

18 篇。 

2020 年虽然受新冠疫情影响，但皮肤性病学系成员单位之间仍注重交流，在做好疫情防控的前

提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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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 8 月 29 日，第三届皮肤科可持续快速发展北大高峰论坛在北京胜利召开，这也是依

托于北京大学第一医院的国家皮肤与免疫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成立以来举办的第一个全国皮肤科

发展战略研讨会。由于受到疫情影响，本次会议采用了 15 个城市实时连线的网络会议形式，主会

场设置在北京，全国各地皮肤科医生既可以任选一个分会场参会，也可以自行安排在网络上聆听会

议。据统计，参会医院近千家，参会人数 10,718 人次。本次会议得到各界领导的广泛支持：科技

部社会发展科技司田保国副司长、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医政医管局正局级监察员郭燕红女士亲临会

场致辞，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科技和国际合作司一级巡视员毛振宾、北京大学常务副校长北京大学

医学部主任詹启敏院士、北京大学医学部党委书记北京大学党委常务副书记刘玉村教授、北京大学

医学部副主任北京大学科研部部长张宁教授、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党委书记潘义生教授、院长刘新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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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授、科研副院长杨莉教授通过视频发来贺词。银屑病是皮肤科常见病和难治病。中心以银屑病作

为切入点，在本次大会上正式发起了“银屑病规范化诊疗中心暨银屑病诊治真实世界大数据采集平台”

项目（下称“项目”）。作为中心发起的第一个全国协作项目，希望借此探索全国多中心协作共赢的临

床研究新模式，同时提升我国银屑病诊疗整体水平。项目计划在 2020 年底覆盖 100 家医院。在前

期试点工作中，已有 93 家医院成功申请加入“银屑病规范化诊疗中心”建设。作为中心的职责，将

不断创新探索临床医学研究与转化的新路径，诸如以提高临床研究效率为目的建立伦理联盟；再如

本次会议上推出皮肤专科文献服务与共享平台等。中心还计划积极推动医企联合发展：从孵化研究

到上市前、上市后研究，再到推广普及，尝试“科研-转化-推广”新模式，建立临床研究发展新模态。

（附图） 

 

2020 年 11 月 14 日-15 日，第九届“北京大学特应性皮炎与免疫性皮肤病高峰论坛”在北京隆重

举办！此次论坛由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和中国康复医学会皮肤康复专业委员会主办，北京大学皮肤性

病学系、国家皮肤与免疫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中华医学会皮肤性病学分会特应性皮炎协作研究

中心协办。本届论坛采取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共有 300 余人到场参会，近 1 万人次的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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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看，参会人数再创历史新高！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皮肤科主任、中国康复医学会皮肤病康复专委会

主任委员张建中教授担任本次高峰论坛主席。开幕式上，北京大学人民医院院长姜保国教授、中华

医学会皮肤性病学分会主任委员陆前进教授、中国工程院院士陈洪铎教授分别进行了开幕式致辞，

对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皮科近年来取得的成就表示祝贺，对高峰论坛的连续举办表示赞扬。论坛内容

丰富多彩，包括五个专场，分别是：AD 与免疫性皮肤病——基础与临床专题讲座、AD 与特应性疾

病专场、AD 的认识与诊断、免疫学皮肤病专场、银屑病与免疫性皮肤病诊治进展专场。开幕式后，

陆前进教授、陈翔教授、马琳教授、张建中教授、高兴华教授先后进行精彩的大会发言。本次高峰

论坛，80 余位专家学者就特应性皮炎、银屑病、白癜风、斑秃、荨麻疹、免疫性疱病和重症药疹等

进行了多视角的阐述和讨论，为全国各地的皮肤科医师提供了一场难得的学术盛宴。（附图） 

 

2020 年 5 月 25 日，“5.25 全国护肤日”主题活动线上启动会顺利召开。“5.25 全国护肤日”由中

国医师协会皮肤科医师分会于 2007 年发起，北京大学第一医院皮肤科为共同主办单位之一。5.25

护肤日已经成为皮肤科业内最权威最具影响力的公众科普系列活动。受新冠疫情影响，今年护肤日

主题为“守护皮肤，共抗新冠” ，而今年护肤日也以线上启动会形式启动，以科普文章、视频投稿，

直播推送、电子版宣传资料下载，线下义诊等活动线上线下联动共同推进。5 月 24 日-30 日每晚开

展一场科普直播，以电子资料发放、线上义诊等多形式积极为群众普及、传递健康护肤常识。（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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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8 月 28 日，“中日友好医院皮肤健康研究所成立仪式”暨“樱花皮肤健康论坛”启动仪式

在中日友好医院临床研究所讲学厅举行。据悉，为进一步推动皮肤科学科建设发展，提升医院能力，

由中日友好医院皮肤病与性病科发起，医院正式批复成立了中日友好医院皮肤健康研究所。成立大

会由中日友好医院党委书记周军主持，中日友好医院院长孙阳、安徽医科大学皮肤病研究所张学军、

健康报社总编辑周冰、北京市医学会会长封国生、国家卫生健康委科教司副司长顾金辉分别致辞。

中日友好医院皮肤健康研究所由崔勇担任所长，张学军教授担任名誉所长。在皮肤病健康研究所成

立仪式上，“健康皮肤三年计划”与“樱花皮肤健康论坛”联合启动。首期“樱花皮肤健康论坛”邀请到

了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张建中教授，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郑捷教授，山东第一医科大学附属皮肤病医

院张福仁教授，北京大学第一医院李若瑜教授，北京协和医院晋红中教授进行专题分享。 

2020 年 10 月 24 日和 11 月 21 日，由中国医疗保健国际交流促进会、北京大学皮肤性病学系和

北医三院伤口治疗中心联合主办的“银屑病和创面修复沙龙”在线上顺利召开。来自国内多家医院的

权威专家就银屑病核心通路的研究进展、血管炎与皮肤溃疡、伤口感染与细菌生物膜等多个课题做

了精彩的讲解，受到与会者的热烈欢迎。 

2020 年 11 月 7 日至 8 日，北医三院皮肤科在北京举办了“2020 年皮肤肿瘤和银屑病高峰论坛暨

皮肤良恶性肿瘤的筛查预警及治疗学习班”。会议由张春雷主任主持。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大学心

血管研究所所长董尔丹教授，中华医学会皮肤性病学分会主任委员陆前进教授等，以及皮肤科主任

张春雷等来自全国 30 余家知名医院的 40 多位专家出席并授课。近百名学员现场参会。授课专家从

不同角度详细阐述了皮肤肿瘤和银屑病在流行病学、基础研究、精准诊断及最新的生物治疗等方面

的进展。我院皮肤科专家结合学科专业特色，围绕着皮肤肿瘤、银屑病、瘙痒性疾病的诊疗进行了

分享，张春雷主任介绍了皮肤淋巴瘤和银屑病的诊疗新进展。（附图） 

 

2020 年 12 月 3 日，国家皮肤与免疫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皮尔法伯集团皮肤健康促进协同创

新实验室签约仪式在北京大学医学部隆重举行。法国驻华大使 M. Laurent BILI 罗梁先生，皮尔法伯

皮肤学护肤品中国区总经理崔庆爱女士，北京大学党委常务副书记、医学部党委书记刘玉村教授，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院长刘新民教授，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科技和国际合作司一级巡视员毛振宾先生，

北京大学医学部副主任肖渊，以及医学部部分职能处室领导、北京大学第一医院皮肤科核心组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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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知名专家、皮尔法伯集团管理层代表共同见证了签约仪式。签约仪式上，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刘新

民院长肯定了协同创新实验室在产学研一体化发展上的创新。同时他指出，作为国家临床医学研究

中心，北京大学第一医院皮肤科有责任和义务引领全国皮肤科的发展，包括建立新的标准、方法与

工具，推动医疗均质化，广泛合作。对于此次与皮尔法伯集团的合作，他寄予了极大期望，希望将

其打造成为新形势下临床学科发展新模式的成功范例。北京大学党委常务副书记、医学部党委书记

刘玉村介绍了北京大学医学部的发展历程及未来的发展方向。他表示，临床医学研究的最终目的始

终是应用于临床，广泛合作与长短互补是临床医学研究成功的必要条件。依托于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的国家皮肤与免疫疾病临床研究中心和皮尔法伯集团联合建立协同创新实验室是一种共赢发展新模

式的探索，也是一种国际合作的新尝试，是促进产学研一体化发展的必由之路，北京大学医学部将

会继续大力支持联合实验室的建设与发展，为实验室的可持续快速发展做好保障。签约仪式后，在

场的权威专家以对话形式展开了一场以“皮肤健康和护肤品应用及管理”为主题的高峰论坛，就化妆

品与皮肤科学之间的关系、化妆品监管科学的发展现状、协同创新实验室成立的意义和规划等方面

展开交流。秉承双方 “专研精进、开拓创新”的共同信念，借助双方在皮肤科学领域雄厚的实力和深

厚的历史积淀，协同创新实验室已经启航。（附图） 

 

极不平凡的 2020 年即将结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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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中，在做好疫情常态化防控的同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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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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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度工作计划 

第一季度（2021 年 1 月至 3 月）： 

1. 拟在 3 月中旬举办皮肤性病学系 2020 年度工作总结和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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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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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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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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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度工作报告 

一、儿科学学系工作概述 

2020 年初新冠疫情爆发，北京大学医学部儿科学学系在北京大学、医学部和各成员单位院领导

的正确引领下，在现任学系主任姜玉武教授和各位副主任的带领下，在学系所有教育工作者的艰苦

努力下，积极响应教育部提出的“停课不停学，停课不停教” 的号召，在临床医学教学方面开辟第二

战场，利用抗击疫情的契机，变革教育理念，改进教学方式方法，探索医学教育的未来，共克时艰，

圆满的完成了各项教学工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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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见习教学：学系以线上线下结合的模式完成了 848 名不同专业类型医学生的见习带教工作。

线上主要是实景拍摄、CBD、PBL、远程查房及创建慕课《儿科学》等形式，大课授课则以搭建教

学平台，在线翻转课来实现，考核方法也调整为理论考核结合线上教学参与度的综合评价。医学生

反馈良好，在出科考核中取得好成绩，达到预期效果，而且为未来的线上线下结合的混合式教学模

式提供了实践经验。北大医院还将线上教学经验在北京大学医学部教师教学发展中心的教学沙龙、

全国医学教育发展中心的“最佳实践”栏目及 2020 年儿科发展联盟管理论坛、上海东方儿科医学教育

国际论坛、第六届中国女医师大会儿科专委会分会论坛、北京大学在线教学总结会暨教师教学发展

中心成立五周年研讨会进行了分享，同时总结发表教学文章 2 篇，获得北京大学 2020 春季学期在线

教学案例和北京大学第三届创新教与学论文三等奖。 

2. 实习教学：学系共为 809 名医学生提供实习岗位。实习医生除了来自北京大学医学部以外，

还来自西藏大学医疗系、北京职业卫生学院、中国药科大学、中医药大学、中华女子学院、第三军

医大学、第四军医大学等。在疫情初期，实习同样采用线上形式，开发儿科学线上课程平台，结合

习题和答疑还有线下课件发放，促进理论学习；安排各专业具有多年带教经验的老师进行 CBD；通

过视频连线参与交班、查房、小讲课等多种方式开展病房在线实习；安排全脱产带教老师严格按照

调整后的教学计划执行教学任务，对于实习学生做到要求明确、丰富学习资源,对于问题反馈及时，

保证了教学任务的顺利有序进行。后疫情防控进入常态化，实习医生进入病房轮转，除严格按照要

求完成带教外，对同学们的日常防护和疫情相关知识的讲授体现了实习密切结合临床的特点，如感

染科和急诊室这些重点科室，加强对住院医师防控知识及穿脱隔离服的培训和考核，也保障了同学

们的健康安全。 

西藏大学医学院学生在北大医院儿科见习期间，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给藏大医学生和

年轻医者两封回信的精神，院方特邀身在武汉抗疫前线的李海潮副院长与学生们现场连线，分享在

前线新冠防疫工作中的体会，鼓励在线的各位同学和青年医师要牢记总书记的殷殷嘱托，有理想、

有本领、有担当，不惧风雨、勇挑重担，让青春在党和人民最需要的地方绽放。这种密切结合实践

的现身主题教育，效果巨大，同学们纷纷表示定当以师长为榜样，牢记总书记地谆谆教诲，不忘初

心，努力学习临床基本功，期待早日学成，到人民最需要的地方去，以仁心仁术造福人民。 

3. 住院医教学方面：学系组成单位今年有 84 名儿科规培住院医结业，新招收儿科规培住院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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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名，此外还有 168 名全科规培住院医/研究生在儿科进行了轮转。2020 年继续推进胜任力导向的

住院医师培训工作，在原有住院医师项目委员会制度的基础之上，增加了临床胜任力评估委员会

（CCC），即每半年一次对所有住院医进行胜任力评估，发现问题及时反馈给住院医师委员会，促进

住院医不断提升自己。整体统筹安排，疫情期间仍保证住院医师完成轮转要求，增加儿保轮转，强

调“生命全周期”概念，并通过建设在线课程平台、开展以预习、病例讨论和课后作业为一体的临床

思维课程、住院医师病例汇报专场等形式，还有北大口腔医院儿童口腔医学前期教学标准课件库建

设和经典文献库建设，都丰富了住院医师的学习资源，提高了学习兴趣。对规培住院医师实行导师

制，有针对性的从临床、科研手把手教学，也关心住院医的生活和心理健康。继续推行 mini-CEX、

360 度评估等形成性评价，儿研所开始推行 360 手机端评价系统。 

北大医院儿科入选国家卫生健康委 2020 年度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重点专业基地名单（一类），

说明我们儿科学系充分发挥国家级重点专业基地的领跑作用，在专业基地改革创新、课程建设、师

资队伍建设和质量保障与持续提升等方面迈上新的台阶，加快形成高水平儿科人才培养体系，进一

步提高儿科专业型人才培养能力，提升儿科专业人才培养质量。 

4. 研究生教学方面：2020 年儿科学系组成单位共招收研究生（含八年制二级学科学生）92 名，

毕业 77 名。目前学系硕导 101 名，博导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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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开始专业型博士研究生的培养与专科医师培训并轨，学制也从以

前的 2 年变成了 3 年，要求脱产科研实践 12 个月，临床实践轮转时间 24 个月，第 2 年末参加北医

专培阶段考试。对于专博毕业要求提高，工作安排也相应的做出了调整。 

5. 专科医师培训方面：今年是儿科专培结业考核的第二年，共有 12 名住院医进入专培阶段，

共有 11 人（血液专业 4 人、新生儿专业 3 人、儿童精神病学专业 2 人、消化和神经专业各 1 人）顺

利通过结业考核。本年度进行了专培基地审核和认定工作，先在学系三家北医附属医院儿科开展，

随后将扩展到北医儿科学系各成员单位，即北医各教学医院。 

6. 继续教育方面：2020 年儿科学系成员单位共招收全国各地来的进修医师 187 名，其中北大医

院儿科受宁夏卫健委的委托，为宁夏回族自治区妇幼保健院-宁夏儿童医院儿科代培了 5 位宁夏的基

层进修医生。北医三院还为进修医生安排了固定主治医师带教。受疫情影响，举办国家级继续教育

项目 17 项。量减质不减，学习班得到了学员们的一致肯定，均按照卫生部的规定授予了学分和学分

证书。 

7. 器官系统整合课程体系建设：根据“新时代”教育教学改革的目标及规划，医学部于 2020 年

开启临床医学专业（八年制）器官系统整合课程改革，儿科学系负责儿童健康与疾病课程模块，由

北大医院齐建光任 PI，桑田任副 PI 兼秘书，人民医院曾超美、北医三院韩彤妍、基础医学院吴丹

任副 PI。改革后的课程突出以学生为中心、能力培养为核心、注重人文素养的培养，探索大健康（one 

health）理念落地儿科学教学。目前已初步完成了“儿童健康与疾病”课程设计，多次在北医整合课程

改革会议上进行汇报和讨论，课程体系建设方案已基本得到认可。 

（二）学科建设及科研活动 

1. 学系换届：经第二届北医儿科学学系主任、副主任、成员协商，并与各附属医院和教学医院

教育处沟通，于 2020 年 4 月 15 日下午举行了北京大学医学部儿科学学系换届工作会议，会上选举

通过了新一届（第三届）儿科学学系主任、副主任、成员及秘书。具体名单如下：学系主任姜玉武；

学系副主任韩彤妍、齐建光、杨健、曾超美；学系成员曹庆久、陈永红、李榴柏、刘捷、刘黎黎、

刘颖、吕凌云、庞琳、秦满、宋庆、童笑梅、万乃君、王红、吴珺、武万水、姚玲、袁红梅、张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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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玉和、张雪峰、郑成中；学系秘书由刘黎黎兼任。 

2. 科研工作：2020 年儿科学系成员单位共申请到科研基金 102 项（其中国家级 23 项），科研经

费 3424.32 万元（其中国家级 2005.6 万元）；发表论文 548 篇（其中 SCI 论文 213）；举办学术会议

85 次，成果 8 项，专利 4 项。 

3. 医疗工作：2020 年儿科学系成员单位床位数 1136 张，门急诊总量？？？225.9 万人次，收入

院 43394 人次，学系成员单位以开设发热门诊、收治新冠患儿和外派医生赴抗疫一线支援等多种形

式抗击疫情，其中北京地坛医院作为北京市收治新冠肺炎患者的定点医院，更是全体人员投入到抗

击新冠疫情的一线工作中，儿科学系各成员单位为保障儿童健康做出了很大贡献。 

4. 师资培训方面：学系各成员单位积极派出骨干教师参加各类讲课比赛、各级教学师资培训班

和教学会议，以吸收经验、取长补短；从科室和院级层面定期或以“飞行检查”的方式对主治医师教

学查房和主任/主治医师共同参与的团队式教学进行督导；组织开展主治医师沙龙，交流互动，共同

提高；以填写调查问卷和与住院医师代表座谈的形式加强对带教老师的反馈，以及时发现问题及时

改进。 

5. 成果与获奖：学系共申请到教学课题 12 项，发表教学文章 6 篇，主编和参编专著 15 部。北

大医院儿科荣获中国医师协会 2020 年度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第一批重点专业基地；北大医院齐建光

等“临床医学八年制医学生儿科学见习在线教学实践及效果评价”在“北京大学第三届创新教育学论

文评选”活动中荣获三等奖；齐建光等在线新教学案例“儿科学在线教学课程案例”被评为北京大学

2020 在线教学优秀案例；齐建光荣获北京大学医学部继续教育教学优秀奖、丁洁荣获年北京大学继

续教育教学优秀奖；张欣荣获 2019 年北京大学医学部住院医师心中好老师；张捷、胡文娟荣获 2019

年北京大学医学部优秀住院医师。北医三院朴梅花获国内访问学者优秀指导教师。在北京大学医学

部开展的以“读懂总书记对青年医生的关怀与厚望—我的抗疫故事”为主题的征文活动中，儿研所获

优秀组织奖，5 位医师分获二、三等奖。北大深圳医院在广东省规培基地飞行检查中，顺利通过并

获得好评，刘颖医生带领儿科规培学院参加市教学查房比赛获三等奖，陈晶晶医生参加深圳市医学

模拟教学案例设计比赛并获优秀奖。北大口腔医院完成二部主编教材的出版，另外葛立宏教授作为

负责人、秦满教授等作为主讲教师的《儿童口腔医学》（人卫 MOOC）被认定为教育部首批国家级

一流本科课程线上课程，秦满教授主编的《儿童口腔科临床操作教程》获北京大学优秀教材。 

（三）教学及学术交流情况 

2020 年儿科学系共举办国家级继续教育项目 19 项。举办学术会议 85 次。学系多位老师作为考

官参与了北京市儿科住院医师结业技能考核，参与了 2020 年同等学力人员申请硕士学位儿科学命题

工作、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结业考核试题开发工作、国家医学考试中心命题和审题工作、中国医师

协会儿内科住院医师年度考核审题工作。北大医院齐建光老师在广东省、吉林省、江苏省、山东省、

上海市、重庆市等多个省市师资培训班和教学会议上交流教学经验，并在 2020 中国住院医师高峰论

坛大会发言，作为讲者承担了 CMDA 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职能部门管理人员培训班线上授课。 

北大医院儿科在本年度参加了吴阶平医学基金会主办的全科医生系列培训项目，负责儿科诊疗

能力部分的培训，项目旨在提高全科医生对于儿童健康与疾病的认识，提升全科医生对于儿童常见

病的诊疗能力，识别重症并及时、合理转诊，从而更好地承担基层社区儿科的诊疗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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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是先进教学理念和教学方法有待继续普及。迫切需要加强儿科学学系在教学组织安



 

 31 / 131 

排、督导等方面统筹安排及领导协调的作用。 

2. 加强课程建设，适应疫情形势的发展，加强网络化教学，特别是线上线下混合式课程体系需

要加强。 

3. 教学科研创新不足，给中青年医师提供教学科研相关的培训，提供相对充分的时间提高教学

及科研技能；科研经费不足，加强公共卫生与基础和临床医学的密切合作和交流，共同申请科研课

题。 

4. 应建立儿科教学师资库，以及层级培训制度。 

5. 教学人力资源投入不足，教学激励机制有待改进，医教研工作不平衡，应尽早实现教学专业

化以及相应的职称晋升制度。 

6. 根据目前疫情发展趋势，在今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疫情防控常态化会对儿科病房收治患

儿数量、种类产生影响，需要联合、共享学习教学资源，满足带教需求。 

 

三、下年度工作计划 

（一）整体思路 

1. 本科生教学工作：推进并深化“新时代”器官系统整合课程改革方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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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续完善加强线上课程建设，以防

疫情影响线下教学工作。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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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按需施教，讲究实效”的

原则，强调形成性评价在培养中的作用，继续规范儿科专科医师的培训，与国家专培并轨。在培训

中注重质量和实效，普及与提高相结合，充分利用现代教学手段以及医院丰富的医疗教学资源，努

力营造良好的氛围，进一步调动儿科住院医工作及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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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建立在线客户端同时出版相应书籍。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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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为迎接北大医学部器官系统改革做准备。保障在梯队人员培养质量，争取有新的年轻医师进

入梯队培养，为科室发展打下基础。结合本科生、研究生课程改革，积极组织申报和完成教改项目，

开展青年教师与资深高年教授授课水平一致化评估工作，提高青年教师教学水平。 

4. 医疗和科研工作 

坚持疫情防控常态化下的病人收治，既要符合防疫要求，同时满足带教病种需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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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具体安排 

1. 第一季度：总结 2020 年教学工作的经验、收获和不足，召开学习成员单位会议，制定 2021

年学系整体教学工作计划、具体实施方案。 

2. 第二季度：开展实习、见习、住院医师、专培带教督导；统筹各类教学资源配置，包括不

同层级医院轮转、不同专科医院轮转、线上课程平台开放，以丰富病种，资源共享；以胜任力为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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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的培训模式落实、落地，并在学系所有成员单位继续推行形成性评价。 

3. 第三季度：教学科研培训，申请教学课题；开展并鼓励中青年骨干教师参加各类师资科研

培训及授课或讲课比赛等教学活动，交流经验，取长补短，互通有无；组织以培训医师为主体的病

例汇报、科普大赛等形式多样的教学活动。 

4. 第四季度：对各类医师出科、年终及结业考核进行考前辅导，保证 100%通过；申报教学

奖项；前一年教学课题结题并分享成果；召开学系总结大会，总结本年度儿科学系教学工作完成情

况，并评优选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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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检验学学系 2020 年度工作报告 

一、2020 年医学检验学系工作概述 

2020 年，面临突发新冠病毒疫情，北京大学医学部医学检验学系成员单位的医务工作者，不畏

艰难险阻，不仅站到了抗疫一线，同时积极开展线上及线下相结合的教学模式，保障教学任务顺利

完成，在学科建设与发展、教学质量提高、人才梯队培养、学术交流等方面仍然取得了优异成绩。

学系组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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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开展了多项活动（线上+线下），包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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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科研沙龙、学系学术年会、北大医学检验讲

堂等活动，积极引导学生参加大创、医学科普视频制作等活动。2020 年学系工作中完成的四项重要

内容包括：一是完成 2016 级、2017 级、2018 级、2020 级的检验技术专业本科生的教学任务（线上

+线下相结合），以人民医院为组织及主要承担单位，并组织开展多次科研学术及教学相关活动；二

是在医学部组织下，在完成国家一流本科的填报及申请工作；三是积极进行检验学科以及医学技术

学科建设，协同医学部以及医研院共同完成医学技术学科评估工作。四是学系成员单位的检验医务

工作者在抗疫一线出色表现，为抗击疫情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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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本科生教学任务完成情况（2016、2017 级） 

（1）疫情下保证教学的顺利进行。疫情开始后，学系即通过前期和医学部、人民医院教育处的

多次沟通，教师培训，网站课程建立、课程维护等工作，2 月 17 日如期开始线上教学，4 门课程，

涉及《临床微生物学检验技术》、《临床血液学检验技术》、《临床分子生物学检验》、《临床实验室管

理》，理论 154 学时（77 次上课，均为录播课）；实验课包含前三门课程，18 次实验课直播课程（均

为直播课）。涉及教师 40 余名（包括北大医院、三院、302、地坛医院的部分老师）。召开 2016 级、

2017 级检验专业同学线上班会，了解学生情况，讲解注意事项，确保每个同学不存在上网学习和教

材的困难。采取多种教学方式：录课，直播课，线上练习，考核等，进行新教师试讲、集体备课等。

设置统一答疑时间，同时网上讨论板块随时可以讨论，集体答疑、讨论等，合计 20 课次（均为腾讯

会议直播）。最后通过学习平台并结合腾讯会议监考完成线上考核。 

（2）2019.10-2020.07 完成 2016 级检验系本科生教学任务。2016 级针对毕业课题的完成情况，

进行统计、汇总，收集同学的进度报告，与导师进行线上联系，指导毕业论文的书写及完成情况，

按照医学部规定时间返校后，学生们抓紧时间进行论文的完成，最后顺利通过毕业答辩，针对个别

地区学生无法返校，采取了线上+线下同时进行的答辩形式。 

（3）201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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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系组织任课

教师进行课程设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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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线上完

成，随后进行线上考试，学习通平台及腾讯会议同时进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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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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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检验系本科生实习（2016、2017 级检验本科生）：2020 年上半年承担 2016 级学生实习，

疫情对实习影响有限，因为 2 月份实习基本结束，但是课题进展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但最终均顺

利完成论文或综述；2020 年 8 月，2017 级学生返校开始生产实习及科研训练，由附属北大医院、人

民、三院承担实习任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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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疫情防控意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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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020 年 6 月 11 日，学系组织在人民医院科教楼 104 教室（钟惠澜讲堂）进行了 2016 级

毕业答辩，25 名同学圆满完成实习并通过毕业答辩（6 名同学线上参加答辩）。2020 年 7 月全部同

学顺利毕业。 

（二）2020 年 10 月开始承担 2018 级检验系教学任务。 

10 月 26 日开始了 2018 级检验系 39 名学生的检验专业课程教学，计划是 2020 年 4 月 30 日结

束。目前正在完成了前期 4 门理论课程共 164 学时，实验课共 96 学时的学习，即将完成这四门课程

的考核，赵京忠老师担任脱产班主任。师生克服人员、场地、设备、时间等困难，同时积极开展小

班授课（实验课）分两组进行，收到很好的教学效果。 

（三）完成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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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9 月份开始，2020 级学

生的检验导论课程由王辉、张捷、屈晨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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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级新生对未来从事的检验工作有了初步的了解。 

（四）举办 2018 级人民医院迎新活动 

2020 年 10 月 26 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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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级医学检

验迎新会，标志着学生们正式开启了检验专业课程的学习。北京大学人民医院主管教学工作的王建

六副院长、主管学生工作的陈红松副书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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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系秘书赵晓涛主任以及三院检验科吴永华教学主任、北大医院

教学秘书邢凌生老师、人民医院检验科的多位任课带教老师均出席了迎新会。陈红松副书记结合人

民医院百年历史以及当前抗疫下医学生应有的担当，给同学们上了一堂生动的思政课程。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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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系主要成员单位北大医院、人

民医院、三院等承担着长学制临床专业《实验诊断学》、基础专业《实验诊断学》教学任务，三院承

担着五年制临床专业《实验诊断学》，药事管理与临床药学的《实验诊断学》、护理本科《健康评估》

等教学，北大国际医院承担本科留学生教学任务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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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出色完成各类教学任务。为了配合疫情防

控要求，人民医院检验科人员 2020 年 5-6 月开始《实验诊断学》实验教学视频的录制任务，部分章

节已经录制完成。 

 

三、检验学系积极组织完成本科教育教学相关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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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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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排检验专业教师配合完成 2020 级迎新等任务。 

（二）组织 2018 级学生积极报名参加大创赛、医学科普视频制作等活动，多人次、多组次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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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助或奖励，大创实验正在进行中。 

（三）、重视思政教育，宣传正能量 

学系协同教育处积极鼓励并支持学生参加各种丰富多彩的文体活动、团建活动，宣传正能量。

在授课过程中，结合新冠疫情融入职业自豪感、国家荣誉感等内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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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入学开始就设置专业班主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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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级，顾俊旭-2020 级，积极组织学生活动并给予学生专业上的指导。

陈红松副书记在学生刚刚进入人民医院的时候，结合医院百年历史以及抗疫下医学生的担当，给同

学们上了一堂生动的思政课程。 

 

四、积极开展教育教学及科研学术活动，加强学科建设 

（一）重视学系学科建设 

重视学系学科建设，疫情期间，多次召开医学检验学系核心成员线上会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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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学系负责组织线上科研沙龙活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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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国自然申请经验交流分享，李海霞、龙彦、刘忱、王

攀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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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国自然申请的心得体会大

家进行线上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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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医研院统筹下，共同完成医学技术类研究生招生、夏令营、面试等工作，第二批医学技术研究生

（包括博士、硕士）已经于 2020 年 9 月入学。 

（四）重视青年教师培养，组织讲课比赛 

2020 年 12 月 10 日，北京大学医学部医学检验学系 2020 年度青年教师讲课比赛在北京大学人

民医院陆道培学术报告厅举行。此次举办的青年教师讲课比赛，是自此届学系成立以来第四次举办。

学系各单位积极报名参加，经过前期各单位共选拔出 16 名选手参加比赛，最终分获一等奖 1 名，二

等奖 3 名，三等奖 5 名，优秀奖 7 名。通过青年教师讲课比赛，不仅锻炼了选手，培养了年轻队伍，

更促进了各教学单位之间的相互交流学习。“人才培养为本、本科教学是根”，加强师资队伍建设是

本科教学的基石。 

（五）成功举办检验学系 2020 年学术年会 

2020 年 12 月 25 日，北京大学医学部医学检验学系举办的“北京大学医学部医学检验学系 2020

年学系工作总结”暨“北大医学检验讲堂”在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科研教学楼陆道培学术报告厅隆重召

开。“北大检验医学讲堂”，学系特别邀请了北京大学基础医学院医学信息学系崔庆华教授做题为“复

杂疾病关键基因生物信息识别与药物研发”的报告，北京大学基础医学院游富平研究员做题为“新型

冠状病毒感染早期天然免疫的异常调节的分子机制”的报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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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由于疫情原因年会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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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时间短，部分教师由于抗疫任务无法参加线下的会议，但是相信本次检验年会的举办达到了预期

效果，对检验学生提出了希冀，对检验学系未来发展之路的提出了目标和要求。 

（五）科研硕果以其他奖励  

2020 年学系成员单位有多项国自然等基金获批准，目前学系成员单位在研课题 40 余项，发表

文章 SCI 收录论文多篇。 

在 2020 年抗击新冠病毒的阻击战中，多家学系成员单位获得抗疫先进个人或者集体奖，为抗疫

贡献力量。 

 

五、重视教学质量，采取多种措施不断提升 

（一）开展新教师试讲及集体备课活动  

2020 年学系认真组织线上及线下新教师试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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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系组织在课程开始之前，进行相应课程的教师集体备课，线上教学平台使用

的培训。 

（二）师生双向评估，专家督导教学 

通过平台学生评估教师的授课情况，老专家张正等教授进行教学督导，包括理论课及实验课，

及时提出意见及建议，多方面保证教学质量。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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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日在北京大学人民医

院举办了青年教师讲课比赛，来自各附属及教学医院的 16 位选手参赛，参与讲课比赛的青年教师们

通过比赛相互促进，教学能力得到了提升。 

（四）积极开展教学改革 

虽有疫情影响，仍积极进行各种形式的教学改革，多门课程开展 PBL 教学等，提高年轻教师的

教学意识。线上课程采取多种形式帮助同学学习和理解，实验课采取小班授课、机旁授课等形式，

考核形式多种多样，包括线上+线下，理论+实验课考核等方式。 

 

六、存在问题及建议 

（一）设置专职教师及检验教学管理人员 

目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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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没有一名是专职教师，无论是任课老师，还是教学管理工作，教师均是在临床工作同时

抓紧时间完成教学任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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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

可避免地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教学质量及教学管理效果，尤其在目前医院存在防疫工作压力大、时

间长、任务重等情况。建议设立检验教学管理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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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教学空间、设备、学生住宿等问题 

按照医学部教育处安排，检验技术专业本科生教学任务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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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问题，尤其是实验课程的空间。 

1. 教室空间小，2018 级是 39 位同学，再加带教老师及督导老师，在教室里不能很好地通行，



 

 37 / 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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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能增加学

生进行实验课程的教室的空间。 

2. 教学设备需要更新，增加教学投入，更新相应检验技术方面的仪器和设备。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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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现在疫情防控的要求，尽量减少学

生交通可能带来的风险。 

（三）争取优质生源，提升北大检验（医学技术）影响力 

目前生源情况，检验技术专业本科生大部分来自国家专项贫困地区或者民族地区，毕业后多回

到原籍。我们要考虑到北京地区以及北医系统人才梯队的储备，近年来留在北医系统的毕业生少之

又少。希望招生生源地扩展，如增加北京生源、优质生源考生省份，增加提前批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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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正在与医研院协作，设置医学技术方向的培养方案，以医学技术为新的增长亮点，希望借

助网站、微信等信息化平台，加强对外宣传，提升北大医学技术以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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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际之间以及国际上医教研等方面的交流

合作，增加与其他学科的融合，如理工科院校、生产研发企业，充分利用资源加强合作，共同培养

复合型、创新型高级检验技术人才。 

希望北大、医学部相关部门能够为检验学科发展提供资源，给予相应的支持与帮助。 

 

七、下一年度检验学系工作计划 

2021 年学系的工作重点如下： 

(一) 继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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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申请一流本科、学科评估过程中发现的短板，要重点发展。例如在教材建设、课程建设、虚

拟仿真教学、教学名师、教学成果、专利与科技转化等方面要引起重视。 

(二) 积极争取上级主管部门的支持，协助解决教学过程出现的人员、设备、空间等方面的问题，

统筹安排，保障顺利完成检验系教学任务。 

(三) 重视招生的宣传，政策的支持，争取优质本科生生源。 

(四) 重视教学过程的监管，严格执行教师准入制度，优胜劣汰。 

(五) 加强青年教师的培训，可开设教学培训班，对青年教师的培养任重道远。 

(六) 加强科研培训，促进科技转化，通过北大医学检验讲堂、青年科研沙龙等形式，积极进行

专利与科技转化以及社会服务。 

(七) 以学系为主导，积极开展校际、院际之间以及国际交流，在医教研等多方面进行交流合作，

包括与理工科院校、研发企业的交流合作，重视产学研结合，重视科技创新，共同培养具有国际视

野的复合型检验人才。 

(八) 按照医学部要求完成学系换届的工作。 

(九) 2021 年具体医学检验技术专业本科生教学日程计划表： 

1. 2021 年 1 ~6 月继续组织完成 2017 级同学的实习工作，加强实习考核及过程监管；2021 年 6

月，医学检验系 2017 级完成实习，完成毕业论文答辩。 

2. 2021 年继续 2018 级学生专业课程的教学。2~5 月，完成临床血液学检验技术、临床微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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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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021 年 5 月~2022 年 5 月，2018 级生产实习、科研论文及毕业答辩。 

4. 2021 年 8 月，2021 级迎新工作；9~10 月，《检验医学导论》的授课。 

5. 2021 年 10 月底 2019 级迎新，开始在人民医院的教学。 

希望在北大及医学部的领导下，在教学人员、空间、设备等方面得到上级部门给予学系更多的

支持，同时通过学系统筹安排及各成员单位的努力，共同提高教学质量、提升学科水平，最终战胜

疫情、促进医学检验学科更好的建设与发展。 

 

附图： 

 

图 1. 2020 年 6 月，2016 级医学检验技术专业本科生毕业答辩会（线上+线下） 

 

 

图 2. 2020 年 2 月开始，疫情期间学系组织教师积极开展多种线上教学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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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2020 年 10 月学系及教育处召开 2018 级检验系迎新会（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科教楼） 

 

 

图 4. 2018 级医学检验技术专业本科生正在人民医院上实验课（小班分组上课） 

 

 

图 5. 2020 年 12 月成功举办北京大学医学部医学检验学系学术年会及青年教师讲课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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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科学系 2020 年度工作报告 

2020 年度工作总结 

一、临床学系的工作概述 

1. 在特殊情况下，顺利完成教学任务：2020 年是眼科学系换届后的第一年，也是不平凡的一年，

在特殊的国内外形势下，虽然临床及教学工作都受到了明显的影响，但是眼科学系的各临床学院积

极应对，及时调整，利用各种在线和移动公共平台媒介，认真研讨与设置了研究生、各级住院医师

及进修医师的教学课程，在保证教学质量的同时，各临床医院都顺利的按时完成了研究生毕业论文

答辩工作。在线技术的使用，也加强了眼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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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分发挥学系力量，努力创造条件促进青年教师参与国内外学术交流与培训，推出

选拔优秀中青年业务骨干，不断提高青年教师临床技能与教学水平。 

2. 各临床学院完成住院医规范化培训：坚持岗位胜任力为导向的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核医学专

业基地的水准，充分发挥眼科专业学科特点以及各个临床学院的优势，进一步完善住院医师轮转培

训教学各个环节的规范实施过程，细化并严格执行基地医师准入及出科考核制度，加强住院医师核

医学诊断及临床思维能力的培训。通过定期参与相关科室教学查房、内科疑难病例巡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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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以眼科学系的主导，为中青年眼科医生搭建学术争鸣、提升专业能力和展示个人风采的多种

平台，积极推动开展国内外合作与学术交流，推动规范化临床思维培训，取得了较大的成绩。积极

申报和实施国家级科研基金和继续教育项目，鼓励各个临床学院积极参加国内外学会的教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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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任务及完成情况 

1. 眼科学系各临床医院圆满完成了研究生教学和本年度论文答辩工作。 

 本科生教学 毕业生 新生 

北大医院 

38 

小组讨论式教学模式，每组

64 学时 

博士 4 人 

八年制 2 人 

科博 2 人 

视光 2 人 

6 人 

人民医院 

36 人 

八年制大科 21 学时，实习

每组 30 学时 

硕士 4 人 

博士 4 人 
13 人 

北医三院 54 人 
硕士 3 人 

博士 4 人 
14 人 

北京医院  
博士后 1 人 

硕士 4 人 
2 人 

北京大学深圳医院  硕士 4 人 1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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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积水潭医院 30 人，线上视频教学   

民航医院 37 人（包括留学生）   

北大国际医院 

27 人 

教学理论课 24 学时 

实习每组 14 学时 

  

（二）学科建设及科研工作再创新高 

1. 积极响应习近平主席号召开展多种形式的预防青少年近视发生发展的实际工作，既学系视光

学院建立以来，各临床医院成立视光中心，积极开展符合医学规范的验光、配镜、角膜塑形镜工作

以及各种屈光不正矫正手术。与教育系统、社区医疗密切合作，利用网络技术和平台进行多种形式

的患者教育、科普宣传等活动。本届学系新增 3 名视光学委员，招收视光学研究生，同时推动视光

学的科研、教学的工作进程。 

2. 科研基金申请、发表 SCI、获奖情况： 

 SCI 篇 科研基金 教学获奖 

北大医院 16 

国家级 4 

部委级 10 

其他 3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青年教师讲课比赛，

三等奖，1 人 

人民医院 41 

国家级 3 

部委 2 

其他 14 

北京大学医学部 2020 青年教师教学基

本功比赛 二等奖 2 人 

北医三院 35 

国家级 4 

省级 3 

其他 10 

 

北京医院 3 

国家级 2 

部委 2 

其他 5 

 

北京大学深圳医院 7   

北京积水潭医院 3   

北大国际医院 3 院校级 4 
北京大学医学部 2020 青年教师教学基

本功比赛 优秀奖 1 人 

（三）国内、国际学术交流情况：特殊时期，线下、线上相结合的交流方式，为本年的特点 

1. 2020 年 9 月 4 日-6 日 第四届个性化角膜屈光手术及圆锥角膜诊治新进展学习班 

2. 2020 年 8 月 22 日北大眼科论坛——北京大学第一医院第十三届眼病诊疗规范及临床病例汇

报比赛，增加“北大青年风采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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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2020 年 9 月 4 日-6 日 第四届个性化角膜屈光手术及圆锥角膜诊治新进展学习班 

4. 2020 年 11 月 23 日北大眼科学系的系列学术活动之“北大医赏”正式上线，将定期举办，每一

期安排不同的主题内容，力求成为北大眼科学系的代表项目，为各界眼科学者提供优质的学习交流

平台 

5. 2020 年 12 月 12-13 日  北京医师协会眼科医师协会青光眼年会、北大青光眼论坛暨北京大

学第三医院第六届青光眼诊断与治疗新进展学习班 

6. 中日韩眼科年会，北大人民医院的青年医生参与的大会发言 

7. 2020.9.17-2020.9.20，国际眼科学学术会议，国际视光学学术会议 

8. 2020.10.23-2020.10.23，第十一届全国眼科研究生论坛暨眼科专业基地主任论坛 

9. 2020.12.17-2020.12.24，2020 年第二期临床研究设计和方案开发训练营 

10. 北京医院眼科高峰论坛 

11. 国际远程视频会议：AAO，ARVO，WOC 

12. 2020 年 11 月 20-23 日，中华眼科年会 

（四）存在问题及建议 

疫情期间，线下实习可能受到一定影响，如何高质量地完成临床技能培训，保证住院医师规范

化培训的质量，是目前面临的挑战。建议：利用融媒体教学与临床实践相结合。 

 

2021 年度工作计划 

第一季度（2021 年 1 月至 3 月）： 

拟定期举办线上系列学术主题讲座，以深度解读《眼科临床指南 PPP》为特色，突出北大眼科

学系规范、严谨、循证的治学理念，培养对象以各级住院医师、进修医师、研究生为主，并通过网

络媒介向全国各级医院推广，充分交流，共同发展，努力为提高整体学术、临床。 

第二季度（2021 年 4 月至 6 月） 

学系各临床医院认真完成本年度眼科学系研究生毕业论文答辩工作。由于防控疫情的需求，仍

然有可能进行线上答辩工作，因此需要做好应对各种情况的准备，保证毕业生的论文质量，严控答

辩程序。 

第三季度（2021 年 7 月至 9 月） 

继续举办眼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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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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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10 月至 12 月） 

进一步加强与学系间的交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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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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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醉学学系 2020 年度工作报告 

一、临床学系的工作概述 

2020 年，由于新型冠状病毒的世界大流行，注定是载入史册的一年。麻醉学系在医学部的支持

下和王东信主任的领导下，23 家成员单位通过一年的努力，克服疫情对医教研活动的全方位冲击，

在教学、科研、人才培养、学科建设、师资队伍建设等工作中依然取得了可喜的成绩。特别值得一

提的是，今年 12 月 12 日，麻醉学系就独立开课问题取得重要进展，学系王东信主任及冯艺、郭向

阳副主任一行 5 人，与医学部教育处刘虹处长及 2 位同事进行当面沟通，初步达成了麻醉学独立开

课的意向，2021 年 1 月 14 日正式提交了独立开课计划，在通过学校教学委员会讨论后，将进入具

体实施阶段，这对于北京大学医学部的麻醉学专业人才培养将具有重要意义，也是为实现 2035 年中

国拥有 16 万麻醉医师的目标迈出的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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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官系统教学改革，学系决定利用此次教改机会，

结合国家要求加大麻醉医师人才培养的国家战略，确立今后一个阶段的工作目标为麻醉学的独立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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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系领导班子于 2020 年 12 月 12 日与医学部教育处进行面谈讨论，初步达成独立开课的共识。经过进

一步讨论，形成了麻醉学独立开课方案，包括理论课 12 学时、见习 1 周、实习 2 周以及独立考核。

于 2021 年 1 月 14 日提交医学部教育处，等待审核。在通过医学部教学委员会讨论通过后，将进入

实施阶段。这对于麻醉学专业的人才培养意义重大。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推动在五年制临床医学本科教育中麻醉学的独立开课工作，进一步扩大麻

醉学专业人才的来源口径，使得学科发展后继有人。希望承担北医五年制医学生教学任务的积水潭

医院、北京医院、中日友好医院和航天中心医院的麻醉科主任，能积极配合这项工作，尽快促成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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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制医学生的麻醉学独立开课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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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规范化培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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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北京大学人民医院麻醉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基地获得国家重点规培基地，北京市仅有两

家，充分体现了冯艺主任在担任北京市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麻醉专业主任委员以来，对规培工作的

高度重视，证明了人民医院规培基地的实力，希望能通过加强交流沟通，提高学系各基地的教学水

平。 

2020 年北大医院的师资培训进一步加强，在年末承办了北京市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麻醉学专业

师资培训班。给北京市各个规培基地的 156 位带教师资，培训了先进教学理念、教学查房、形成性

评价、360 度评价、命题规范等方面的教师必备考核与评价能力，最终有 132 位老师顺利通过考核，

获得了考核与评价模块的北京市师资培训证书。也再次体现了北医麻醉学系在教学方面的强大实力。 

2020 年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在教学研究方面，展现了强大的实力，获得 2 项教学课题资助，发表

7 篇教学论文。 

通过这些努力，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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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医院、积水潭医院、北京医院、中日友好医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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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已有所有专培住院医师全部通过结业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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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进入第二年培训。我们期待大家交流相

关专培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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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是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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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当继续鼓励大家争取各级

别教材的主编、副主编，扩大麻醉学系的教学影响力。 

（二）学科建设及科研活动 

2020 年特别值得麻醉学系专注的是，北京大学第三医院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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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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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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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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第三医院的科研实力不断加强，在论文数量获资助课题及专

利授权方面，都名列前茅，值得大家学习。北大医院继续深耕围术期器官保护领域的研究，优化科

研团队，有一系列高影响因素的 SCI 论文发表。人民医院和中日友好医院获得课题资助多，体现了

强大的科研后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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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14 5 5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23 9 14 0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21 14 8 30 

北京大学肿瘤医院 5 1 3 0 

北京医院 13 7   

北京积水潭医院 3 6 1 1 

中日友好医院 2 6 13 0 

北京大学首钢医院 4 1 3 3 

北京大学口腔医院 3 1 4 0 

首都儿科研究所 3 3 5 0 

北京地坛医院 1 3 1 0 

北京大学深圳医院 4 2 2 0 

北京大学国际医院 3 7 0 3 

北京大学滨海医院 1 1 0 1 

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 0 0 6 0 

北京世纪坛医院 8 12 4 0 

解放军第 302 医院 1 8 0 0 

解放军第 306 医院 0 2 2 0 

航天中心医院 2 0 0 2 

北京航天总医院 0 1 1 1 

民航总医院     

北京京煤集团总医院 0 2 0 0 

北京市仁和医院 0 0 0 0 

 

（三）教学及学术交流情况 

2020 年，尽管新冠疫情肆虐，各委员单位还是客服困难，开展了多次线上或线下的学术会议和

继续教育工作，提高了麻醉学系的影响力，促进了国内外的学术交流，为学系品牌的推广及可持续

发展、青年后备人才的培养提供了平台。 

1、麻醉学系年会： 

2020 年 10 月 17 日-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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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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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医院麻醉科联合主办的“2020 年围术期医学论坛暨北京大学医学部麻醉学系 2020 年会”在线上顺

利召开。10 月 17 日上午，大会主席北京大学医学部麻醉学系主任王东信教授致开幕词，欢迎各地

同道的关注和参加。黄宇光教授代表中华麻醉学会、李立环教授代表中国心胸血管麻醉学会、李天

佐教授代表北京麻醉学会对本次学系年会的召开表示祝贺。希望此次云端相聚，能给大家带来学术

新知，为大家提供一个交流和解决临床实际问题的学术平台。 

 

本次会议分三个直播间同步进行，涵盖以下 15 个板块：学科发展与麻醉质量控制、围术期器官

保护、危重病人麻醉与管理、麻醉并发症及临床数据利用、麻醉基础研究进展、心脏手术中的出血

及相关问题、特殊病人的保护性肺通气问题、麻醉与肿瘤复发及远期预后、围术期血压及血流动力

学管理新进展、研究方法学、老年髋部骨折手术的围术期管理、气道管理新进展、疼痛治疗及操作

镇静技术新进展、出凝血功能的围术期监测与调控、围术期区域阻滞技术进展，共 57 个讲题。板块、

讲题的设计针对临床麻醉与疼痛治疗的常见问题，邀请了各领域的国内外专家，充分体现了学系年

会在业内的影响力。 

线上会议的直播数据也充分体现了学系年会的品牌效应，全国 34 家医院组织观看，手机端用户

17442 人观看，平均观看时长 55 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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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国家级继续教育学习班： 

 2020 年北大医院在疫情缓解的 11 月份继续举办了全国分娩镇痛学习班，北京大学肿瘤医院 12

月份举办了围术期可视化技术培训班，北京大学国际医院举办围术期心脏超声培训班及分娩镇痛学

习班，西苑医院举办了中西医结合急症处理及高级生命支持培训班；人民医院、北医三院、中日友

好医院、世纪坛医院、首都儿科研究所、地坛医院、滨海医院因为疫情的原因，都没有举办线下的

国家级继续教育学习班。肿瘤医院还举办了国际麻醉与疼痛相关问题学术论坛的线上会议。 

这些学术会议作为学系年会有力的补充，充分展示了学系的研究和教学水平，对扩大学系的学

术影响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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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疫情的影响，学系各单位都没有国际学术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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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今年疫情影响下形成的线上会议形式，

可能对于今后加强学系各单位之间的定期交流有积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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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年末北

大医院主办的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师资培训班，在这方面开了个好头，可以在今后逐步加强和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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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步推

动该项工作。 

 

三、下年度工作计划 

（一）继续办好 2021 年学系年会。打算按照各个专科麻醉内容划分板块，增加教学、科研板块，

以学系单位讲者为主，邀请国内外及学系内专家进行授课，以期更好的锻炼学系的青年才俊，同时

提升学系年会影响力。 

（二）做好学系换届工作，保持学系工作的延续性，保障学科发展。 

（三）继续推进麻醉学在北大医学八年制及五年制临床医学专业医学生的独立开课工作，使得

麻醉学人才培养得到有力保障。 

（四）推进师资培训工作。争取今年利用北大医院和人民医院的国家级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师

资培训项目，进一步推进师资培训工作，提升各成员单位师资教学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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肾脏病学学系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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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 1 月 5 日，本学系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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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的整体工作进行了总结，并对 2020 年拟开展工作进

行了展望。然后分别由朱丽大夫、王悦教授、于峰教授和毛永辉教授进行了病例分享以及专题报告。

最后赵明辉教授及李文歌教授对本次会议进行了总结。 

2. 2020 年 1 月 9 日，由北京大学国际医院主办了“北医肾脏病学研讨会暨北医肾脏病学学系交

流论坛”。 

3. 2020 年 2 月 4 日，由北京大学医学系糖尿病肾脏病专家共识协作组负责编写的“糖尿病肾脏

病诊治专家共识”以全文的形式发表在中华医学杂志上（2020 年第 4 期 247-260 页）。 

4. 2020 年 9 月 19 日，由北京大学肾脏病学系主办了“自身免疫性肾病诊疗规范专家研讨会”。 

5. 2020 年 10 月 20 日和 2020 年 12 月 21 日，由北京大学第三医院肾内科主办，北京大学肾脏

病学系成员参与的二期“妊娠相关急性肾损伤临床诊疗学习班”顺利举行。 

6. 成功举办 2020 年度北大医学论坛-肾脏病学论坛（暨首届肾脏替代治疗新进展研讨会）。2020

年 10 月 31 日-11 月 1 日，北京大学肾脏疾病研究所暨北京大学第一医院肾脏内科在北京民生金融

中心成功举办“2020 年度北大医学论坛-肾脏病学论坛<首届肾脏替代治疗新进展研讨会>”。会议内

容主要涵盖急性肾损伤、连续性肾脏替代治疗、腹膜透析、血液透析及血管通路方面的前沿进展，

聚焦新理论和新技术，旨在提升肾脏专科医护在肾脏替代治疗领域的理论和实践水平。会议特邀

Joseph Bonventre 教授，Ravindra Metha 教授、蓝辉耀教授、董政教授、刘必成教授、郝传明教授等

国内外知名肾脏病专家，围绕会议主题展开精彩的演讲和讨论。本次学术会议由线上和线下结合进

行。线上开会为大家创造了更多的学习机会，其中线上会议，直播间累计访问量达 9 万余次，累计

观看人数 5891 人，最高同时在线人数达 716 人。 

7. 2020 年 12 月 1 日，国际肾脏病学会官方杂志 Kidney International Supplements（IF 12.818）

在线全文发表了中国肾脏疾病数据网络（CK-NET）的最新研究成果“China Kidney Disease Network 

(CK-NET) 2016 Annual Data Report”，同时 CK-NET 团队在 Kidney International（IF 8.945）当期配发

了 Executive Summary，对该报告的主要数据和研究结果进行了总结。报告的主编是北京大学第一医

院肾内科、北京大学肾脏病研究所的赵明辉教授和北京大学健康医疗大数据国家研究院、北京大学

第一医院肾内科的张路霞教授。本次报告是 CK-NET 团队近 5 年来发表的第三部中国肾脏疾病科学

报告，英文版全文共 90 页，包括 14 个章节。在肾脏病学、公共卫生和数据科学等不同领域专家的

共同努力下，本年度的报告内容和数据维度更为充实、丰富，对我国肾脏疾病的流行特征、疾病负

担与医疗资源利用情况进行了全面描述；不仅汇总了三个省份透析质控中心的数据、以更为详细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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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示透析患者的疾病特征，还在既往基础上增加了全国范围内肾脏疾病患者的跨地域就诊模式以及

儿童和青少年透析患者现状的分析，为我国肾脏疾病的防治研究与管理决策提供了大量基础性数据

和循证医学证据。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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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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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工作报告 

2020 年度工作总结 

2019-2020 年度是非常不平凡的一年，在这一年中，新冠病毒的出现、蔓延、控制和反复使我

们的工作和学习正在经历也即将经历一场巨大的变革，好的方面是在党政工的关心指导下，我们北

京大学医学部的所有附属医院都非常出色的完成了援鄂任务，使武汉疫情造成的损失降到最低；而

且我们的工作也在有条不紊的复工复产，同时增加了新的工作形式，线上会议和病例讨论模式已经

逐渐为广大医生所接受，同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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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系也圆满完成了各项医疗、教学和科研任务。但是，我们也看到，国际疫情的肆虐使这场没有硝烟

的战争远远没有结束，如何更加团结的体现北大求实、创新、勇攀新高、不畏艰险的精神，结合本

年度的各教学医院的成果和体会，，我学系明确了下一步的奋斗目标，制定了 2021 年度工作计划，

现将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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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2020 年度在全院系教师的共同努力下圆满出色完成了 2016 级八年制临床专业医学生、

2016 级八年制基础专业医学生的教学任务，以及 2016 级八年制临床专业医学生的教学任务，无教

学差错或事故。长学制教育目前发展的趋势就是培养学生以临床问题为中心的思维模式，促进学生

更早的接触临床，激发对医学探索的兴趣。自 2020 年 7 月开始，北京大学医学部正式启动新时代教

学改革，以器官系统为中心（Organ& System-Based-Curriculum，OSBC）的医学教育模式即将在北

京大学医学部的医学生课程中展开。OSBC 是以人体器官系统为中心，根据临床工作的需要，通过

基础医学与临床医学的融合，对具有内在联系但又自成体系的内容重新整合，形成新的形态与机能、

生理与病理、临床与影像等多学科知识的统一。与传统“以学科为中心”的医学教育模式相比，OSBC

模式强调基础知识与临床知识的系统性、完整性，促使学生更加系统和全面的掌握临床为主的思维

模式，避免各学科知识的冗余，提高效率，更好的激发学生的兴趣。目前此项工作已在北京大学医

学部神经病的各个学系中顺利策划和准备中。 

2、研究生教育 

更加严格执行学校与学院研究生管理制度。在论文盲审和研究生开题、中期汇报日益严格的形

势下，各个院系都加强了导师对学生的日常管理和论文指导的工作，具体方式为严格执行各位博士、

硕士生导师见面制度，不断强化与研究生的沟通指导工作，听取研究生的工作汇报并进行集体指导，

认真了解研究生的困难和问题，给予充分的关心、帮助和指导，在研究生成长过程中给予正确的指

引。并通过创建杂志、参与会议举办、院外国际交流等模式培养研究生的多方面能力。通过科室网

络平台，及时更新会议、讲座、学术交流、考核与反馈等信息，为导师与研究生之间架起更及时沟

通的桥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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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均得到较好的就业

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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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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科生教育的

关键在于普及神经科的基本知识，增加知识的广度而非深度，以点带面，深入浅出，让学生对神经

科所覆盖的疾病谱有基本的了解，同时结合各自的专业和兴趣，有所侧重的进行以后的职业选择和

规划。疫情期间依然“停课不停学”完成北医本科生《神经病学》、《诊断学》，北中医卓越 B 班《老

年病学》、《诊断学》的线上授课。同时也进行了北医《神经病学》线上实习及线上考试。 

4、进修医教育 

严格按照相关规定对进修医师入科、考勤、培训、总结与考核、发表文章和参会等进行管理。

2020 年度进修医师教学工作没有差错事故，相关人员均顺利拿到结业证书。进修医师参与定期外语

学习、病例讨论、科巡诊、院内外会议与讲座等，并在核心期刊上发表文章。2019-2020 年度进修

医师平均授课学时累积 117 学时。 

5、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 

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时从医学生转变为合格的住院医师的关键阶段，北医学系的各级附属医院

都非常重视，保障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的顺利完成。住院医师在正式进入科室时，需接受正规的神

经内科岗前培训，包括规章制度、医护管理、医患沟通和反馈机制，每周在班主任的带领下，进行

一至两次专业内容的小班授课，包括特邀专家讲座，高年资医师传授临床经验，针对阶段考核的备

考介绍，临床技能操作培训（充分利用教育处的临床技能训练中心）以及住院医师自己准备的讲课，

由老师认真听课后进行点评。科室定期组织出科考核，由高年资医师同时监考，进行影像、腰穿和

病例分析，完成轮转和考核手册的填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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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 篇，其中

SCI 论文 35 篇，影响因子最高 10.502；统计源及核心期刊论文 18 篇，获国家专利 1 项。截至 2020

年 12 月，北大医院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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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入选复旦大学 2019 年度神经内科专科声誉

排行榜提名。人民医院发表论文 13 篇，其中 SCI 论文 9 篇；统计源及核心期刊论文 5 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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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医三院发表论文 38 篇；其中 SCI 论文 16 篇；最高影响因子 9 分，平均影响因子 4.16 分；Medline

论文 4 篇；统计源及核心期刊论文 18 篇；中日友好医院共发表论文共发表论文 19 篇，其中 SCI 论

文 11 篇，累计影响因子 34.614；统计源及核心期刊论文 8 篇；中日医院在 2019 年度中国医院科技

量值（STEM）全国排名第 65 名；北京医院共发表各类论文 27 篇，其中 SCI 收录 9 篇。这些成绩

展现了北医学系在科研方面的综合实力和学术影响力，尤其是北大医院今年发表文章的数量和质量

较去年有大幅提高。 

今年学系中的很多附属医院在申请基金方面均有所斩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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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项；人民医院张俊在研财政部拨款基金项目一项，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面上项目 1 项；北医三院新申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立项 4 项，其中青年项目 3 项（叶珊、刘向

一、孙灿），面上项目 1 项（樊东升），累计国拨经费约 135 万元。樊东升课题组获得 2020 年度北京

大学国际战略合作伙伴基金支持。陈勇获得北京大学青年培育 B 类项目支持。中日友好医院 2020

年新申请国自然课题 2 项，资助经费 80 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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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6 医院今年新批准 6 项课题：军队保健课题 1 项，国家卫健委脑防委课题（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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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单位）1 项。在研课题 7 项：首都临床特色应用研究重点课题 1 项今年结题，国家卫健委脑防委

课题 2 项（我院为合作单位），301 医院课题分课题（PI 蔡艺灵、孔祥锴）1 项，院级课题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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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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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北医三院承办《中华脑血管病杂志（电子版）》，创刊号于 2020 年 2 月正式出版。创刊号受

到了国内脑血管病学界的高度重视，共有 6 名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院士祝贺题词。今年前 5 期已

见刊，第 6 期预期在 2021 年 1 月见刊。同时北医三院加强急诊脑血管病绿色通道管理，联合急诊科、

介入血管外科、神经外科科等多个兄弟科室，密切合作，缩短 DNT 时长、改善卒中患者预后。北

医三院的脑血管病中心工作受到了国家卫健委的肯定，获得五星高级卒中中心的称号。 

今年各个院系都将自己医院的专业特长更好的运用于医师培训、社区服务和健康宣教中去，极

大的发挥了北医学系的学术带头和教学模范作用。北大医院主办多项国家级继续医学教育项目，包

括北京大学炎性肌病多学科论坛、眩晕诊治进展学习班、神经系统变性病及自主神经系统疾病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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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医院在张俊教授，郭淮莲教授

的组织下，头痛规范化诊断治疗学习班、北京神经科学学会疼痛与感觉障碍专业委员会暨 2020 北京

神经科学学会年会疼痛与感觉障碍论坛顺利组织和召开。北医三院主持参加多项多领域的国际、国

家级重要会议的发言、主持和讲座，接受权威媒体访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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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带领全科教师积极参与各类科普社会教育等工作，获得国内外同仁和广大群众的一致好评，为青年

医师树立了良好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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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人，副主任医师 9 人，副研究员 1 人，主治医师 11 人，住院医师 5 人。 

（2）2020 年度完成 2017 级基础和临床八年制神经病学系统课大课 38 学时，承担临床见习/PBL

任务合计 259 学时，出题、监考和阅卷各 4 学时。 

（3）2020 年在培研究生 42 人，包括专业学位博士研究生 6 人，学术学位博士研究生 9 人，专

业学位硕士研究生 10 人，八年制学生 17 人。2020 年毕业 12 人，其中八年制博士 6 人，学术学位

博士 4 人，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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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括研究生学术沙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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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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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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有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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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人，在培一阶段住院医师共 21 人。完成规培

住院医师及专科进修医师理论课 240 余学时。举办住院医师病例汇报大赛。 

（5）参与完成全科教学基地复评工作，顺利完成考核。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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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人通过专培中期，2 人通过专培结业考核，在培专科医师 12 人。 

（7）主办多项国家级继续医学教育项目，包括北京大学炎性肌病多学科论坛、眩晕诊治进展学

习班、神经系统变性病及自主神经系统疾病培训班，参与完成全国各地多项国家级、区县级继续医

学教育课程。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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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科研工作 

（1）2020 年我科发表论文 53 篇，其中 SCI 论文 35 篇，其中最高 IF 10.502；统计源及核心期

刊论文 18 篇，获国家专利 1 项。 

（2）校级以上课题项数 6 项。其中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 3 项。 

3、学术地位 

（1）截至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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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度神经内科专科声誉排行榜提名。 

（二）人民医院 

现有在职医护技人员 58 人，医生 26 人（正高 5 人，副高 14 人，主治 6 人，住院医师 1 人）；

护士 22 人（主管护师 3 人，护师 12 人，护士 7 人）；技师 10 人（主管技师 3 人，技师 5 人，技士

2 人）。病床 50 张（8A）。博士研究生导师 2 人（张俊教授，郭淮莲教授）。 

1、教学工作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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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020 年韩雅婷医师参加住院医生病例汇报比赛 

（3）2020 年孙玥主治医师参加青年医生双语讲课比赛。 

（4）神经内科 2020 年度住培结业考试为优秀专业基地。 

（5）承担北京市神经内科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基地工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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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020 年我科参加北京住院医师第一阶段考试 3 人，专业理论考试和临床实践能力考核全

部通过。  

（7）全科继续教育及年度学分达标率 100%。  

（8）2020 年接受普通进修医师 1 名，国内来北医访问学者 1 名。 

（9）顺利通过 2020 年国家全科基地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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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科研工作 

（1）申请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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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自然基金，项目编号：S1S70996，项目名称：Nog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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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淮莲： 

1) 2018.10-2021.9，北京市科技计划课题(脑科学与类脑研究北方科学中心地方配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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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与。（试验方案号 CAMG334A2304，项目负责人于生元）。 

3) 75 mg BHV-3000(Rimegepant)用于偏头痛急性期治疗的双盲、随机、安慰剂对照、安全性

和有效性试验。2020.7-2023.12。参与。（试验方案号 BHV3000-310:3 期，项目负责人于生元）。 

于垚： 

我院研究与发展基金青年科研培育课题：基于 PPARγ-Nrf2/SRA-CD36 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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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主要发表文章 

（3）参加学术会议 

3、完成医疗业务量 

（1）门诊工作情况： 

1) 2020 年（1 月-11 月）门诊量为 42909 人次，专家门诊量为 10364 人次，神经内科急诊量

为 8853 人次。 

2) 继续开设专病门诊，包括头痛门诊、卒中专病门诊、记忆门诊、神经肌肉病门诊、失眠门

诊及帕金森门诊；与老年科、精神科及睡眠中心联合开展老年记忆心理联合门诊； 

（2）临床辅助检查情况 

1) 2020 年神经内科辅助检查共进行诱发电位检查 916 人次；肌电图检查 12144 人次；脑电图

396 人次；经颅多普勒超声（TCD）检查 3941 人次；脑循环动力学（CVA）检测 1010 人次。 

2) 完成肌肉活检共 10 例； 

3) 完成脑血管造影 5 例，急诊静脉溶栓 16 例，动脉取栓 2 例，动脉溶栓 1 例，支架置入术 1

例； 

（3）其他临床工作： 

2020 年继续运行 DRG 收费工作、不断提高医疗和护理质量。进行上报单病种数据。病历质量

显著提高，无终末丙级病历。 

4、获奖情况 

（1）2020 年 5 月马莹获 2019 年度北京大学人民医院优秀护士； 

（2）2020 年 5 月赵金霄获 2019 年度北京大学人民医院优秀护士； 

（3）2020 年 5 月 6 日杨振宁获 2019 年度北京大学人民医院优秀护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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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020 年 5 月赵金霄荣获北京大学优秀党员； 

（5）2020 年 9 月 27 日李阳荣获“天使杯”护理技能与知识竞赛个人三等奖； 

（6）神经内科 2020 年度住培结业考试为优秀专业基地； 

（7）博士生杨璐（导师：郭淮莲）投给中华医学会第二十三次全国神经病学学术会议（2020-9-18

至 2020-9-20，线上会议）的论文“MMP2/9 选择性抑制剂改善小鼠脑低灌注所致认知功能下降及血

脑屏障损伤”被评为大会优秀论文，论文作者为：杨璐，宋江曼，楠迪，郭淮莲。 

5、学术影响 

（1）举办会议 

1) 头痛规范化诊断治疗学习班。项目申请人：郭淮莲。时间 2020.10.16。举办地点：昌平区

医院多功能厅。1 类学分 2 分，项目编号 2020-03-07-006（京）。（参会人数 70 人） 

2) 北京神经科学学会疼痛与感觉障碍专业委员会成立大会暨 2020 北京神经科学学会年会疼

痛与感觉障碍论坛，会议主席：郭淮莲。时间：2020 年 12 月 19 日上午。地点：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报告厅。参会人数 70 人。 

（2）科普宣传与健康教育 

1) 派出医师积极参与医学部及医学会组织的边远地区义诊活动，先后参与了江西省武宁县、

湖北省巴州市、内蒙古通辽市、云南十个县的义诊 

2) 2、10 月 29 日世界卒中日开展健康宣教活动 

3) 原发性头痛合并纤维肌痛横断面调查。2020.7-2020.11。参与。（登记号 ChiCTR2000034894,

项目负责人于生元）。 

（3）社会兼职 

6、2021 年科室工作计划及展望 

（1）继续巩固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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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水平。 

（2）完善临床路径及单病种的应用。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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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多渠道申报课题，加强科研工作的投入；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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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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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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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医三院神经内科作为国家临床重点建设专科和北京市重点学科，师资力量雄厚，教学梯队设

置合理，有良好的建设、管理和改革模式。教研室现有教授 1 人，副教授 5 人；博士生导师 1 人，

硕士生导师 6 人；主任医师 7 人，副主任医师 14 人，主治医师 8 人；硕士以上学位者 29 人（其中

博士 26 人）。有 16 位教师具有国外留学或进修的经历。樊东升教授担任教学主任，全面负责各项教

学工作；李小刚主任医师负责进修医师教育；刘向一主治医师负责科室继续教育；叶珊主治医师担

任教学秘书，负责八年制医学生、研究生等工作；赵海燕副主任医师负责科室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

工作；张新宇主治医师负责全科医师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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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经内科教研室严格遵守北京大学和北医三院的各项教学教育规章制度，在科室领导的带领下，

教学工作态度端正，注重教学相长，作风严谨。根据神经内科实际情况不断创新改革，建设了一支

有特色、有水平的教学团队。在遵循教学大纲和各项教学、培训细则的基础上，针对不同教学对象，

利用北医三院充沛的教学资源，采用多种教学模式和方法，与多个医院、科室融合协作，圆满完成

了各项教学任务。 

（1）注重师资和教育团队建设和协作 

1) 重视教育梯队建设，投入力量对青年教师进行培养。 

积极参加教育处组织的教学会议，定期召开科室教学会议。科室组织各级医师积极参加教育处

组织的培训、讲座、学术交流、国内外进展宣讲等。在科室教学会议上，及时传达各级教育部门的

教学精神与重要通知，讨论教学改革事项，进行集体备课（完善与更新教案、见习带教和理论授课

准入前试讲、高年资教师传帮带交流教学心得等）。自 2013 年起北京大学医学部采用新的八年制医

学生教学大纲，科室针对理论和见习教案、命题、考核等做了相关改革调整，同时结合国内外的指

南进展等，组织各类学生讨论交流，师生反馈良好。2019-2020 年度，宋红松副主任医师新获北京

大学医学部教学相关课题 1 项。 

鼓励青年教师参加全国、北京市、大学和临床医院、校内外各种形式的教学相关培训、会议、

比赛、讲座、沙龙等以增加相关知识、锻炼加强讲课技巧等、提高青年医师的教学理论和授课技能

水平等，效果显著。2019-2020 年李坚、刘娜副主任医师，刘晓鲁、叶珊、何及主治医师参加并获

得培训合格证书。 

加强对教育梯队成员的专业培训。我科定期举办北京市继续医学教育项目“北京大学卒中论坛”

（每季度一次，根据国际研究热点和进展设定新的讨论项目），以及国家级全国电生理学习班（每年

一次），以及中国神经病学论坛等各种学术会议讲座等，要求各级教师积极参加，并鼓励各级医师参

加国内外会议，进行学习、投稿、发言等。参加北京市神经病学临床病理（CPC）讨论（包括网上

讨论汇总和正式发言，每月一次），专家会诊和科室疑难危重疾病巡诊（每周各一次），科室学术活

动（包括 CPC、临床病理讨论、英文读书报告、学术进展、国际和院内外交流、科室讲座，每周一

次）。自 2014 年底开始至今，樊东升教授、李小刚主任医师每周固定时间进行教学查房，带领各组

医师对典型病例、少见疑难病例进行学习讨论。科主任、教学主任樊东升教授，经常在疑难病例讨

论中加强巩固基础知识、锻炼考察青年医师的基本技能，同时引入最新的国内外专业知识进展，从

而不断理清诊治思路，提高了各级、各类临床医师的对疑难疾病的诊治水平。同时科室各级医师参

与杂志编译等工作。2019-2020 年共有 1 名樊东升教授的高级访问学者进入神经内科学习和交流。 

发挥学术带头和教学模范作用，参加各项社会服务。作为专业学术带头人、北京市人大代表、

神经内科主任和教学主任、北京大学医学部神经病学学系主任，樊东升教授主持参加多项多领域的

国际、国家级重要会议的发言、主持和讲座，接受权威媒体访谈，带领全科教师积极参与各类科普

社会教育等工作，获得国内外同仁和广大群众的一致好评，为青年医师树立了良好榜样。我科多位

青年教师参与包括社区讲课与培训、义诊、访谈讲座、社会保障服务等工作。自 2011 年开始我科为

运动神经元病患者组织“相约星期四”活动。在樊东升教授带领下，安排有经验的高年资医师和科

护士长等参加，从医学、护理、心理、社会等多角度为 ALS 患者和家属服务，对青年医师和研究生

有很好的教育效果，被中国医师协会授予全国第一个“渐冻人项目救助示范基地”。神经内科在世界

睡眠日、帕金森病日、阿尔茨海默病日、世界卒中日等举行义诊和患者教育等活动，多位医师积极

参加社区医学教育和社区居民科普讲座等工作。傅瑜主任医师参加本年度的八年制医学生招生宣讲



 

 57 / 131 

工作。 

樊东升教授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支持，叶珊、刘向一、孙灿医师获得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青年科学基金项目支持。叶珊主治医师活动北京大学青年教师基本功大赛一等奖、最佳演示奖。

樊东升获得优秀指导医师奖。赵晨获得北京大学 2019 年度十佳住院医师。何及获得北京大学第三医

院优秀青年医师。 

2) 参加监考、阅卷、评估等教学会议 

参与监考、阅卷工作：宋红松副主任医师参加北医转博考试专业理论与专业英语阅卷工作。傅

瑜、徐迎胜医师参加北医转博技能考试监考工作。傅瑜、徐迎胜、张英爽、宋红松、孙阿萍医师参

加一阶段考试监考工作。宋红松医师参加北京市二阶段考核命题会，赵海燕医师参加二阶段考核阅

卷工作。刘晓鲁医师参加北京大学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第二阶段考试暨专科医师培训中期及结业考

核命题会。从科室主任到高年资主治医师二十余位教师参加本年神经内科出科考试命题、监考和阅

卷分析工作。宋红松副主任医师参加海淀医院授课大赛指导工作。 

参与各级考试命题工作：樊东升教授连续多年参加北京市住院医师规范了培训考核、北京大学

医学部研究生阶段考核的命题工作。神经科内科各位专家教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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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2011 年起，对神经内

科出科考试命题工作不断改革，在严格遵守上级部门和教育处规定的前提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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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经内科樊东升教授、李小刚主任医师、傅瑜主任医师、徐迎胜主任医师、肖卫忠主任医师等

多位专家教授对外院和我院研究生论文进行评审。 

神经内科樊东升教授、李小刚主任医师、傅瑜主任医师、肖卫忠主任医师、徐迎胜主任医师、

张英爽主任医师等多位老师参加研究生、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基地等面试工作。 

3) 积极参加教学改革和培训工作 

自 2013 年开始，神经内科教师在大内科参与八年制临床专业医学生的导师制培养。按照教育处

要求在三个月时间内对问病史体格检查、病例分析和病史书写等对学生进行一对一培养和考核，让

同学们在接触临床真实病例中学会分析与判断。另外，结合每一年住院医师的考核结果，科室不断

组织教师参与教学改革会议和讨论，针对每次出科考核具体问题，调整命题、培训和考核的内容，

以不断提高住院医师的专业理论和专业英语、技能操作等水平。 

（2）医学生教学 

2019-2020 年度在全科教师的共同努力下圆满出色完成了 2016 级八年制临床专业医学生、2016

级八年制基础专业医学生的教学任务，以及 2016 级八年制临床专业医学生的教学任务，无教学差错

或事故。其中 2016 级八年制临床专业理论授课 56 学时，见习带教 144 学时，出题、监考和阅卷各

4 学时；带教的见习老师分别为郑梅、李坚副主任医师医师。2019-2020 年度全年进修医师教学课时

117 学时。张英爽、王力平、张华纲副主任医师参加了医学检验、护理专业的理论授课。 

（3）研究生教学 

1) 各类型研究生简介 

2020 年毕业研究生：共有 2 位临床型博士研究生(李园、马新然)和 1 位科研型博士研究生（张

林净），1 位在职临床型博士研究生（于会艳）顺利通过毕业答辩并获得博士学位。张林净、马新然

医师留科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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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参加开题的研究生：临床型硕士研究生共 1 人：焦琳。临床博士研究生 1 人：郭欣桐。

科研型博士研究生 1 人；张淦。 

2020 年在读的各类研究生如下：临床型博士研究生共 4 人：陈君逸、郭欣桐、万孟夏、穆巴拉

克、于洲，张逸旋，马婧玥、付佳钰、张高祺。科研型博士研究生共 3 人：夏恺璘，张淦，余玮怡，

导师均为樊东升教授。学位型硕士研究生 3 人：焦琳、黄昕，霍俊艳，吴捷颖，穆卡达斯，导师为

樊东升、傅瑜、徐迎胜。在职学位型博士研究生 1 人（何婧） 

2020 年新入科研究生：学术型博士研究生 1 人（余玮怡），学位型硕士研究生 1 人（黄昕）转

博研究生 2 人：万孟夏、穆巴拉克；临床博士后 1 人：王文景 

科研博士后 1 人：王亚君 

2020 年参加国家执业医师考试的研究生共 3 人：付佳钰、张高祺、焦琳 

2) 良好的研究生管理执行能力和改革创新能力 

神经内科严格执行学校与学院研究生管理制度。以樊东升主任为主的各位博士、硕士生导师，

严格执行导师见面等制度。樊东升教授不断强化与研究生的沟通指导工作，每周数次听取研究生的

工作汇报并进行集体指导，认真了解研究生的困难和问题，给予充分的关心、帮助和指导，在研究

生成长过程中给予正确的指引。并通过创建杂志、参与会议举办、院外国际交流等模式培养研究生

的多方面能力。通过科室网络平台，及时更新会议、讲座、学术交流、考核与反馈等信息，为导师

与研究生之间架起更及时沟通的桥梁。 

3) 出科考试情况 

2009 年开始神经内科按照教育处要求组织出科考试。考试内容包括：临床思维和技能（病史询

问和查体、腰穿、影像阅片和病历分析）和理论考试（神经病学专业理论和专业英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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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有多名医师进入神经内科培训和出科考试系统（包括：八年

制临床型博士研究生、临床型硕士研究生、神经科专科基地医师、内科专科基地医师、精神科轮转

医师、眼科轮转医师、康复科轮转医师、药剂科轮转医师、麻醉科轮转医师、进修医师、住院医师

等），考核合格率 100%，为培养合格人才打下良好基础。为适应北京市一、二阶段考核以及北京大

学医学部的阶段考核的特点，全科教师在命题监考等方面执行更为严格的标准细则，并请通过阶段

考核的监考老师和同学来分享传递经验。 

（4）进修医师教学 

由李小刚副主任负责进修医师教学工作，严格按照相关规定对进修医师入科、考勤、培训、总

结与考核、发表文章和参会等进行管理。2020 年度进修医师教学工作没有差错事故，相关人员均顺

利拿到结业证书。进修医师参与定期外语学习、病例讨论、科巡诊、院内外会议与讲座等，并在核

心期刊上发表文章。2019-2020 年度进修医师授课学时累及 117 学时。 

（5）继续医学教育-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 

神经科全体医务人员深刻认识到继续教育的重要性。科室领导严格要求科室人员积极参加北医

三院网上继续教育、国内外各种学术会议交流以及科室主办的继续教育项目，包括北京大学卒中论

坛、中国神经病学论坛、北京大学肌电图及临床神经生理学习班、北京大学运动神经元病学习班、

北京大学认知障碍及帕金森病诊治进展学习班等，同时要求特别是青年医师积极参加外籍专家参与

的讲座和教学查房等高级别的学习。作为北京市人大代表，教学主任樊东升教授同时担任国际、国

内重要学术部门、期刊杂志的主编和编委等工作，带领科室人员发表文章、开拓眼界等，带动引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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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室良好的学习氛围。在樊东升主任的领导下，由我科牵头主办的北京大学卒中论坛定期举行，每

次根据不同的专题，吸引全国知名医院和专家参与，并通过网络直播，产生广泛的学术影响，获得

一致好评。神经内科每周五上午科室巡诊，既有经典的示教病例，也有罕见的疑难病例。由三位科

主任轮流主持，有效率地解决了临床遇到的问题，也提高了青年医师和进修医师的水平。自 2014

年底，科室三位主任每周还组织教学查房，对典型病例、少见疑难病例进行深度剖析，以提高全科

医师的专业水平。在科室网站上定期（每月）进行临床病理（CPC）讨论，随后参加北京市 CPC 讨

论。每月科室定期的学术活动包括：跨科讲座、读书报告会（最新有影响力期刊文献）、当月 CPC

讨论汇报、专家介绍最新医学进展或科际交流、政策解读等。每周一次进修医师讲课，解剖部分由

中级职称以上人员主讲，临床部分由副高以上人员主讲，设立二线教师，利于教学梯队建设管理；

另请放射科、图书馆、康复科、神经外科副高以上教师讲授相关学科的内容。全科在职人员和研究

生等认真参加院级和国家、市级组织的继续教育讲座。科室不同级别医师参与担任病房健康宣教、

疾病义诊和宣传活动等（卒中、ALS、帕金森病、痴呆、睡眠障碍等），在为人民服务的同时，提高

了医患沟通技巧和科室的威望，为青年医师的学习和成长树立榜样。 

2019 年 12 月神经内科接受了北京市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全科基地检查。获得评估专家的一致

好评。科室教学主任亲自督导住院医师的面试、岗前培训、培训、考核、座谈与反馈等工作。住院

医师在正式进入科室时，就接受正规的神经内科岗前培训，包括规章制度、医护管理、医患沟通和

反馈机制等均比较健全。每周在班主任的带领下，进行一至两次专业内容的小班课程学习，安排在

中午和晚间，包括特邀专家讲座，高年资医师传授临床经验，针对阶段考核的备考介绍，临床技能

操作培训（充分利用教育处的临床技能训练中心）以及住院医师自己准备的讲课，由老师认真听课

后进行点评。每次有十余位住院医师参与。科室定期组织出科考核，在病房由各组上级医师准备好

病人，多位高年资医师同时监考，进行影像、腰穿和病例分析，随后进行考核反馈，进一步提高学

生的专业水平，让学生迅速认识到自己的不足并牢记，同时完成轮转和考核手册的填写。从而提高

考核效果和效率。外单位住院医师与本单位住院医师同工同酬，也积极参加科室的各项文化活动获

得如文艺展示周、运动会、春游秋游等活动，使他们在神经内科的工作生活身心愉快，收获良多。

目前科室已建立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医师的微信群，大家在群内充分沟通、和谐相处，成为相知相

伴互助互爱的好朋友、一家人。 

2020 年通过北京市一阶段考核理论和技能考核的住院医师：王帆，田丹阳，万孟夏，穆巴拉克。

在考核之前，由既往参加监考的宋红松副主任医师和及班主任赵海燕医师、教学秘书叶珊医师就临

床技能和专业理论笔试部分的问题给予辅导。结束考核后，在神经内科对今年之后要接受考核的住

院医师进行了试题回顾、重点注意事项的分析等经验介绍。班主任赵海燕主治医师根据我科住院医

师存在的问题，组织了更为有针对性的学习培训和考核等，住院医师感觉效率更高，也对自己在今

后工作学习中需要多锻炼和注意的事情有了较好的把握。 

（6）教学创新及特色项目 

1) 博雅顶级会诊 

自 2017 年开始，神经内科开展了博雅顶级会诊活动。神经内科作为独立的二级学科，内容非常

广泛，亚专科庞大，术业有专攻，每位医生无法对所有专业的内容都了解的面面俱到。尤其对于非

我院特色的亚专业，如何在最快的时间内保持和学科前沿的一致，让青年医生及研究生全面综合发

展，一直是神经内科努力的方向。因此，2017 年开始创立了博雅顶级会诊活动，即针对临床特殊疑

难病例，由科室出资，邀请相关领域国内最顶级的 6-8 位专家，同场讨论会诊，碰撞灵感的火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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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年度共举办 8 次。每次活动都座无虚席，各级本院医生、研究生、规陪医生、进修医生、其他科

室轮转医生、实习医生纷纷积极参与，大家均表示受益匪浅，活动受到广泛欢迎和好评。 

2) 不同院区远程互动培训，网络慕课式培训 

神经内科每个月均有相当数量的轮转医师入科和出科，包括本科研究生及住院医师、进修医师、

内科及精研所轮转医师，水平参差不齐。而神经内科作为独立的二级学科，内容专且多，尤其对于

非本专业轮转医生较为困难。即便对于神经科专科医师，神内基础也差异很大，由于部分课程例如

住院医师和进修医师讲课（理论和临床技能等种类）并非覆盖全年，在入科时需要进行培训的工作

量依旧很大。因此科室长期坚持入科培训制度，由病房主管的二线和三线医师，每个月月初定期进

行岗前培训，内容包括科室介绍（人员、环境、制度等）、神经内科专科病史询问和体格检查、常见

疾病病例分析思路、神经影像学习等。随着机场院区工作的大力开展，科室人员分为两个院区，十

分分散，不利于集中培训。2019 年，在医院及教育处领导老师的大力支持下，组织科室高年资医师

进行网络慕课录制，目标为录制经典的入科培训教程，方便学生自主在线学习，已解决两地培训难

的问题。 

由于本部及机场院区疾病谱分布有所不同，为了使学生均衡发展，得到更好的培训机会，同时

随着新冠疫情的出现，线上同步培训，实现了本部、机场两院区同步教学查房、入科培训、研究生

培训、疑难病例讨论等，大大加强了教学力度。 

3) 教学获奖 

1.教学个人奖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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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樊东升获得 2020 年度北京大学优秀博士论文指导教师称号 

樊东升获得 2020 年度北京大学医学部教学优秀奖 

樊东升获得北京大学第十九届青年教师教学基本功比赛（医科类）优秀指导医师奖 

叶珊获得北京大学第十九届青年教师教学基本功比赛（医科类）一等奖，最佳演示奖。 

赵海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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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晨获得北京大学 2019 年度十佳住院医师。 

何及获得北京大学第三医院优秀青年医师 

2.教学集体奖项 

神经内科教研室获得北医三院 2019-2020 年度教学优秀科室三等奖 

3.研究生获奖情况 

黄昕获得 2019-2020 年北京市优秀毕业生 

张林净获得 2020 年度北京大学优秀博士论文 

（7）精品课程和教学基金 

1) 精品课程 

已获得国家级和北京市级精品课程。 

2) 教学基金 

宋红松，2020 年北京大学医学部专科医师规范化培训研究课题，一般课题，建立住院总医师会

诊疑难重点病例的上报-讨论-反馈模式，提升神经内科专科医师的临床综合思维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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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教学文章 

· 基于核心胜任力的阶梯式评估反馈模式对神经科住院医师培训的思考. 中国卒中杂志，

2020.15(10): 1134-1137 

· 思维导图结合以问题为基础教学法在急诊神经内科住院医师卒中教学中的应用. 中国卒中

杂志，2020.15(10): 1138-1140 

· “互联网+”背景下神经内科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的探索及思考. 中国卒中杂志，2020.15(8): 

921-924 

· 医联体模式下神经内科专科培训基层医务人员模式的探索. 中国卒中杂志，2019.14: 40-742 

2、科研工作 

（1）临床样本和数据库的积累：今年由于疫情影响，就诊外地患者有一定数量的减少。今年新

增加登记“运动神经元病”病例约 200 例、“腓骨肌萎缩症”及相关疾病病例约 60 例。 

（2）全科室申请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立项 4 项，其中青年项目 3 项（叶珊、刘向一、孙灿），

面上项目 1 项（樊东升），累计国拨经费约 135 万元。樊东升课题组获得 2020 年度北京大学国际战

略合作伙伴基金支持。陈勇获得北京大学青年培育 B 类项目支持。 

（3）截至 11 月底，我科 2020 年已发表论文 38 篇；其中 SCI 论文 16 篇，最高影响因子 9 分，

平均影响因子 4.16 分；Medline 论文 4 篇；统计源及核心期刊论文 18 篇。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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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余人次，青年医师

多人次在国际、国内会议发言交流：欧洲神经病学 1 人次（在线，张逸璇）、中国脑血管病大会 2

人次（在线，夏恺璘、唐璐）、中华医学会神经病学年会 2 人次（在线，马婧玥、陈勇）、北京国际

神经变性病学术大会暨中国微循环学会神经变性病专委会（北京）1 人次（叶珊）等。 

（5）承接了神经退行性疾病生物标志物及转化研究北京市重点实验室工作，工作开展顺利，按

时召开了学术委员会会议，设置了开放课题，实验室转场准备工作基本就绪。重点实验室标注论文

5 篇。 

（6）今年重点开展了多项临床试验准备工作，目前已通过伦理申请 10 项，包括观察性试验 4

项，干预性试验 6 项。正式启动 5 项。其中研究者发起的临床干预性试验研究 1 项。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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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受到了疫情影响，

但创刊号基本按时于 2020 年 2 月正式出版。创刊号受到了国内脑血管病学界的高度重视，共有 6

名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院士祝贺题词。今年前 5 期已见刊，第 6 期预期在 2021 年 1 月见刊。争

创新时期下的优秀神经病学中文刊物。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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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临床工作 

（1）医疗数据：截至 10 月底，门诊量 55221 人次，比去年同期下降 38.08%；急诊量 9584 人

次，比去年同期下降 29.75%；出院病人 902 人次，同比下降 33.73%；平均住院日 17.22 天，同比增

加 12.79%；CMI 值 1.095，同比下降 0.86%。病房运行整体数据较去年下降，其中门诊量、急诊量、

出院病人数均有较明显下降，平均住院日有所延长，CMI 值稍有下降，结合实际情况，与今年新型

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密切相关。目前数据符合卫计委三甲教学医院主要诊治疑难危重患者的政策，符

合国家关于公立医院医改的整体策略。 

（2）抗击疫情，驰援武汉：2020 年年初，一场突如其来的疫情席卷了神州大地，对于三院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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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科人来说，“疫情就是命令，防控就是责任”。六名神经科医护人员在最危急的时刻挺身而出，作

为国家援鄂医疗队成员驰援武汉，奋战在抗疫一线，圆满完成了援鄂任务。在疫情防控这场没有硝

烟的战斗中，我科严格落实国家及医院防控要求，积极响应，主动作为，全体医护人员毅然选择迎

难而上，挺身而出，坚守一线，为抗击新冠疫情构筑了坚强的防线。 

（3）护理数据：2020 年全年共收治住院一级护理人次数：550 人，危重：79 人，监测人数：

181 人。在护理工作量持续增加的情况下，做好病房质量管理工作，依然是我们的重中之重。病房

以护士长为核心，成立质控小组，将质控工作细分到组，并定期进行分析汇总，保证了临床各项工

作的质量。因我科危重症患者多、需持续输入刺激性药液患者多，我病房充分评估后给予该类患者

PICC 中心静脉置管，并自购了 PICC 导管固定绑带，帮助固定 PICC 导管，降低拔管风险。疫情以

来，病房加强对手消液的管理，制定相关规定，将手消液检查作为周工作，每周一由责任护士进行

检查，将本周内即将过期的手消于周一统一更换。我科加强对责任护士每日工作内容管理，制定神

经内科责任护士每日工作明细，要求各责任护士下班前进行自查后签字，保证每日工作按时完成。 

（4）检查室数据：我科重要的辅助检查平台——神经电生理检查室，共完成肌电图及诱发电位

3225 人次、脑电图 557 人次、TCD 7995 人次，发泡试验 331 人次，达到仪器设备 100%使用率。机

场院区神经电生理检查室也在快速发展中。 

（5）机场院区：机场院区综合内科四病房由神经内科医师组管理，以收治运动神经元病、周围

神经病、肌肉病、锥体外系疾病等神经内科疑难病例为主，目前可常规开展核磁、腰穿、TCD、脑

电图等检查项目。现由 2 个医师组负责管理 40 余张病床，床位使用率显著高于机场院区其他科室。

樊东升主任、李小刚主任每周在机场院区查房，利用线上诊疗平台，机场院区同时开通了与本部的

连线查房，可同步进行科巡诊和博雅顶级会诊的病例讨论。目前机场院区神经内科病房的平稳运行，

大大提高了神经内科疑难病例的诊治能力，可更好地为全国各地的广大患者服务。 

（6）援藏工作：响应国家号召，我科刘小璇副主任医师顺利完成为期一年的援藏医疗工作，由

我科王丽平副主任医师接替，赴西藏自治区人民医院，继续深入援藏工作。同时我科专家积极参与

了世界卒中日义诊、赴山西大宁县人民医院义诊等活动。 

（7）获得五星高级卒中中心荣誉：在医院、医务处指导下，我科急诊脑血管病绿色通道继续联

合急诊科、介入血管外科、神经外科、心外科、心内科、超声诊断科、放射科、康复科、麻醉科等

兄弟科室，密切合作，及时梳理流程，为缩短 DNT 时长、改善卒中患者预后而努力。同时每周组

织溶栓例会，及时总结溶栓的经验教训，同时加强对于急性卒中的理论学习，使急性缺血性卒中团

队得到了极大的发展。今年，由我科牵头的脑血管病中心工作也受到了国家卫健委的肯定，获得五

星高级卒中中心的称号，全北京市仅有宣武医院和我院获得这一殊荣。 

（8）出版刊物：今年我科继续承办《中华脑血管病杂志（电子版）》，目前已出版五期，第六期

即将出版，发行量每期 1000 份。杂志聘请樊东升教授为总编、神经外科杨军主任等 8 人为副总编，

并有委员 113 个。《中华脑血管病杂志（电子版）》起点高、平台优、学科多、活力足，以脑血管病

为中心进行多学科交叉合作。杂志所刊载的文章均为国内外相关领域资深专家所著，内容深入浅出、

通俗易懂、贴近临床，为解决临床问题发挥切实作用。自第四期起，读者可通过扫描二维码观看视

频内容，更是增加了文章的含金量和可读性。 

（9）北京大学卒中论坛：2020 年，是我科“北京大学卒中论坛”举办的第 12 年，本着“交流、

协作、创新、提高”的宗旨，在疫情的严峻考验下，我科核心组和全体医护人员克服重重困难，通

过网络会议的形式，坚持继续举办“北京大学卒中论坛”，广邀数百位国内外知名的卒中专家，就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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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现状与未来、机遇与挑战，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交流与讨论。网络解除了传统会议中地域和时

间的限制，全国专家在线上畅所欲言，百家争鸣，极大地扩大了论坛的学术影响力。 

（10）新媒体技术应用于临床医疗工作：在常态化疫情防控的大环境下，科室的临床、教学、

科研、党务及其余日常工作均面临着诸多挑战。由于疫情防控需要，线下会议对参加人数、会议地

点均有较为严格的要求，导致举行全科会议非常困难，有部分重要通知、信息无法及时传达。科室

领导经过仔细研究分析和反复讨论，我科将使用线上工作软件（如钉钉、腾讯会议、Zoom 等）召

开各类会议作为疫情期间的常规工作方式，全科人员使用软件通过网络音视频形式参加会议。通过

线上会议，我科在疫情期间在常规的三级医师查房基础上，仍保持了每周至少一次的主任查房及科

巡诊，成功救治了大量疑难危重患者，使我科临床水平稳步提升，并使研究生、基地培训医师及进

修医师提高临床诊疗水平。 

（11）脑血管病筛查：我院作为脑防委脑卒中高危人群筛查和干预项目的基地医院，继续承担

2020 年项目筛查工作。神经内科作为主要执行科室，已完成住院病例筛查和数据上报，协同海淀镇

卫生服务中心基本完成社区乡镇居民的筛查和数据上报工作。此外，在院领导的支持下，确定东平

里社区卫生服务站为新的项目合作单位，在体检中心、超声科、检验科等科室的支持下，启动了西

平街社区居民的卒中队列建设和居民筛查工作。 

（四）中日友好医院 

1、教学工作 

（1）神经内科教研室为北医、北中医、首医、协和的硕、博士培养点。现有协和硕、博导 2

人、北中医硕、博导 2 人、北医硕、博导 2 人、首医硕、博导 2 人。北航硕导 1 人、北医教授 2 人、

北中医教授 2 人、首医教授 2 人、北化教授 1 人。主任医师 4 人，副主任医师 8 人，主治医师 16

人。 

（2）本科生教学： 

疫情期间依然“停课不停学”完成北医本科生《神经病学》、《诊断学》，北中医卓越 B 班《老

年病学》、《诊断学》的线上授课。同时也进行了北医《神经病学》线上实习及线上考试。 

（3）研究生教学 

2020 年毕业研究生 1 人，就业率 100%。新招研究生共 10 人，其中 1 人为协和直博。目前在培

研究生共 19 人。 

（4）住院医师培养 

神经内科基地有 27 名住院医师指导教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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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人担任北京市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第一、二阶段

考试考官及北医二阶段考试考官。1 人为全科基地评估专家。国家住培结业考核命题专家 6 名。7

人完成北京市全科医学转岗培训。其中 3 人参加北京市师资培训，3 人参加中国医师协会师资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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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继续教育 

举办国家级继教学习班 2 项。招收进修医师 3 人，在培进修医 9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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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获奖 

2019 年神经病学教研室获得院优秀教研室。获得中日友好医院优秀教学管理者 1 人，获得中日

友好医院优秀住院医师指导教师 1 人，获得中日友好医院优秀教师 1 人。2020 年北医教学优秀奖 1

人。 

2、科研工作 

（1）共发表论文 19 篇，其中 SCI 论文 11 篇，累计影响因子 34.614；统计源及核心期刊论文 8

篇。  

（2）2020 年新申请国自然课题 2 项，资助经费 80 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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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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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度中国医院科技量值（STEM）全国排名第 65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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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人、副教授 6 人、硕士生导师 4 人；主任医师

19 人；副主任医师 6 人，主治医师 7 人；硕士及以上学历 30 人（其中博士 21 人）。 

(2) 本科生授课：今年由于疫情影响，17 级北医临床五年制理论授课改为网上授课，我教研室

积极按照医院安排调整教案及授课材料，进行网课录制，同时建立授课老师和学生的微信群进行线

上答疑，以弥补不能当面授课的不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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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学时，见习带教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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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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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人，临床型 7 人，科研型 2 人。在疫情期间，督促研究生

做好个人防护，培养提高研究生自主学习能力，在各位导师的关怀和指导下，研究生在临床、科研

等方面均取得进步。在临床实践中，我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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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人完成北京市住院医一阶段培训，5 人顺利通过考核，1 人顺利通过北京市住院医二

阶段考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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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5 月份疫情防控取得阶段性成果、医院日常工作逐步恢复正常以来，完成了 30

余次教学查房工作，90 余次主任查房工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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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有多名医师进入神经内科培训（包括：神经科和内科临床型研

究生、神经科和内科规培医师、眼科、康复科等科室的轮转医师），根据不同来源医师教学大纲的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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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组织了不同考察范围、不同难易程度的考试，具体考试内容包括：临床思维和技能（腰穿）、理

论考试（神经病学理论、专业英语）。考试试题每三个月更换，由教学主任审核，考试后由教学秘书

进行阅卷，并将进行试卷分析对学生予以反馈，由教学主任进行成绩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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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科马欣昕医师荣获北京医院青年教师讲课三等奖。 

(7) 加强教学管理：在北医学生教学工作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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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项北京市区级继续教育项目及多项院

级继教项目。 

2、科研工作 

(1) 截止至 11 月初，神经科共发表各类论文 21 篇，其中 SCI 收录 3 篇； 

(2) 多项国家、省部及院级课题顺利进行中； 

(3) 多人次参加国内各种会议交流，发言。 

（六）积水潭医院 

1、教学工作 

(1) 北医八年制教学：2020 年度在疫情条件下，我科通过线上教育方式圆满完成了 2016 级北医

五年制临床专业医学生 43 人次的理论课教学任务，其中理论授课 20 学时；以网课和网络直播的方

式见习带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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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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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人次（其中全科医师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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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线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指导医师能力提高班、全科专业住院

医师规范化培训师资培训班、医学教育高峰论坛等师资培训班。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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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名医师参加线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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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上学习班进行学习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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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提高各亚专业的临床专业性。 

2. 科研工作 

有一项局级科研课题、一项院内科技新星资助课题进行中。 

（七）战略支援部队特色医学中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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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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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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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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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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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位医师参加各种短期学习班。18 名护士在读本科，13 人取得本科学历， 2 人取得研究生

学历，1 人研究生在读。 

(5) 围绕卒中诊治，脑心健康管理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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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患教会 1 次，20 余名患者和家属参加患教会学习，取得良好效果。

利用互联网微信平台发布健康科普知识 20 篇，单篇最高阅读量达 3000 余人次，把科普延伸到院外。 

2、科研工作 

(1) 2020 年新批准的 6 项课题：军队保健课题 1 项，国家卫健委脑防委课题（合作单位）1 项。

在研课题 7 项：首都临床特色应用研究重点课题 1 项今年结题，国家卫健委脑防委课题 2 项（我院

为合作单位），301 医院课题分课题（PI 蔡艺灵、孔祥锴）1 项，院级课题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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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2020 年，神经内科发表 2 篇 SCI 论著，3 篇统计源期刊论著，1 篇非统计源期刊论著。20

余篇论文在各种会议收录并大会发言。国家卫健委脑防委举办的中国脑卒中大会上，1 篇论著被评

为论文二等奖，1 篇论著被评为优秀奖。 

(3)2020 年因为疫情原因，大多数学术交流改为线上进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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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卒中中心建设，落实卒中分级诊疗”等培训授课。同时参加脑防

委的卒中中心质量建设和督导工作，至多家医院进行检查督导工作。蔡艺灵教授、杜娟及刘丽副主

任医师、孔祥锴、于一娇、路冬煦、杜彬、朱琳主治医师在国家级、北京市级等学术会议主持并讲

课。2020 年 9 月，蔡艺灵、杜娟、杜彬、彭星、张娣在全军年会进行专题发言，另外于一娇、刘艳

丽、胡佳佳、王方的文章编入全军神经内科年会汇编。蔡艺灵、杜娟、刘丽、吴铮、段文博、崔永

强、于一娇、路冬煦参与编著的《神经系统疑难病案解析》出版。蔡艺灵教授、林甜、文婉玲主治

医师参与翻译的《头颈部动脉血运重建》出版。 

3、临床工作 

由于疫情原因，今年的医疗工作数量明显下降。前半年主要参与北京市及医院的疫情防控工作：

参与医院的前出医疗队备战工作，参与医院发热门诊的轮流出诊工作，科室一名医生一名护士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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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队颁发的“最美逆行者”称号。后半年继续完成急性脑血管病救治绿色通道的建立及急性脑梗死

的静脉溶栓桥接动脉内治疗。我院被北京市卫健委评为“北京市优秀取栓医院”。林甜主治医师赴西

藏索县人民医院进行 100 天的医疗帮带。 

2020 年完成脑血管造影 124 台次，动脉瘤栓塞 5 台次，颅内动脉支架 4 台次，颅外动脉支架 10

台次，动脉取栓+溶栓+急诊支架植入 40 台次。继续完成脑血管病介入治疗的成熟技术：颅外动脉

支架置入血管成形术、颅内动脉瘤栓塞术，还开展了国内较新技术：HRMRI 指导下颅内动脉血管

成形及血管再通术等国内外先进的新技术新业务。 

2020 年科室收治的疑难危重患者，包括重症颅内感染、脑膜癌病、CVST、肺癌脑转移、脑小

血管病、多发性硬化、AIDP、NMOSD、副肿瘤综合征、自身免疫性脑病等，与北京市神经疑难疾

病会诊中心诊断结果基本一致。 

4、学术任职 

由于军队出台对于所属人员参加社团的规定（每人最多参加 2-3 个社团），2020 年清理社团后

没有新增任职，原有任职大量退出。 

（八）北大深圳医院 

1、教学工作 

规培生：98 人；进修生：2 人；实习生：33 人 

2、科研工作 

2020 年神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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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国家级 / PCI 国际专利 / 

省级 / 中文核心期刊 1 省级 / 国家发明专利 / 

市级 / 其他 1 市级 / 实用新型 2 

横向课题 1   其他 / 其他 / 

合计 1  4    2 

3、临床工作 

继去年新技术项目开展的 TCD 发泡实验和微栓子监测项目今年已开展 1500 余例，眩晕诊疗中

心开展多学科合作，手法复位达 3700 余例，肉毒毒素治疗 200 余例。脑卒中绿色通道在院领导及医

务科协调下，DNT 中位数时间缩短至 48.5 分钟，急性缺血性卒中绿色通道静脉溶栓截止目前开展

了 64 例；静脉动脉桥接治疗 13 例。已开展轻微认知障碍早期筛查系统新增加 280 例，计划进一步

开展心源性卒中预防诊疗中心。AD 医护联合诊疗门诊，早期吞咽障碍诊疗评估 700 余例。康复评

定 300 余例，康复训练 160 余例。 

 

三、存在的问题和不足 

2020 年，北京大学医学部神经病学学系由于疫情的影响，临床指标有不同程度的下降，但在后

半年，继续呈现迅猛的发展势头，尤其是科研和教学，基本没有受到疫情的影响，多种形式的线上

教学，如线上科巡诊、可以覆盖多个病区、多个院区，形式和时间安排上更加灵活；线上博雅会诊，

继续聘请相关专业的顶尖专家对某一特殊病例进行云查房，较好的将临床讨论不拘泥于本学系，促

进了学系之间的交流；各级学习班的线上准备和开展，极大的促进了学科和学系的发展。在基金申

请和文章发表方面都有所突破，不仅在各自传统的领域保持优势，取得了斐然的成绩，同时，也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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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注意科室的均衡发展，常见病和罕见病相结合，覆盖周围的社区，做好慢病管理和社区义诊和宣

教的工作。总之，各个医院都表现出团结合作，共同抗疫的信心，使 2020 年变成了不平凡的一年，

充满了挑战和机遇的一年。但是，仍然存在着以下的问题； 

（1） 高质量的文章数目和省部级基金的数目仍有待提高，作为建设北京大学超一流学术影

响力的一份子，各个医院的学术带头人应更好的发挥各自的学术影响力，提出原创性的科学问题，

联合中国发展的方向和特色，进一步扩大国际学术影响力；  

（2） 进一步利用网络平台，加强各附属医院的优势学科的辐射能力，目前各个医院举办的

线上学习班很多，但大多影响力不够，源于各个学系和附属医院的之间的联系和宣传不够，比如 CPC、

卒中中心和博雅会诊等学术交流应该进一步扩大受众的医师群体； 

（3） 目前各院系更多的将发展凝练在本学科和本专业，这一定程度的容易受到天花板效应

的影响，应注意国际发展的动向，更好的开展多科联合的合作项目，并且注重与人工智能和网络平

台大数据的结合，实现多点开花，合作共赢的局面。 

 

2021 年度工作计划 

一、鼓励临床科研和基础研究相结合，加强临床干预试验，加强梯队建设： 

北医学系今年将进一步加强基础研究、应用研究与临床相结合。今年各个学系都提出了各自的

科研发展计划，总体目标是向着建设北京大学超一流的学术平台努力。主要体现在几个方面；（1）

完善各自院系的优势项目的队列建设，开展研究者自发的临床干预试验；（2）加强各自重点实验室

的建设和试验平台的搭建，在各自优势的领域开展有重点的开展检查检测项目，避免各院系之间的

重复和浪费；（3）组织 2021 年度国家及北京市、北京大学、医院等各个级别的基金项申请工作，对

于有工作基础的青年医师给予相应的指导；（4）鼓励并组织医师投稿参加国内顶级和国际一流的学

术会议，如中华医学会神经病学年会、欧洲神经病学年会、亚洲澳洲神经病学大会、美国神经病学

年会、国际运动神经元病大会等； 

（5）进一步鼓励教材和学术著作的编写，扩大承办杂志的学术影响力，鼓励国内学术专家约稿

和青年医师投稿。总之，在开拓创新的道路中，大胆锻炼科室的中坚力量，形成良好的团队学术氛

围，造就一批优秀的有竞争力的学术骨干。 

二、教学持续改进与创新： 

1、按照北京大学医学部教育处的部署，以器官系统为中心的医学教育模式将于 2021 年在医学

生课程中全面展开。由其附属的临床医院根据各自的专业特色，承担如呼吸、消化、循环、骨科、

儿科、神经等 12 个专业的课程设计、教材书写、评价体系构建的任务，而北医三院神经科受委托担

任神经系统模块的课程负责单位，由樊东升主任担任课程负责人（PI），集合副 PI、助理、秘书、

任课教师、顾问等组成强大的教学团队。此次教改对培养整体临床思维，强化临床技能培训，培养

符合时代要求的医学人才有非常积极的作用。通过本次改革，将产生北医特色的教学大纲、教学模

式和编写相应的教材。 

2.加强对教育梯队成员的专业培训。加强网络会议平台的建设，采取线上和线下相结合的方式，

定期举办北京市继续医学教育项目“北京大学卒中论坛”（每季度一次，根据国际研究热点和进展设

定新的讨论项目），以及国家级全国电生理学习班（每年一次），以及中国神经病学论坛等各种学术

会议讲座等，要求各级教师积极参加，并鼓励各级医师参加国内外会议，进行学习、投稿、发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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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北京市神经病学临床病理（CPC）讨论（包括网上讨论汇总和正式发言，每月一次），专家会诊

和科室疑难危重疾病巡诊（每周各一次），科室学术活动（包括 CPC、临床病理讨论、英文读书报

告、学术进展、国际和院内外交流、科室讲座，每周一次）。同时引入最新的国内外专业知识进展，

从而不断理清诊治思路，提高了各级、各类临床医师的对疑难疾病的诊治水平。 

三、进一步加强学系之间的交流与联系 

网络平台的高度使用让各个学系之间的交流日益增多，同时在神经病学系主任樊东升教授的领

导下，临床、科研和教学之间的高度合作模式已经形成。今年全世界新冠疫情的形势仍不容乐观，

如何在疫情常态化的模式下更好的进行医教研工作是各个学系亟需面对的问题，挑战和机遇并存，

希望各个学系在共同的目标下，开拓创新、勇于进取、团结求实，无论顺境和逆境，都能将学科发

展的工作越做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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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症医学学系 2020 年度工作报告 

一、临床学系的工作概述 

2020 年是不同寻常的一年，在过去的一年中，北京大学重症医学系全体成员作为国家医疗队的

主力中坚，出色地完成了抗击新冠疫情的艰巨任务。在鄂期间成功组织了学系抗疫线上研讨会，医

疗队返京后又按期成功举办了第十二届《北京大学重症医学论坛》；在继续教育方面，由于今年防疫

需要，通过线上直播的形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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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学始终作为学系工作的重点，今年在继续加强重症医学专业规范化体系建设的基础上，更加重视

对规培医师的培训和培养。 

 

二、具体工作总结 

（一）医疗工作 

2019 年底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悄然而至，形成席卷全国乃至全球的重大公共卫生事件。在这场没

有硝烟的战斗中，北医重症人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印证了“健康所系、性命相托”的医学誓言，在重症

救治和临床科研方面都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从大年初一响应号召紧急报名，仅仅只有不到一天的时

间，第一批队员整装待发驰援武汉。首批国家医疗队的六家医院有五家是学系成员单位，四家医院

的医疗队长是重症医学医师。随后北京大学重症医学系，先后共派出医护人员 80 多名支援武汉华中

科技大学同济医院中法新城院区及湖北其他地区，在长达 70 多个日夜里没有人抱怨，没有人退缩，

在抗疫一线用专业精神和专业技术践行了敬佑生命、救死扶伤的崇高精神。同时包括北京地坛医院、

解放军总医院第五医学中心、天津市第五中心医院、北京大学深圳医院等在内的百余名医护人员战

斗在保卫所在省市地区的战场上，他们全力以赴、毫不畏惧、甘于奉献、敢于胜利，圆满完成新冠

肺炎临床救治任务。在疫情常态化管理过程中，重症人始终冲在预防新冠复燃的第一线，在多地参

与危重病人的救治。并有多名个人和多个团体获得北京大学、北京市及全国表彰。 

 

图 1. 学系主任安友仲教授在武汉隔离病房 

 

图 2. 习近平总书记接见地坛医院 ICU 医护人员代表 

 

（二）主要承担的教学任务及完成情况 

1. 重症医学专业规范化体系进一步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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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症医学专业规范化建设多年来始终是重症医学系的工作重心，今年的工作重点是加强对专培

医师进行规范化培训。自去年 8 月开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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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医院三家医院每月进行一次远程病例讨论，本年度共成功举办 6 次。每一次

的讨论病例，均围绕特定的疾病展开讨论，涵盖了常见症候群的诊疗思路、少见病例的诊治及热点

问题的前沿进展。通过病例讨论和有针对性的文献复习，加深了专培医师对临床思维的训练，有效

的提高了专培医师对重症常见临床问题的诊断思路。三家医院在彼此的交流中不断取长补短，分享

经验，促进了学系内部各家医院共同进步。 

2. 住院医规范化培训及考核 

2020 年国家正式将重症医学列为住院医师规培专业和专业学位授予专业，并明确要求作为重点

专科加强建设。今年学系继续组织住院医师完成规范化培训考试。今年共有 9 名考生顺利通过第二

阶段住院医师规范化考试。 

（三）教学及学术交流情况 

1. 第十二届《北京大学重症医学论坛》及第五届《北京大学重症护理论坛》成功召开 

2020 年 8 月 24-28 日，由北京大学重症医学学系和国家卫生健康委国际交流与合作中心共同举

办的”第 12 届北京大学重症医学论坛”通过网络直播的形式顺利召开。本次大会围绕”新冠疫情下的

重症治疗、血流动力学、机械通气与呼吸治疗、镇痛镇静、重症代谢与营养支持、重症肾脏与血液

净化、重症超声及重症护理”等主题展开讨论，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大会采用网络直播形式召开。

本次论坛持续 5 天，共 20 个专题板块， 67 个专题讲座，邀请国内知名专家 95 人。大会线上注册

参会代表 13525 人，注册人员遍布全国各地，其中 43.5%为医生，28.5%来自于基层医院。线上直播

观看人员高达 22 万人次，回放点播高达 16.3 万人次，直播最高同时在线人数高达 0.9 万人。线上直

播形式打破了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使更多的重症同道得以交流思想，聚焦热点，传播知识，共同推

进重症医学迈向新高度。本次论坛聚焦中外新冠疫情，设立”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专场，首先由北京

大学重症医学学系主任安友仲教授做题为”北医重症人抗疫介绍”的报告，安教授回顾了在与新冠疫

情抗争的过程中，北医重症学系各单位在驰援湖北、守卫北京等方面所做的杰出工作。同时也邀请

到北京市卫建委副主任时任北京地坛医院院长李昂教授、北京协和医院杜斌教授、北京朝阳医院童

朝晖教授、中日友好医院曹彬教授、天津市第三中心医院徐磊教授、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周飞虎

教授、武汉同济医院重症医学科李树生教授以及中国 CDC 病毒所李德新教授等在新冠疫情防控治

疗中做出突出贡献的各位专家，就新冠肺炎的流行病学、病理生理机制、器官功能损害及治疗策略

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的探讨。论坛同期举办第五届北京大学重症护理论坛，邀请了来自北京护理学会

的孙红教授、北京宣武医院的王欣然教授、北京第六医院的石川教授与北京大学重症学系护理学组

的所有附属医院的护理同仁齐聚线上，共同探讨护理热点话题，并着重探讨了新冠肺炎中重症护理

的角色及作用。本届论坛镇痛镇静板块，突破线上会议传统授课模式，设立了青年医师辩论赛，为

青年医师提供了自我展示的舞台。辩论围绕镇痛镇静究竟是以器官功能保护为目的还是以舒适为目

的展开了激烈的辩论。双方辩手精心准备、临场机智应变、以辩论促思考、不分雌雄，通过辩论对

镇痛镇静的目标和目的进行了深入的阐述。论坛其它板块，围绕各个器官系统，以从基础到临床、

从病理生理机制到治疗策略为主线，聚焦热点问题，为与会者带来了精彩的学术盛宴，受到广泛关

注和好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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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第十二届北京大学重症医学论坛注册省份分布情况 

 

图 4. 北京大学重症医学系主任安友仲教授主持开幕并作”北医重症人抗疫介绍”报告 

 

图 5. 镇痛镇静板块辩论赛：镇痛镇静以器官功能保护为目的 VS 以舒适为目的 

 

2. 北京大学重症医学系学术沙龙及病例讨论 

2020 年度举办了多次学术沙龙及病例讨论，早在年初，新冠疫情最为严峻的时刻，在保证疫情

防控的前提下，学系即恢复了学系沙龙及病例讨论等学术活动，并举办了由在武汉和北京抗疫前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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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同道交流重症新冠肺炎专题沙龙活动，由亲历新冠疫情的各位专家老师分享新冠治疗过程中的

各种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此外围绕血液净化专题，进行了病例讨论与学术交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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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北京大学重症医学系镇痛镇静系列讲座成功举办 

2019 年由学系专培基地：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北京大学第一医院、中日医院联合举办了第一次

镇痛镇静系列参访班，受到广泛好评。今年学系继续举办了镇痛镇静系列讲座，共四期，本次讲座

围绕镇痛、镇静药物在重症患者中的应用，不同疾病镇痛镇静的特定及实施要点进行讨论，内容涉

及药理机制、临床应用及病例分析，实用性强，在线人数达数千人。通过开展本次系列讲座，使镇

痛镇静谵妄管理流程得到普及和规范，从而进一步提高了危重症救治工作医护人员的镇痛、镇静、

谵妄、康复及睡眠等临床管理能力。 

4. 开展多期”从病理生理到临床”系列讲座 

思辨疾病病理生理机制有助于真正理解疾病的发生发展，从而更好的指导临床实践，本着”知症

懂病，从病理生理到临床”的目的，从今年开始由北京大学人民医院重症医学科牵头组织联合重症医

学学系多家医院共同举办了”从病理生理到临床”系列讲座，本年度共成功举办了 5 期，内容分别围

绕 PiCCO 监测技术与应用、呼吸生理与肺损伤、胰腺炎的营养支持等几方面展开。每期围绕一个知

识点，首先进行病理生理等基础内容的阐述，然后结合具体病例将理论知识加以巩固，讲座点击量

累计超过五千余人次，线上观众积极参与、踊跃发言提问，交流心得体会。该系列讲座受到广大重

症同道的一致认可和好评。 

 

三、2021 年度工作计划 

（一）2021 年北京大学重症医学学系的工作重点是结合中国医师协会培训部要求，整合完善重

症医学专业的住培和专培规范，同时积极筹备并举办第十三届《北京大学重症医学论坛》，计划在保

证疫情防控安全的前提下，采用线上讲座为主、线下互动为辅的模式，通过知识竞赛、工作坊等形

式开展日常教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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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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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而有助于提高对专培医师临床思维的培养。 

（三）2021 年学系将继续举办多次学系学术沙龙及主题培训班，同时逐渐恢复工作坊的开展，

在今年镇痛镇静培训班的基础上，计划开展临床营养、血流动力学等方面的系列讲座。同时，将继

续举办“从病理生理到临床”系列讲座，并扩大参与单位范围。从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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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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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血管外科学学系 2020 年度工作总结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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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据库建设与随访工作开展 

2020 年，依托于临床实验课题，学系心脏外科手术相关数据库完成了电子化进程，采用最新的

EDC 数据库录入系统，目前已经正式上线进入使用。该数据库包含了患者基本信息、术前患者检查

情况、手术相关情况、危险程度评分、术后并发症情况等。除此之外，数据库还加入了患者生活质

量评分及随访内容，为相关科研提供了基础。2020 年，学系数据库专人负责手术患者相关的随访工

作也取得了很好地成绩，目前随访人数超过 600 人，失访率小于 8%。 

冠脉搭桥学习班 

2020 年 6 月，北京大学心血管外科学系第 23 届“微创冠脉搭桥学习班”在北京大学第三医院继

续举办，由于受到疫情影响，此次学习班采用线上模式。学习班包括了理论讲述、患者管理、手术

指征选择以及手术直播教学。学习班为期 1 天，聘请到了业内多名微创手术的顶级专家进行讲述，

在线观看人员超过 1 万人，此次培训获得了各位学员的充分好评。 

学系成员杨航荣获北京市健康科普比赛一等奖 

2020 年 10 月 25 日，“2020 年‘健康北京’科普作品征集大赛”演讲决赛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演播厅

举行，来自北京市疾控中心、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等 14 家单位的 35 名演讲选手上演一场巅峰对

决。 

此次大赛由北京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北京市广播电视局共同主办，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协

办，面向在京各医疗卫生机构，部分大专院校、社会团体及科研机构，旨在遴选和推广一批展现健

康北京风貌的优秀健康科普作品和健康科普工作者，更好地推进健康科普知识传播，营造健康北京

行动宣传氛围。 

杨航通过对主动脉夹层相关知识的清晰讲解，不仅传授了知识，还将医学人文精神融入课程，

弘扬医者精神，传递正能量。最终获得在场专家评委的好评，在健康北京科普比赛的舞台上再展学

系青年医师的风采。 

微创冠脉外科研讨会 MICS-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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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7 月学系第三届微创冠脉外科研讨会

MICSS2020 在线上举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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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学术理论、实际操作及技术推等方面广分析了微创冠脉外科的发展现状。针对现在微创心脏外科发

展的最前沿问题，进行了全面的讲解、沟通，并分享了现在最先进的临床经验。会议现场座无虚席，

众多参会专家针对小切口搭桥的手术方法、微创手术的暴露问题、分期杂交手术的应用前景、多支

搭桥手术难点以及全动脉化搭桥前景等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通过手术详解环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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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议期间 MICS-CLUB 发布 MICS-CABG 2020 数据，全方位接纳各级会员。MICS-CLUB 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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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成为历届 MICSS 年会的传统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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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受到疫情影响，手术量较上一年有所下降，

但是通过各成员单位的复产复工的努力，整体各单位手术量达到了 2019 年的 70%左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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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20 年 12 月，学系各单位总共

完成心脏手术共计 733 台，大血管手术 123 台，外周血管及其它手术 1806 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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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已经开始了微创手术的尝试，并且取得了显著的成绩。2020 年学系主导继续完善冠脉搭桥微创俱

乐部的数据录入与维护，通过数据库统计，学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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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 余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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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 台，

先心介入治疗例数 200 例以上。 

 

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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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心脏康复 

在 2020 年，学系总结前一年的经验，针对心脏术后康复治疗制定了详细的常规和计划，并开始

制作患者康复手册，帮助患者指导出院后的饮食、锻炼及随访。为了更好地对患者制定个体化的康

复、宣教及健康指导方案，学系 2020 年借助临床课题的帮助，完善的数据库正式上线，借助数据库，

不但有利于进行临床科研和数据统计，也让随访工作做得更加细致。2020 年，学系针对搭桥手术患

者随访失访率小于 5%，每一位患者的资料都详细的录入了数据库。同时，学系各单位借助现代的

技术手段，通过微信，公众号，朋友圈，抖音等新媒体方式让更多的患者能够学会自我健康管理的

理念，同时也建立了患者的微信群，建立起患者与患者、患者与医生之间的沟通途径，通过沟通，

可以减少患者的心理压力，尽快的恢复正常生活，医生也可以对患者实时进行指导。 

在 2020 年中，学系各单位康复治疗的重点是依据不同病人的特点，制订个体化的康复治疗方案。

例如，对于术前长期吸烟，存在 COPD 的患者，我们在术前会对患者的呼吸功能进行测量和评估，

除了传统的肺功能、血气分析检查外，心外科还使用了目前最先进 Breath power 系统对患者的吸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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肌力量进行测量，并指导患者应用呼吸训练器，通过术前的呼吸功能锻炼，大多数患者经过测量呼

吸功能明显改善，降低了术后呼吸系统并发症的风险。对于糖尿病的患者，术后为患者制订运动处

方和饮食指导，帮助患者控制血糖。对于高龄患者，学系继续推行术后极早期康复治疗，力争患者

在重症监护室就开始康复训练，通过四肢肌肉锻炼，局部理疗，床旁训练等方式，可以总体上加快

患者术后恢复速度，提高患者生活质量，缩短住院时间及减少住院花费。 

（四）ECPR 与多科写作 

心血管外科的心脏机械辅助装置，为很多危重患者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手段，在与包括心内科、

急诊及 ICU 等多科共同努力下，为很多危重患者的抢救迎来了生机。2020 年，学系各单位共完成

ECMO 支持治疗 70 余例，是 2019 年的 2 倍，治疗成功率也大幅上升。 

具有严重心脏基础疾病的非心脏手术患者，往往面临着很高的围术期心血管意外风险，对于合

并症多，病情复杂的患者，多科协作治疗是体现北京大学附属临床医院综合实力最好的表现。2020

年学系各成员单位为其他科室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全年协助泌尿外科、普外科、胸外科、神经外

科及介入血管外科等科室，完成了同期或分期心脏手术 30 余例，为患者降低了手术风险，也充分体

现了我院多科协作、病人至上的服务宗旨。 

 

教学与科研 

（一）多项临床课题推进 

2020 年，北京大学心血管外科学系获批院级队列建设项目 1 项，开展前瞻性注册队列研究，目

前已完成 Clinical Trial 实验注册，前期工作及入组顺利，目前入组人数超过 100 例。 

2020 年同时获批首都卫生科研发展专项基金一项，借助课题支持，完成 Clinical Trial 前瞻性随

机对照研究实验注册 1 项，数据库已建立完毕，预计课题进展时间 3 年。 

（二）发表文章、大会发言及课题申请情况 

2020 年，学系各成员单位总共发表核心期刊文章 10 余篇，SCI 及 Medline  4 篇，参加国内学

术会议大会线上发言 30 余人次。 

2020 年学系各单位获得各医院支持终点基金 2 项，省部级重点课题 1 项。申请省部级重点课题

3 项（结果未归） 

（三）研究生培养及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 

2020 年，北京大学心血管外科学系经过研究生答辩，博士研究生 1 名。目前学系单位在读硕士

研究生 5 名，博士研究生 3 名。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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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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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强国际合作，开展新的临床合作项目，努力推各项临床新技术的应用，以微创心脏手

术为切入点，增强学术影响力，扩大手术量。以学系为基础，加强国内合作，增强全国影响力，努

力发展更多的协作单位。 

（二）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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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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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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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延续学系优良传统，继续举办“北京大学微创冠脉搭桥学习版”会议及培训活动。 

4. 定期针对国内外热点临床问题，进行学术沙龙交流。 

5. 培养青年教师，增强学系整体教学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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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继续推进目前两项临床实验进展工作。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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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加强对于年轻医师科研能力的锻炼与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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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医结合学学系 2020 年度工作报告 

一、工作概述 

本工作报告总结了 2020 年度中西医结合学系在教学、人才培养、学科建设、师资队伍建设等方

面的工作。 

二、具体工作总结 

（一）承担和完成的教学任务 

1. 本科生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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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科研工作中从事中西医结合工作，或与中医药相关人员合作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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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中医基础理论课程的由基础医学院中西医结合

教研室承担，在本科生的第二至第三学年完成。 

中医临床课程必修课由各附属医院和教学医院的中医科和中西医结合科承担，在本科生第四至

第五学年完成。 

2020 年度开设的中医课程、任课教师和修课人数如下： 

课程名称 修课人数 修课学生类别 任课教师 授课科室 

中医基础理论 

（第一学期） 
150 

北医各专业本科

生 

韩晶岩、王传社 

基础医学院中西医结合教

研室 

中医基础理论 

（第二学期） 
150 

针灸与腧穴 100 李志新 

中医诊断学 100 蒋文跃 

中药学 100 王传社 

中医方剂学 100 马治中 

中医养生学 200 蒋文跃 

PBL 13人×12组 
韩晶岩、马治中、王传社、李志

新、蒋文跃、刘建、李茵 

中医药学基础 110 药学本硕班 
韩晶岩、王传社、李志新、马治

中、蒋文跃 

中医针灸学 38 八年制临床医学 
张前进、丰胜利、褚松龄、赵冬

梅、崔海燕、梁文郁、徐宇航 
北京大学北大医院中医科 

中医基础理论及针

灸基础 
40 八年制临床医学 赵辉、戴中、杨嘉颐、张翠彦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中医科 

中医针灸学 52 八年制临床医学 李东、史成和、霍则军、申洪波 北京大学三院中医科 

中医学基础 85 护理本科 
王春勇、姬晓兰、申洪波、郭佳、

李赛 
北京大学三院中医科 

中医学 43 
临床医学五年制 

16-4班 

王霞、高叶梅、王文、何芳鸣、

关一、侍方、李欣 
北京积水潭医院中医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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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针灸学 37 留学生 
牛晓亚、赵昱、许有慧、邹蔚萌、

胡晓英、王晓文、崔超、李梦漪 
民航临床学院 

中医基础与针灸学 83 八年制口腔医学 
郑洁、陈妙、糜小英、黄星涛、

曾露慧 
北京大学深圳医院 

 

图 1. 韩晶岩教授与听中医基础理论课的学生 

2. 研究生教学 

本学系为中西医结合学科研究生开设的课程、任课教师和学时数如下：  

课程名称 课时数 主讲教师 

中医药及其现代研究 18 韩晶岩、马治中、王传社、蒋文跃、李志新 

动态可视化技术与活血化瘀研究 18 韩晶岩、刘建 

中医辨证论治基础 18 蒋文跃 

代谢性疾病与中医药 18 李茵、刘建 

中医基础理论 18 韩晶岩、刘建 

经络腧穴和针灸的作用机理 18 李志新 

3. 新招收的研究生 

4. 参编教材 

韩晶岩教授参加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十三五”规划教材《中药药理学》的编写，任编委，将气

虚血瘀和补气活血复方中药作用机制的研究内容编入教材中。 

（二）学科建设及科研活动 

1. 学科建设： 

中西医结合学系现有教师 61 人，其中，正高职 20 人、副高职 21 人、中级 20 人，具有博士学

位者 40 人，具有海外留学经历者 12 人，博导 8 人、硕导 4 人。 

北京大学中医药临床学院（西苑）有本学科的博导 3 人（陈可冀院士、唐旭东教授、史大卓教

授）、硕导 2 名（徐凤琴教授、李浩教授）。  

中西医结合学系有跨学科博导 26 名，其中，中西医结合基础跨学科博导 14 名，中西医结合临

床学科跨学科博导 12 名；有中西医结合临床跨学科硕导 5 名。 

2. 科研工作： 

2.1 中西医结合学系获批 4 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面上项目、2 项青年基金的资助。 

1. 基于趋化因子 RPS19-单核/巨噬细胞-TGF-β1-成纤维细胞途径，探讨芪参益气滴丸阻断心肌

肥厚继发心肌纤维化的作用机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面上项目，项目编号 82074310，2021.01-2024.12，

负责人：韩晶岩。 

2. 蒲公英通过 CUEDC2 调节肿瘤细胞与 TAMs 的交互作用重塑三阴乳腺癌免疫微环境。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 面上项目，项目编号 82074062，2021.01-2024.12，负责人：韩淑燕。 

3. 清热化痰理气法中药复方及拆方通过中性粒细胞胞外诱捕网干预 PM2.5 致气道炎症的比较

研究。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面上项目，课题编号 82074345， 2021.01-2024.12，负责人：冯淬灵。 

4. 基于 Let-7amiRNA 探索补肾调血颗粒改善促排卵大鼠子宫内膜容受性的机制。国家自然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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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基金 面上项目，项目编号 82074193，2021.01-2024.12，负责人：李东。 

5. 玉屏风散通过 RhoA-ROCK-MLC 信号通路干预 PM2.5 致气道上皮屏障功能障碍的。国家自

然科学基金 青年科学基金，课题编号 82004274，2021.01-2023.12，负责人：冯枫。 

6. 基于胶原沉积和胶原降解平衡的调控探讨针刀干预对 KOA 软骨及骨骼肌纤维化影响的机制

研究。国家自然学基金 青年科学基金，课题编号 82004448，2021.01-2023.12，负责人：梁楚西。 

2.2 在 SCI 收录期刊发表的论文 

中西医结合学系在 SCI 收录期刊发表论文 33 篇。 

2.3 发表的中文论文 

中西医结合学系在中文期刊发表论文 39 篇。 

（三）教学及学术交流情况 

1. 在国际学术会议上的报告：在国际学术会议和报告会上视频报告 13 场。 

2. 在国内学术会议的报告 

中西医结合学系在国内学术会议上做特邀报告 24 场、专题报告 22 场，在大学和研究院所讲座

27 场。 

3. 学术兼职 

韩晶岩教授就任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常务理事、微循环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 

张学智教授、冯翠玲教授就任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理事。 

（四）存在问题及建议 

1. 在教学方面，中医基础理论的教学与中西医结合临床教学的内容衔接的不尽合理。 

2. 在科学研究方面，基础与临床、医学与药学的合作研究尚少，缺少顶层设计。 

三、下年度工作计划 

1. 推动中医基础理论的教学与中西医结合临床教学内容的衔接。 

2. 推动基础与临床、医学与药学的合作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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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血管内科学学系 2020 年度工作报告 

2020 年是特殊的一年，虽然我们经历了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但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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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取得满意

的成果，现就主要工作总结如下。 

一、抗疫工作 

在北京大学医学部的领导下，心血管学系各单位都积极投入到抗疫工作中。作为第一批进驻武

汉的北京市医疗队，北大医院、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和北医三院心血管内科的共派出了 21 名医护人员

投身到武汉抗疫第一线，并且有 60 余人次参加到北京市的抗疫一线、核酸检测以及疫苗接种工作中。

面对疫情这一重大考验，北大心内人和衷共济，始终保持了必胜的信心，经受住了考验，克服了重

重困难，取得最终的胜利！ 

 

二、教学工作 

（一）本科生与临床教学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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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医学部在临床培训工

作中，继续秉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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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兼顾疫情期间的特殊需求，在不能进行传统线

下教学的时期，录制了教学视频，并开展了线上教学活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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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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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疫情依然严峻的时

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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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然坚持邀请各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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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上授课；同时邀请北京大学、

医学部、临近高校理工科专业和国外学术带头人进行授课，传授前沿知识，拓展知识视野，提高思

维层次，实现了对中青年教师的全方位培养。 

（二）临床病例讨论会  

学系始终秉承重视基础、贴近临床的理念，即使在疫情期间，也坚持在线上召开北京大学心血

管内科学系临床病例讨论会。会议每月召开一次，由各临床教学医院轮流主持。每次会议均有轮值

主持的医院提供一个真实的临床病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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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会议采用了网络会议的方式，可以使学系的所有附属教学医院分会场的医学生和医务人员

都可以在线参会，最大程度地覆盖了相关人员。在会议中，各中心的专家教授会对病例进行深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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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研究生培养 

心血管内科学系圆满地完成了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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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深圳医院等主要教学医院合计毕业研究生 30 名，

其中临床型硕士研究生 3 名，临床型博士研究生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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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度研究生招收工作也顺利完成，共招收研究生 30 名，其中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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床型硕士研究生 11 名、临床型博士研究生 7 名、科研型硕士研究生 7 名、科研型博士研究生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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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博士研究生班艺倩在中国病理生理学会血管医学专业委员会第四届学术研讨会青年优秀论文竞

赛获奖，题目 HIP-55 promotes vascular smooth muscle cell proliferation through mediating ERK1/2 

activation by AT1 receptor endocytosis；博士研究生王文景在中国病理生理学会受体与信号转导专业

委员会第十四届学术会议上获得优秀论文三等奖，题目 HIP-55 负性调控 β-肾上腺素受体转位激活

表皮生长因子受体。 

（四）教改工作 

高炜教授担任新时期教改循环系统课程 PI，遵循北京大学“培养引领未来的人”基本思路，认真

落实北大医学“新时代”教育教学改革的目标，牵头组建教师队伍，构建“以器官系统为中心”的循环

系统模块课程。重组教学体系包括循环系统的结构、功能和系统性疾病三个组成部分，以临床为中

心，突破既往各学科壁垒，强调循环系统临床与基础各学科之间多维度的有机整合。课程设置实现

了横向和纵向融合的教学体系：解剖、病理、病生理、药理、诊断与临床教学全线贯通，形成完整

的纵向教学体系；疾病教学将心内科、心外科、血管外科和药理学教学融为一体，形成完整的横向

整合系统。联合教学注重心血管基础和临床知识的衔接，加强了不同学科间的联系，避免重复教学

或知识点遗漏。通过整合理论授课、PBL/CBL、临床技能培训和见习实习等多种形式的教学活动，

为学生呈现全新的“大循环”知识结构。 

自 2020 年 6 月以来，循环系统全体教师积极参与教改工作，致力于培养学生全面系统的思维体

系、综合学习和解决问题的能力。通过多轮讨论，已完成教学大纲和课程进度表的撰写，寒假期间

计划完成集体备课、教案和授课幻灯编写工作。期待循环系统在新学期授课中不断改进，取得优异

的教学效果。 

 

三、科研工作 

（一）科研工作和成果 

依托于北京大学和医学部雄厚的科研基础，在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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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第三医院血管医学研究所张幼怡研

究员连任中国病理生理学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理事会理事长，董尔丹院士当选副理事长，李子

健研究员当选副秘书长，徐明研究员当选常务理事。 

心血管内科学系始终注重打造自身的科研硬实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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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020 年取得了优异的科研成绩。本年度新获各类

研究课题 18 项，新获批研究经费 2239 万元。包括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杰出青年基金 1 项（崔庆华）、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重点项目 1 项（肖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联合基金，重点支持项目 1 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

大研究计划集成项目 1 项（项目首席：李子健）、面上项目 3 项、青年项目 1 项；新获国家重点研发

计划项目 1 项（项目首席：徐明，项目总经费 2428 万）、子课题 3 项；新获科技部国际合作项目 1

项；新获北京市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 1 项、首都卫生发展科研专项项目 2 项、新获校级院级 2 项。 

2020 年度，肖晗获得“姜必宁奖-杰出青年心脏医师论文奖”；姜长涛获得“第十六届中国青年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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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奖”；霍勇获得“全国创新争先奖”；李子健“中药分子新药研发合策略的构建及基础应用”获得陕西

省科学技术奖一等奖（排名 5）；李子健“新发重大传染病的医院药学应对决策机制与资源配置模式

构建”获得十五届中国药学会科学技术奖三等奖（排名 3）。 

在临床研究方面，北医三院心血管内科汪宇鹏《中国成人急诊患者骨髓腔内输液通路与中心静

脉输液通路的对比:一项前瞻性、多中心、随机研究》获评中华医学会心血管病学分会（CSC2020）

第 22 次全国心血管学术年会优秀论文。 

（二）国际交流 

2020 年 9 月 26 日，由北医三院心内科与美国心脏病学院（ACC）联合举办的《2020 年糖心共

治学术交流会》在京召开。北医三院心内科主任、中华医学会心血管分会代谢心血管疾病学组组长

唐熠达教授，担任此次大会中方主席，ACC 主席为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心血管疾病预防与临床研究

中心主任、ACC 糖尿病与心血管代谢疾病板块副主编 Michael J. Blaha 教授。中美双方专家分享临

床研究成果，互动交流，共同探索建立多学科合作为基础的心血管代谢中心。 

通过视频连线的 ACC 三位专家：UC San Diego 医学中心的 Pam R. Taub 教授，Duke 大学医学

中心的 Neha J. Pagidipati 教授和 Johns Hopkins 大学心脏中心 Michael J. Blaha 教授，分别就“新型降

糖药物 CVOT 与心血管病”，“2 型糖尿病患者降低心血管危险因素”及“合并心血管病的 2 型糖尿病

患者的新型管理模式”三个议题做了专题演讲。中方专家对演讲表现出了浓厚兴趣，双方积极互动。

中美专家共同讨论了糖尿病和心血管疾病诸多相关议题，其中心血管代谢在慢病综合管理中的重要

意义备受关注。在通过多学科之间合作形成对疾病的综合管理模式，预防心血管病及心血管事件的

发生，才能显著减少疾病给患者生命带来的威胁并减轻疾病带来的社会与经济负担方面达成了共识。 

 

四、学术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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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疫情期间，学系采用了线上

线下会议相结合的方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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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国家卫生健康委心血管分子生物学与调节肽重点实验室、北京大学医

学部心血管内科学系、北京精准医学学会主办的 2020 北京大学心血管转化医学论坛学术周（PUCT）

系列活动于 2020 年 11 月 6 日—15 日在京举行。本次大会由北医三院大内科主任高炜、中国工程院

院士董尔丹担任主席；北医三院心内科唐熠达教授、郭丽君教授担任执行主席。 

为期 10 天的学术周系列活动，设立了包含冠状动脉影像与功能性评价论坛、心血管疑难危重症

论坛、学科交叉论坛、心血管代谢论坛、心衰论坛、抗栓论坛、康复论坛、心脏超声论坛、智慧医

疗论坛等 18 个版块，是一场由危重医学到冠状动脉影像和功能学评价、心血管病基础医学和转化医

学、心血管代谢以及瓣膜病的超大规模的学术论坛。本次学术周既有科学前沿，又有典型病例直播

录播和点评，必将对于心血管相关学科的创新发展，探索和实践心血管疾病的全程化管理，学科交

叉与融合创新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 

第十届北京大学冠状动脉介入治疗高级课程（PUCC 2020）在 2020 年 12 月 4 日如约而至，来

自全国各地众多杰出冠脉介入专家汇聚首都北京，共忆 PUCC 十年发展之路，携前沿学术课题同全

国各地冠脉介入医师一道领略心血管诊疗新发展。此次 PUCC 会议为期三天，会议围绕冠脉介入治

疗领域的重点和热点话题进行主题发言和讨论，同时对最新基础研究、临床试验、专家共识和治疗

指南进行详细解读。并同期举办“冠脉钙化病变介入治疗高峰论坛”，着重探讨复杂冠脉钙化病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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诊断和治疗，特别是冠脉旋磨术的临床应用及并发症的预防和处理等内容。会议还对合理化介入治

疗、冠脉介入术后患者心脏康复的安全性管理、超高危 ASCVD 患者风险管理、经导管主动脉瓣置

换的现状与未来均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会议继续举办海昌并发症俱乐部@PUCC，少见及有教育意

义的并发症，并发症的预防和处理，也是备受关注的环节。对复杂冠脉病变和多年的经验积淀和精

心组织的内容将使本次课程更加丰富和精彩。 

 

五、医学科普 

在新冠疫情期间，心血管学系更加注重医学科普工作，助力人民健康，并且取得了相当瞩目的

成绩，获得了社会的肯定。 

人民医院刘健获得获得《医师报》社和中国医药卫生文化协会“2020 抗疫群英谱·抗疫科普达人”

称号，获得人民网·人民健康、中国研究型医院学会首届“人民好医生”大会 “科普传播-卓越影响典范”

称号，获得《生命时报》“敬佑生命·荣耀医者”活动“荣耀医者·科普影响力”奖项。 

在由国家卫生健康委、中宣部、科技部和中国科协共同主办的“健康知识普及行动——2020 年

全国新时代健康科普作品征集大赛”中，北医三院白瑾的作品《救命的心声》荣获演讲类优秀作品。

在 2020 年“健康北京”科普作品征集大赛中，北医三院徐昕晔获得演讲类一等奖，汪宇鹏获得微视频

类最佳作品奖。 

 

六、总结 

时值 2020 年岁末，在这辞旧迎新的时刻，在新冠疫情依然严峻的艰难时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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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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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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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新冠疫情的防控要求，今年教学工作体现线上线下结合的特点。全科医学学系在本年度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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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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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冠肺炎疫情动态变化中，全科医学系学系

立足全科医学，开展多项行动积极抗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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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全科医学学系完成了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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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全科医学概论》首次采用线上授课的方式，利用在线教学平

台进行理论的授课，使用录课及在线授课的双重授课形式，授课过程严格考勤，并且分小组带领同

学进行病历讨论，在原有教学内容基础上，充分结合疫情下的新要求，圆满的完成了教学任务。各

院全科教研室利用线上平台进行授课教师集体备课、教研室主任审核等形式确保教学质量，并成立

命题小组进行期末考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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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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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 级留学生班 42 名学生的全科医学理论课及实

践课的授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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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览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完成了医学部本科生

（基础医学、八年制）的社区线上教学工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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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下半年在读全日制全科医学研究生 8 名，其中 2018 级 3 名，2019 级 4 名，科

研型研究生 1 名，在读在职全科医学硕士研究生 1 名。2020 年毕业生 4 人，2 位研究生毕业从事全

科相关工作。 

人民医院 2020 年下半年在读全日制全科医学研究生 9 名，其中 2018 级 3 名，2019 级 3 名，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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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 3 名；在读在职全科医学硕士研究生 1 名。2020 年毕业生 3 名，1 位研究生从事全科医学工作。 

北医三院 2020 年下半年在读全日制全科医学研究生 11 名，其中 2018 级 3 名，2019 级 3 名，

2020 级 5 名。2020 年毕业生 3 名，1 位研究生从事全科医学工作。 

截至 2020 年 8 月 1 日，已毕业研究生人数为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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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演讲比赛决赛拟定于 2021 年 1 月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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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受疫情影响，通过本届演讲比赛将采取线上方式进行。

每年度演讲比赛和临床能力技能比赛的实施，让更多的规培学员体会全科医学的特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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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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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经内科等全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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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 1 月 09 日进行第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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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全科医学转岗培训工

作和 2021 年培训启动工作。2020 年附属医院已完成转岗培训工作者共 69 人（其中北大医院 26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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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医院 34 人，北医三院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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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接来自北京房山，河南郑州和江苏苏州 3 位进修医师培训工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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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继续开展病例讨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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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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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科医学科建设 

2020 年 12 月 22 日，中华医学会全科医学分会举行了换届选举大会。全科医学学系主任迟春花

教授当选第九届中华医学会全科医学分会主任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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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的摸索和实践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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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全科医学科于密云院区建立了病房，床位为

20 张，已经开始收入病人和接收住院医轮转，建立了相关的病房安全制度和教学制度。科室主任和

教学主任每周各前往密云一次开展临床和教学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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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12.07 医院任命曹照龙同志担任全科医学科主任，2020 年 12 月 15 日我院全科基地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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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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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航天中心医院、北京积水潭医院先后于 2020 年成立独立全科医学科，全科门诊开设教学门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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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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人民医院、积水潭医院本年度接受北京市卫健委委托全科专家进行全科住培基

地及全科医学科复审评估；各家医院顺利完成评审。 

3. 科研工作 

抗疫相关： 

2020 年由于新冠疫情爆发，疫情期间在相关部门的委托下，全科医学科主任迟春花教授联合全

科和呼吸科专家，为指导基层抗击疫情编写了系列资料，包括《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基层防控指导意

见（第一版）》；《农村地区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防控工作指引（第一版）》；《县级医

院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临床实用问答》；《新型冠状病毒感染防治社区手册》《北京市常态化疫情防控社

区（村）工作指引》等纲要性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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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期已经结题，

第二期已经完成前期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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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阶段研究为肺康复在我国可行性的定性研究，现方案已经过伦理审批，

已经开始进行小组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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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目为“西城区社区老年人肌肉减少与衰弱的筛查”）：负责人为刘杰主任，目前

项目进入实验室过程。 

国家卫健委基层司委托课题：评估基层慢阻肺防治能力。 

医学部百度基金：探索医养结合北京下的居家养老方案，副主任迟春花教授。 

国家重大疾病多学科合作诊疗能力建设项目：老年肌少症，负责人为王晶桐教授。  

西城区卫健委项目：西城区老年人医养结合服务体系的研究与探索，负责人为王晶桐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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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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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②老年人吞咽障碍与标准化流程的建立。北京大学人民医院院内科室发展基金课题，负责人：

贾春玲。  

2020 年全科医学学系发表各类型学术论文 15 篇。 

2020 年，全科学系、中华全科医学继续教育学院联合《中华临床医师杂志（电子版）》组织策

划出版“新型冠状病毒感染防控”专刊，迟春花教授任执行主编。 

（三）教育及学术交流情况 

1. 全科医学师资、骨干培训班 

由学系组织，面向北医系统各附属医院举办“全科医学师资能力建设系列培训”，2020 年 8 月、

10 月分别举办了两期，共 8 次课程。参加培训的学员共计 400 余人。 

2020 年 8 月 21-26 日，举办“健康教育专员研修班（第二期）”，由中国研究型医院学会医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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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专业委员会主办，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和惠每医疗集团承办，全科医学学系提供学术支持。此次研

修班主要面向工作在基层的全科医生和护士、健康管理者、患者教育以及用药指导工作者，旨在以

小班授课的方式，通过一系列精炼课程，让学员们能够更加自信、自如地承担起“健康教育专员”的

职责。 

2020 年 9 月 25-28 日，举办“第八届北大全科医学论坛”，本次论坛通过线上与线下结合的形式

召开，来自全国各地 1.4 万余名全科医学同道们相聚云端，共享学术盛宴。 

2020 年 11 月 12 日下午举办“全科医学发展研讨会”。进一步推进医学部全科医学学科建设，商

讨下一步发展方向，提高医学部全科医学在全国的引领作用，助力“健康中国 2030”战略，在医学部

段丽萍副主任的倡议下，医学部继续教育处和全科医学发展中心组织召开了“医学部全科医学发展研

讨会”。 

人民医院老年科在 2019 年-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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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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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 11月 14-15日，全科医学学系联合美国Moya Clinic共同举办了“第五届全科医学论坛”，

本届论坛主题为“科研引领创新，实践创造价值，共分为两场：14 日分论坛主题为“全科医学创新科

研”，15 日主题为“全科医学创新患者管理”，大会旨在不仅要追随时代的要求，通过创新发展全科

医学，还要把创新成果应用于医学实践，造福万千患者。 

（四）存在问题及建议 

1. 师资能力尚待提升 

研究生导师队伍建设：近 2 年符合北京大学医学部研究生导师认定资格的导师数量严重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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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师资队伍建设中，全科学系积极推进不同层

级师资培训和指导，逐步提升导师自身素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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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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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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全科医学学系在陪全科住院医师存在少数执业医师考试首次不通过，需加强培训和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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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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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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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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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湿免疫学学系 2020 年度工作报告 

一、2020 年风湿免疫学学系的工作概述 

今年是北京大学医学部风湿免疫学学系成立的第九年，与以往不同，2020 年由于受到全球新冠

病毒肺炎疫情的影响，本年度学系的工作受到了一定的影响，但在学系主任、副主任的带领下，学

系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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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学系举办的风湿免疫学科骨

干研修班之英文写作培训班、京西血管炎论坛以及类风湿关节炎国际论坛在本年度改为线上的形式，

学系第二届疑难病例讨论会改为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形式成功举办。 

 

二、具体工作总结 

（一）学系举办八期英文论文写作培训班 

为了提高国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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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019年成功举办了三期“英文医学 SCI

论文写作-风湿免疫专业人才培养” 精品培训项目后，于今年继续举办，但由于受到新冠肺炎疫情的

影响，今年的写作班均改为线上形式。 

全年一共举办了八期学习班（第四期-第十一期），每一期均邀请写作领域内的资深讲者进行授

课，后四期还通过小班形式的写作理论授课和工作坊实战演练相结合的方式，坚持讲课与讨论相结

合的特点，提高学员的英语表达能力及写作水平。学系主任栗占国教授在每一期的开场致辞中都对

学员提出了要求，并给予了鼓励。 

八期写作班的内容非常丰富，从写作规范到案例解析，从写作方法到实战演练，在第四期中，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循证医学与临床流行病学教研室主任李静教授将临床试验的写作规范给予了全面

的讲解，具体包括针对 Randomized trial、Systematic review 以及 Study protocols 的 CONSORT、

PRISMA 和 SPIRIT 内容规范。第五期中，华西医院循证医学中心康德英教授则对观察性研究的写

作规范包括 STROBE 、CARE、STARD 要点进行了详尽的阐述。在第六期中，华西医院中国循证

医学中心主任孙鑫教授将真实世界研究，包括真实世界数据和相关研究的概念、方法、案例讨论，

以及登记数据库研究包括疾病登记数据库的定义和内容、登记数据库技术过程和应用进行了介绍和

解读。在第七期中，华西医院中国循证医学中心王雯博士和任燕博士分别针对医院电子病历数据库

研究、数据库研究统计方法及倾向评分匹配方法进行了系统性讲解。在第八到第十一期中，学系邀

请了长青藤医学编辑创始人张科宏博士以实例分享和案例分析的方式分别对英文论文的标题、摘要、

方法、结果及讨论部分的写作方法、要求及写作误区进行了生动的讲解，并在此基础上对学员提供

的论文进行了点评和修改。前四期每期线上学员从八百人到两千余人不等，后四期小班授课，以讨

论为主，学员人数则控制在三十到五十人不等。由于写作班内容丰富、实用，除了学系单位内的在

校生、研究生、医师都积极参与了学习外，学系外全国范围内的众多风湿免疫专业学生、科室骨干

也参加了线上学习。学员们对写作班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并提出明年还要继续参加这个系列学习班

活动，进一步提高写作水平，争取早日学以致用，将自己的研究在国际期刊上发表高水平的英文原

创论文。写作班不仅帮助大家提高了英文论文写作水平，也扩大了北大医学部风湿免疫学学系的影

响。（图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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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学系举办第十二届类风湿关节炎国际论坛 

2020 年 9 月 11-12 日，由北大医学部风湿免疫学学系参与主办的第 12 届类风湿关节炎国际论

坛（IFRA）以线上直播形式举办。本届会议主题为“聚焦进展、注重临床、共享规范”。来自美国、

英国、法国、日本、德国、瑞典、奥地利和印度等国家、地区的国际一流学者与国内专家学者参加

了本次论坛。讲者均为国际一流的风湿病及免疫学专家，包括欧洲风湿病联盟（EULAR）、亚太风

湿病联盟（APLAR）前任、现任或候任主席，以及著名风湿病学杂志主编等国际知名学者。 

大会主席、风湿免疫学学系主任栗占国教授、Kazuhiko Yamamoto 教授和 Lars Klareskog 教授分

别为大会致辞。本次大会包括三个分会场，共邀请了三十多位专家围绕类风湿关节炎进行了精彩的

专题报告，其中包括来自不同国家的 K. Yamamoto、L. Klareskog、J. Smolen、Tom W.J. Huizinga、

S. Raychaudhuri、M. Holers、Y. Okada、D. Danda、G. Schett、L. Padyukov、X. Mariette、C. Pitzalis

等多位国外专家，以及栗占国教授、谭麗珊教授、刘毅教授、徐沪济教授等国内专家。另外，张奉

春教授、孙凌云教授、鲍春德教授、李梦涛教授、张卓莉教授、张烜教授、苏茵教授、张学武教授、

王国春教授、穆荣教授、贾园教授及叶华教授等知名风湿病专家担任大会主持及讨论嘉宾。 

本届大会分别就类风湿关节炎遗传学、多组学、肠道菌群、抗原修饰、免疫炎症、诊疗进展等

研究领域进行了深入地探讨。与会讲者分别介绍了类风湿关节炎发病机制（免疫、炎症和分子遗传

等）和临床研究等领域的前沿进展，例如单细胞测序、组学大数据在类风湿关节炎基础研究、个性

化诊断，以及早期免疫干预和靶向治疗中的潜在应用价值和临床意义等。大会报告精彩纷呈，讲者

新颖独到的学术观点和精彩的演讲，给参会人员呈现了一场不可多得的学术盛宴，不仅为国内外类

风湿关节炎基础和临床研究的学术互动和交流起到很好的推动作用，也进一步扩大了北大医学部的

影响。 

此次会议为线上直播形式，得到众多类风湿关节炎研究领域专家与学者的积极支持和参与，讨

论互动环节气氛踊跃，参会人数达 2.7 万人次，其中海外参会人数达 1,650 人次。最后，北京大学人

民医院风湿免疫科郭建萍教授进行大会总结。（图 4） 

（三）学系举办第二届临床病例研讨会 

为了更好地培养和展示各级医师的临床诊治技能、提高医学生对风湿免疫疾病的认知和理解，

2020 年 10 月 22 日，北京大学医学部风湿免疫学学系在北京大学国际医院举办了第二届临床病例讨

论会暨北京大学国际医院风湿免疫科秋季疑难病例研讨会。会议由学系主办、北大国际医院承办，

采取线下和线上相结合的方式举办。研讨会由北京大学国际医院风湿免疫科主任李胜光教授和北京

大学人民医院风湿免疫科贾园教授共同主持。北京大学国际医院梁军副院长及北大医学部风湿免疫

学系主任、人民医院风湿免疫科主任栗占国教授分别致辞和寄语。梁军副院长在致辞中对医院和科

室的发展提出了期望和建议，并指出风湿免疫科与肿瘤科未来可能会出现更多的交叉，类似此次多

学科合作的学术会议为未来的学术交流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开端。栗占国教授在会上强调风湿免疫科

有大量的疑难复杂病例，需要风湿免疫科大夫努力，也需要多学科齐心协力，以促进疾病的早期诊

断和诊治。 

来自北大医学部附属及教学医院的年轻医师们分享了八例疑难临床病例，病例除了来自风湿免

疫科，肾内科、神经内科医师也介绍了风湿免疫病相关病例，这些病例都具有很好的启示价值，并

通过跨学科分享，使听者对这类疑难疾病有了更深的理解。汇报者娓娓道来，讲解过程跌宕起伏，

最后柳暗花明，有的病理揭秘，有的基因揭秘，显示了风湿科青年才俊的身手不凡。讲者们的精彩

演讲引发与会者的关注，就演讲内容进行了热烈而深入的讨论。来自北京大学国际医院大内科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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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峰教授、北京大学人民医院风湿免疫科张学武教授、北京积水潭医院风湿免疫科伍沪生教授、宋

慧教授、北京医院风湿免疫科高明教授、北京大学第三医院风湿免疫科刘湘源教授、穆荣教授、赵

金霞教授、北京大学国际医院神经内科刘献增教授、北京世纪坛医院风湿免疫科赵绵松教授、北京

大学航天中心医院风湿免疫科刘坚教授、北京首钢医院风湿免疫科王宽婷教授、北京世纪坛医院王

玉华教授作为特邀嘉宾出席会议，并对病例进行了精彩的现场答疑解惑和点评。 

本次会议采取线上和线下相结合的形式进行，线上点击量达到一千余人次，研讨会不仅有助于

提高大家对风湿免疫病的临床诊疗水平，还加强了兄弟医院、兄弟科室之间的交流。（图 5） 

（四）学系主办第四届京西血管炎论坛 

第四届京西血管炎论坛于 2020 年 12 月 12 日在线上举办，会议由医学部风湿免疫学系主办，北

京大学首钢医院风湿免疫科承办。北京大学首钢医院王宏宇院长、风湿免疫科主任王宽婷主任致辞，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风湿免疫科张学武教授和王宽婷主任共同主持。学系副主任、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张卓莉教授、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贾园教授、首钢医院王宽婷主任以及北京协和医院风湿免疫科郑文

洁教授分别就血管炎影像学诊治、巨噬细胞活化综合征诊断难点、系统性红斑狼疮发病机制及治疗

策略和白塞病葡萄膜炎的诊治进行了报告，首钢医院马豆豆医师带来了疑难病例分享。参会的近百

位专业同道和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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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三、下年度工作计划 

北京大学医学部风湿免疫学学系在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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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考虑到新冠疫情的影响，活动可能仍以线上和线下相结合的形式举办。 

（一）第一季度： 

1. 召开学系工作会议，商讨年度学系工作重点内容。 

2. 召开学系 2020-2021 年度学系年度学术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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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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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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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举办第三届临床病例讨论会及血管炎论坛。 

 

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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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风湿免疫学学系主任栗占国教授在线为学系写作班开场致辞 

 

图 2. 学系线上举办风湿免疫学科骨干培养-英文论文写作班线上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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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学系线上举办风湿免疫学科骨干培养-英文论文写作班（小班实战课）线上截图 

 

图 4. 学系线上举办第十二届类风湿关节炎国际论坛 

 

图 5. 学系举办第二届临床病例研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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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学系线上主办第四届京西血管炎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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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射肿瘤学学系 2020 年度工作报告 

2020 年，注定是不平凡的一年。我们的国家经历着席卷全球的新冠疫情的洗礼。作为放射肿瘤

学专业，我学系各个单位在保证肿瘤患者得到应有治疗的同时，还必须做好大量患者及家属往返于

医院与社会之间随时随地可能带来的疫情风险防护工作。于此同时，我学系为了践行“北大医学”理

念，线上线下开展了一系列学术交流工作，力求开展属于我们北大医学品牌的临床研究。具体工作

总结如下:  

 

一、肿瘤放疗住院医师的规范化培训及专科医师培训方面 

学系各个成员单位在充分沟通、实地调研的基础上。在肿瘤放疗住院医师和专科医师一体化培

养方案方面，达成了共识，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建立了以北京大学肿瘤医院为主各兄弟医院亚专业

为辅助的基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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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续教育处及相关附属医院的大力支持。  

 

二、招收放射物理专业研究生，为未来北医医学技术学院成立做好准备 

2017 年我学系开始招生放射物理研究生以来，报考人数逐年增加，2020 年第一届毕业生就业形

势良好。在国内本领域内北大放射物理专业正在获得广泛认可。在此基础上，我学系希望能为未来

北医医学技术学院的成立做好人才、师资的储备工作。 

 

三、利用放射肿瘤学系平台，大力开展临床研究 

高质量临床研究是临床学系树立“北大医学”品牌的重要方式，并能更好地指导临床实践，甚至

改变临床指南。为了充分发挥北京大学医学部放射肿瘤学系的平台优势，推动我系临床研究的开展，

我学系开展了一系列临床研究研讨会。2020 年 6 月，以学习美国临床肿瘤大会（ASCO）新进展为

契机，我学系共召开了 5 次线上临床研究研讨会。头颈（中枢神经）肿瘤放射治疗（2020-6-27 北京

大学肿瘤医院承办）；胸部肿瘤放射治疗（2020-7-18，中日友好医院承办）；腹部肿瘤放射治疗

（2020-7-10，北京大学肿瘤医院承办）；泌尿生殖肿瘤放射治疗（2020-6-20 北大医院、北京医院承

办）；乳腺妇科肿瘤放射治疗（2020-7-3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承办）。 

本系列专题研讨会以学习行业新进展为背景，梳理北大放射肿瘤学系各成员医院正在进行的临

床研究，经过充分的交流与讨论，希望可以碰撞创新“火花”，完善科研思路。有合适的方案，可在

我学系内开展国内高水平的多中心临床研究，形成属于北京大学放射肿瘤学系得独立学术观点，打

造“北大医学”品牌。5 场专题会后，我们征集了各学系成员正在开展的 20 余项临床研究，从中挑出

14 项有潜力扩展为多中心临床研究的研究课题，并于 2020 年 11 月 28 日召开了“北京大学医学部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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射肿瘤学系多中心临床研究研讨会”。研讨会我们还特邀我院统计室李雪迎研究员全程参会点评，协

助研究者进一步明确研究目的、完善研究方案，从分辨研究性质、筛选结局指标、选择适当统计方

法、合理估算样本量等方面都给出了细致而中肯的建议。 

学系成立以来在北医系统内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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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参与国内新冠疫情防控条件下放疗规范的制定 

新冠疫情来临伊始，我学系即联合医科院肿瘤医院、协和医院等多家兄弟医院在充分调研听取

流行病学相关专家意见的基础上，制定了国内第一份《新冠疫情放射治疗科工作规范》。从加速器、

质控设备、治疗场地、医生、物理师、技师、护士等多个方面就应对新冠疫情做出了详尽的工作规

范指导。 

 

五、不足之处 

1. 学系内各医院交流尚显不足，资源利用不够; 

2. 本学系医生师资尚未接入北医本科生教学体系内，教职晋升道路不通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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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下年度工作计划 

1. 继续推动“北京大学临床放射肿瘤学系”多中心临床研究平台建设； 

2. 落实完善北京大学临床放射肿瘤学系放疗靶区勾画与治疗计划远程教育平台； 

3. 推动北京大学放射肿瘤专科医师培训基地建设，撰写培训教材与标准化考核文件； 

4. 积极推动放射肿瘤学科接入北医本科生教学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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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液病学学系 2020 年度总结 

2020 年学系如期进行了换届，现任学系主任为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血液科副主任常英军教授，荣

誉主任为北大血研所所长黄晓军教授，现在三位副主任分别是北京大学第三医院血液科景红梅主任，

北大医院血液科李渊主任，北大人民医院张圆圆主任。2020 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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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去的 2020 年是不平凡的一年，1 月新冠疫情席卷湘鄂大地，湖北多地封城。为支援疫情最

重的武汉，北京大学第一医院相继派出 3 支医疗队加入国家医疗队驰援。我科王倩主治医师、王芳、

崔俊和郑雪静护师临危受命，参加了我院第三批援鄂医疗队，2 月 7 日出征武汉。她们在武汉同济

医院中法新区院区独立接管重症隔离病房，日夜奋战救治危重症患者，在她们的精心救治下，4 月

初重症病区相继清零，共 100 名患者治愈出院。 

2. 积极主动适应疫情影响下新的教学方式，以效率为主导：2019 年末，新冠肺炎疫情肆虐。在

严格的防控要求下，血研所领导们没有放弃对研究生、进修医、住院医、年轻主治医师的教学活动

安排，而是积极主动适应新形势，改线下为线上，开展了多项讲座、学习活动，内容包括血液系统

各主要疾病的诊治原则、新进展，各项实验室检查的基础及进展解读，造血干细胞移植系列讲座等。

虽然没有了面对面的交流，但内容更加充实、时间更加灵活、参与人数更多，受到了研究生、进修

医、住院医、年轻主治医师的好评。 

3. 本年度由于受疫情影响举办会议形式改变为线上+线下的形式，每场会议线下参会人数不超

过 300 人，线上同时在线听课累积 25 万多人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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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中国血液病大会、中国医师协会多发性骨髓瘤专业委员

会第六届学术会议、2020 年海峡两岸血液病学术会议暨海峡两岸血液论坛、2020 年中国疾病细胞/

生物治疗大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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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教材建设：黄晓军主审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十三五”规划教材《血液系统与疾病》，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规划教材《内科学-血液内科分册》的编写工作；路瑾教授

主编《多发性骨髓瘤问答》第二版；由颜老师主编并正在撰写的书籍包括《血液系统疾病护理案例

分析》、《实用血液系统疾病护理》、《实用造血干细胞移植护理》、再版《造血干细胞移植问与答》。

参编一本《多发性骨髓瘤一问一答》已出版。 

 

二、学系成果： 

（一）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血液科 

1、教学改革情况 

黄晓军所长非常重视教学。他曾多次强调，医学既是科学，也是一门经验性非常强的学科；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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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验，既来自于年轻医生在自身临床工作中的总结，更来自于上级医师有意识的传承。只有重视教

学，血研所才能不断吸收新生力量，不断扩大自身影响力，不断在前人的肩膀上做出创新性的工作。

在既往教学工作基础上，2020 年血研所教学工作又增加了多个亮点： 

（1）积极主动适应疫情影响下新的教学方式，以效率为主导：2019 年末，新冠肺炎疫情肆虐。

在严格的防控要求下，血研所领导们没有放弃对研究生、进修医、住院医、年轻主治医师的教学活

动安排，而是积极主动适应新形势，改线下为线上，开展了多项讲座、学习活动，内容包括血液系

统各主要疾病的诊治原则、新进展，各项实验室检查的基础及进展解读，造血干细胞移植系列讲座

等。虽然没有了面对面的交流，但内容更加充实、时间更加灵活、参与人数更多，受到了研究生、

进修医、住院医、年轻主治医师的好评。目前，随着国内疫情逐步控制，血研所已经恢复了常规教

学查房，以黄晓军所长为主导的教学团队，延续血研所重视教学的优良传统，在教学查房中，不仅

注重强化年轻医师的临床知识和技能，更常常从方法学、逻辑学的角度，启发年轻医师对临床和科

学问题进行思考。与此同时，血研所各项讲座、学习活动仍保留了线下及线上两种方式，不拘形式，

只论成效，在完成培训教学任务的同时，也为未来采取更多元、更丰富的教学形式提供了思路。 

目前血液病研究所有博士研究生导师 9 人，硕士研究生导师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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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毕业研究生共 12 人，包括八年制博士 1 人，科研型博 6 人，CLS 博士 1 人，

科研型硕士 4 人。2020 年度（截止 11-22 日），血研所导师指导的博士和硕士研究生在国内外学术

期刊发表中文文章 5 篇，英文文章 25 篇，国际会议口头报告 9 项，国际壁报 14 项。 

（2）响应教学改革、组建血液系统教改团队 

2020 年下半年，北京大学医学部启动了临床医学专业器官系统整合课程项目，旨在以器官、系

统为学习单元，融汇基础与临床学科知识，培养适应新时代医学需求的高层次医学人才。该项目将

按照临床诊断学基础、循环系统、血液系统、神经系统、生殖系统、肌骨系统、精神病学、呼吸系

统、消化系统、风湿免疫学、内分泌和代谢系统、泌尿系统、儿童健康与疾病等 13 个器官-系统进

行整合教学。经北京大学医学部血液学系名誉主任黄晓军教授推荐，血研所常英军教授作为血液系

统 PI，负责血液系统教学改革的团队组建、课程设计、教材编写等工作。目前项目进展包括： 

团队建设：目前，常英军教授已组织完成血液系统教学改革主要团队建设。其中，常英军主任

为项目 PI，医学部刘翠苓教授为 Co-PI，景红梅及欧晋平主任医师为副 PI，血研所马瑞医师为教学

秘书。另外，将参与课程授课及教材编写的还包括基础医学院张卫光教授、王月丹教授、康继宏教

授、吴俊教授、毛一卿教授、郑铭教授、吴丹教授等。目前，项目团队已组织多次线上会议，已初

步完成教学大纲、课程表、进度表等的编排，并基本确定了各部分的授课内容、授课人员分工、实

习安排等。 

课程安排：遵从医学部器官系统整合教学的指导思路，血液系统将分为总论、红细胞疾病、出

凝血疾病、血液肿瘤疾病等四大部分进行讲述，其中各部分内容将涵盖解剖、组胚、生理、病理、

病生理、诊断学、检验学等内容，由基础及临床专业教师共同讲授。目前已拟定教学大纲，初步完

成教学进度安排（共 18 周，72 课时，其中包含实习课程、CBL 及 PBL 课程等），与医学部教育处

协调课程表排布；并初步确定了医学部大课授课教师、实习课带教教师、临床医院授课及带教教师

名单。 

其他本科生教学：黄晓军教授给北大新闻与传媒专业本科生上有关《医学概论》以及给北大 2020

级基础医学八年制本科生上基础医学专业导论大课；赵晓甦教授给检验科本科生上有关免疫性溶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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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贫血大课。 

教材编写：拟出版《器官系统整合教学》系列教材。教学团队将分工负责各部分内容的编写。

目前已完成各部分内容编写人员安排，并已分发相关参考资料等，正在进行教材样章的写作工作。 

护理教学：（1）生产实习：血液科共 5 个病区承担护理专业学生生产实习，分别为 9A、10A、

18A、9B 和 9C 病房。因疫情影响，在护理部和护理教研室的领导下，在科护士长、护士长的指导

下，重新调整了血研所护理专业学生生产实习教学计划，理论授课内容均改为线上授课，在颜霞老

师的带领下，护士长及教学干事完成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2021 届护理实习学生授课 6 节。每批次接收

10 名学生，截止目前完成了两轮共 20 名实习学生的教学任务。血液科 9B 和 18A 各完成一次学生

护理查房任务，采用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以学生为主导，指导老师补充的方式进行。完成工

作坊 8 次。（2）本科生临床教学见习：血液科 18A 病房承担北医本科生内科护理学临床见习任务，

共 2 天，每班 15~16 人，见习带教老师：颜霞、胡伟、武香玲，见习授课两节：颜霞科护士长授课，

授课题目《造血干细胞移植护理》，圆满完成了北京大学护理学院本科生的临床见习工作。（3）研究

生临床实习：颜霞科护士长作为护理研究生导师，培养护理在读研究生 1 名。（4）教学干事认证：

共有 10 名报名教学干事资格认证，7 人通过考试，通过率为 70%。18A 乔岩、10A 向静、10A 张娜、

10A 赵越、9A 米巧玲、海 14A 张媛媛、海 7A 张利叶通过了护理部组织的理论、护理技能示教、临

床授课、个案批改的考核，取得了北京大学人民医院临床教师资格认证。 

教材建设：黄晓军主审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十三五”规划教材《血液系统与疾病》，国家

卫生健康委员会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规划教材《内科学-血液内科分册》的编写工作；路瑾教授主编

《多发性骨髓瘤问答》第二版；由颜老师主编并正在撰写的书籍包括《血液系统疾病护理案例分析》、

《实用血液系统疾病护理》、《实用造血干细胞移植护理》、再版《造血干细胞移植问与答》。参编一

本《多发性骨髓瘤一问一答》已出版。 

2、本年度继续教育情况： 

（1）住院医师/专科医师规范化培训工作 

承担住院医师/专科医师各种培训及考试（考核）工作。 

本年度进修医培养：受疫情影响 2020 年下半年我科才开始接受并培训进修临床医生 27 人、进

修实验室人员 1 人、进修护士 24 人。 

（2）继续医学教育情况 

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常态化的形势下，我所作为国家血液临床医学研究中心的主要依托单

位，申报并举办国家级继续教育项目 42 项，其中包括：2020 年中国血液病大会、2020 年海峡两岸

血液病学术会议、2020 年中国疾病细胞/生物治疗大会等；并做好了以下几点：①合理安排继续医

学教育内容，进一步强化对医务人员的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培训工作，同时开展对血液病规范治疗，

疾病新进展方面的学习提高医务人员的专业水平。②优化继续教育方式，开展线下及线上相结合的

模式方便医务人员更好的参与。③按照新冠肺炎疫情防控要求做好继续医学教育工作，严防聚集性

疫情发生。 

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常态化的形势下，我所按照医院进修医务人员进修管理办法，共接受

来自 10 余个省市的进修医师 28 名，进修护士 4 名。对进修医务人员开展入科前培训，帮助他们更

好的适应科室临床工作。针对进修医务人员提出的问题，每周一“午间道”会议组织学习血液常见疾

病诊疗常规、造血干细胞移植及移植后并发症诊治规范和血液疾病的新研究进展。 

（3）科室国家级/市级继续医学教育项目开展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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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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中

国血液病大会、中国医师协会多发性骨髓瘤专业委员会第六届学术会议、2020 年海峡两岸血液病学

术会议暨海峡两岸血液论坛、2020 年中国疾病细胞/生物治疗大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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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护理继续教育项目：因疫情已申报的国家级继续教育项目《造血干细胞移植护理进展及移

植病房管理学习班》、北京市级继续教育项目《第五届造血干细胞移植及白血病化疗护理进展系列讲

座》均未举办。完成区县级继续教育项目授课共 20 节：颜霞、胡伟、徐晓东、董霜、王丽娟、张鹍、

钱慧军、贺辉、陈斌、李悦、陈楠、祁燕、张宝宏、武香玲、刘树佳、孙雨、王俊霞、张蓓蓓、桂

嵘嵘。备案 2021 国家级继续教育项目一项《造血干细胞移植护理进展及移植病房管理学习班》 项

目负责人：颜霞。申报北京市级继续教育项目一项《第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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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报《北京护理学会血液专科护士培训项目》 负责人：颜霞。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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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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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本年度科室举办的学术会议及学习班情况 

本年度由于受疫情影响举办会议形式改变为线上+线下的形式，每场会议线下参会人数不超过

300 人，线上同时在线听课累积 25 万多人次，举办的学术会议及学习班情况如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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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中国血液病大会、中国医师协会多发性骨髓瘤专业委员会第六

届学术会议、第二届血液华夏论坛、2020 年海峡两岸血液病学术会议暨海峡两岸血液论坛、第三届

血栓与止血高峰论坛暨首届血液肿瘤免疫论坛，2020 年中国疾病细胞/生物治疗大会、2020 年北京

医学会血液学分会 ASH 传达会。 

4、2020 年度内血研所共计在一流学术期刊发表 SCI 论文共计 55 篇。 

 

（二）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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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系的线上血液专业大课及 CBL 教学工作，完成了八年制基础医学系学生的临床带教工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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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疫情好转，学生返校后，对

于本科生的临床实习工作指定了专人负责，并综合应用团队式教学、SOAP、DOPS、mini-CEX 等

多种方式对学生进行教学、培训和考核工作。对于住院医师及研究生的培训遵照我院大内科统一安

排，同时具有专业特色。各级医师均参加了医院组织的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基地师资培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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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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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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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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组成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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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 2020 年 11 月换届后继续担任血液病

学系副主任，完成北京大学医学部器官系统教材的编写（贫血相关章节），今年入选北京大学医学部

教师教学发展中心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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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名，毕业博士研究生 5 名，硕士研究生 2 名。多名研究生

参与各类课题研究，研究成果在国内学术会议线上交流 5 人次。 

（6）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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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参加了线上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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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全年无教学差错和教学事故发生。 

2、科研总结： 

（1）2020 年度共获得各类基金 1 项：刘绘绘助理研究员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 1 项，

在研国家级、省部级项目 5 项（任汉云教授：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 1 项；李渊副教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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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都特色项目

1 项；董玉君主任医师北京市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 1 项。） 

（2）2020 年度共发表论文 10 篇，其中 SCI 论文 6 篇，（其中 Q1 区 2 篇（李渊副教授，单篇

影响因子均超过 5 分）） 

（3）2020 年度参加国内国际会议线上交流数十次，其中大会报告 6 次。本年度正在进行的临

床药理试验 6 项。 

 

（三）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1、教学方面 

（1）教学管理 

科室需承担医学生教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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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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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负责医学生教学和继续教育 

王晶  

李芳 

助研 

 

教学干事 协助研究生科研工作及科室继续教育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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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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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020 年我科按照教育处安排除了承担了临床 8 年制、基础/药学院医学生血液学的理论授课

及临床见习和生产实习外，还承担了基础医学系的临床部分理论授课和见习、CBL 带教。除了北医

的医学生工作外，还承担了本院住院医师、研究生的教学工作，今年增加了北航医工交叉班的教学

任务，由董菲副主任亲自带教，由高锦洁及汪羚利编写医学+X 交叉教材并编写大纲。并且我科多

名教师参加了医院、医学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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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临床 8 年制教学均安排了高级职称人员担任，今年教学内容大课主要以理论授课为主，

强化重要知识点的教授。由于今年新冠疫情的原因，部分桥梁课的教学在线上举行。同时，在八年

制同学生产实习过程中，除病房轮转带教外，还安排小导师进行 CBL 教学及病历修改，并专门安排

时间进行病例讨论及操作辅导。科室将白血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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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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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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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 

在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过程中，安排有每周的教学查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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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研究生教育 

血液科目前在读研究生 11 名，其中科研型博士研究生 2 名，临床型硕士研究生 4 名，在职临床

型博士生 1 名，临床型博士研究生 4 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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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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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

新冠疫情原因，疫情期间的导师见面会改为线上举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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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为研究生配备课题指导教师，实验室工作及临床工作都有具体的指

导教师；组织研究生参加科室的学术交流活动，提高知识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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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我科进修医师 2 名（王立华、任晓磊）在进修期间，主要安排临床工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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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期间及时同时进修医生

医院的相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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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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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证全体人员完成了继续教育工作。 

2019-2020 年我科继续举办了线上的国家级继教项目——第十一届北方地区淋巴瘤研讨会，参

加人数近千人，在国内享有较高的声誉。 

在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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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篇。 

2、科研方面 

（1）科研成绩 

2020 年全科人员共发表论文 25 篇，其中 SCI 收录论文 10 篇，核心期刊收录 15 篇，教学文章

3 篇，获得北大医学青年科技创新培育基金 1 项，实用新型专利 3 项。 

（2）科研措施 

科研是血液科室发展的短板，为提高科室的科研水平。2020 年科室采取一系列举措，包括： 

设立科研汇报制度：每周对研究生及年轻医师进行文献汇报及科研内容汇报，由景红梅主任及

董菲副主任、王晶副研究员进行点评，指出相关实验的不足之处，明确研究方向，提高科研思维； 

设立科研奖励制度：在科内试运行科研奖励制度，鼓励大家发表文章、申请基金，提高大家科

研积极性； 

加强交流合作：增派青年医师参加线上国际会议，包括欧洲血液年会及美国血液年会等多项国

际会议，并进行汇报，增加中青年医师的学术水平，进而提高我科整体学科水平。 

总之，在 2020 年我科从医、教、研等各个方面进行着不断的改善和进步，但仍存在着很多不足

之处。在今后的工作中，我们须要清醒地认识到，我们的差距，前进中可能还要面临不少困难和问

题，但我们会继续认真努力加以解决。争取明年在各方面有更大的发展。 

 

（四）北京大学深圳医院 

1、科研情况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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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国家级 / PCI 国际专利 / 

省级 / 中文核心期刊 0 省级 / 国家发明专利 / 

市级 / 其他 0 市级 / 实用新型 / 

横向课题 /   其他  其他 / 

合计 /  2  /  / 

2、教学情况 

2020 年我科承担了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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硕

士研究生 1 名(黄三玲)及汕头大学医学院硕士临床型研究生 1 名（李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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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办了

一次市级继教项目。由张红宇主任牵头成立了深圳市健康管理协会细胞免疫学专业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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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工作亮点 

（1）开展新技术新项目 3 项，并顺利完成结题工作。 

（2）开展国内领先技术，打造血液亚专科特色。 

（3）高度重视，全面落实新冠肺炎疫情支援志愿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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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年制学生的临床教学工作。根据内科学教学大

纲，2020 年血液内科及检验科血液室共 5 名教师参与了 2017 级学生的内科学血液系统部分 10 学时

的理论授课及双语教学工作，并在贫血及白血病的讲课过程中积极尝试基础理论和实验室检查相融

合的授课模式，由血液科和检验科两名教师互相补充，使传授的知识更加立体，易于掌握；在淋巴

瘤的授课中，我们采用了 CBL 的教学模式，与典型病例的结合使学生增强了对疾病的感性认识，加

强了学习效果。2020 年度血液科全体医师认真完成了北医 2016 级 20 余名学生的血液内科生产实习

代带教和小讲课工作，全部同学考核合格。 

 我院作为北京市内科住院医师第一阶段培训基地，血液科承担着第一阶段住院医师血液系统培

训工作，2020 年完成 18 名第一阶段住院医师血液系统培训，全部考核合格。 

2020 年 9 月-12 月，我科采用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完成了北京市继续教育项目暨积水潭骨髓

瘤、淋巴瘤诊疗新进展论坛，共分为四个部分。我科荣幸地邀请到国内外血液学界著名的学者和专

家团队，共同就骨髓瘤、淋巴瘤问题进行了深入的交流和热烈的探讨。 

除外之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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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像科等

多个学科定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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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拓思路，提高认识水平。 

2、科研工作 

2020 年我科已完成的研究课题：吴阶平基金，多发性骨髓瘤患者循环血肿瘤细胞检测与髓外病

变的相关性研究。正在研究的课题：北京积水潭医院院级青年基金项目，QN-201908，脂联素通过

上调 NKG2D 表达增强 NK 细胞杀伤骨髓瘤细胞的机制研究；北京积水潭医院国自然培育项目，

ZR-201909，TNF-α 在造血干细胞植入中的作用机制研究；北京市优秀人才培养资助青年骨干个人

项目。 

2020 年血液科共发表论文 6 篇，其中 SCI 论文 3 篇，中文核心期刊 3 篇。 

 

（六）卫生部北京医院 

1、主要承担的教学任务及完成情况 

（1）承担并完成北京大学医学部 2017 级临床医学专业本科生理论课血液病学教学任务（录课）； 

（2）承担并完成北京大学医学部 2017 级临床医学专业本科生血液科见习；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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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习； 

（4）培养北京大学医学部硕士研究生在读 4 名，毕业 1 名； 

（5）培养规培住院医 49 人； 

（6）科室年轻医生参加北京医院青年教师讲课比赛获得一等奖，并代表医院参加北京大学医学

部青年教师讲课比赛并获得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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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科室青年医生授课及培训轮转的住院医师。 

2、学科建设及科研活动 

（1）在研项目：首都临床特色应用研究项目 2 项；院内课题 1 项； 

（2）研究者发起的注册临床试验 6 项；作为分中心参与注册临床试验 11 项； 

（3）发表 SCI 论著 4 篇，中华系列期刊文章 3 篇，研究生发表论文 2 篇； 

（4）培养年轻骨干国外进修 1 人。 

3、教学及学术交流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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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办第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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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治疗学组工作会议；参办中国老年学会血液学年会支持治疗

学组分会场会议。 

4、存在问题及建议 

（1）省际间和院际间交流受疫情影响较多，线上交流增多，但缺乏深层次的合作和交流；  

（2）临床与基础研究协作有待进一步提升。 

 

（七）中日友好医院 

1、2020 年教学及临床工作完成情况 

（1）院校教育完成情况 

1.1 本科生教育 

2020.8-9 北医 2016 级五年制、六年制内科学授课：龚明、李振玲，4 学时（因疫情，提前录课

并上传） 

2020.12.7-11 北医 2017 级（五年制、六年制）内科分组见习：带教老师郭超，40 人次。 

2020.6.15 北医 2016 级五年制、六年制开始线上实习，带教老师黄媛 1 周。 

2020.8.3-9.21 北医 2016 级五年制、六年制临床实习，3 组共 7 人，另有 3 名留学生同时线上实

习，实习每组 2 周共 6 周。 

2020.6 2016 级北医物诊：黄媛，56 人，24 学时。 

1.2 研究生教育 

2020.11.21 2020 年北医阶段考核内科临床思维考官：李振玲（临床思维+临床技能）全天 

（2）毕业后教育完成情况 

2.1 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完成情况 

1-12 月血液科病房一直坚持开放，轮转住院医师规培学员共 133 名，每月组织入科教育，坚持

教学查房、技能培训、出科考试，组织考前培训。 

2020.1 至 12 月共培训学员 133 名，其中西医住院医师规培 68 名，中医研究生 19 名，中医规培

26 人，首都医科大学研究生 8 名，协和医学院研究生 8 名，北医研究生 5 名。 

2020.11 起安排本科大夫参加内科住培基地教学病例讨论 

血液科自疫情以来病房坚持工作，加强住院医师疫情防护教育，加强日常防护，未发生一例感

染或疑似病例。 

2.2 专科医师规范化培训（或住院医师第二阶段培训）完成情况：住院医师第二阶段培训 2 名。 

（3）继续医学教育完成情况 

3.1 继续医学教育开展及完成情况：2020.10 完成 2019 年度学分审核，全员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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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进修医师招生与培训情况 

2020.7 发布 2020 秋季进修班招收计划并发布。因疫情原因实际招收为 0。 

2020.1 参加 2019 呼吸间质性肺炎规范化诊治参访班病例讨论授课：张春霞 

2、教学能力建设情况 

（1）教研室管理体系建设情况 

血液科教研室自建立以来，按照卫计委、大学及医院的要求，经过多年的建设，不断修订完善

教学管理制度，目前有完善的管理制度，包括血液科住院医规培制度、入科教育制度、考勤制度、

管理病房、书写病历及病历文书批改制度、每周科室小讲课制度、教学查房制度、病例总结制度、

疑难病历讨论制度、出科考核制度、年度考核制度。 

实行教学主任负责制，教学秘书辅助教学主任落实医院及大学各项教学任务。在教学主任李振

玲主任带领下，按时召开教学会议（3 次），集体备课（4 次），并督促年轻医师参加各种教学培训，

开展业务学习（1 次/周），提高业务能力，疫情期间坚持网上学习（1 次/周）。 

教学秘书制定每月教学计划，安排下月教学工作：入科培训、   小讲课、血液系统疾病讲课、

疑难病历讨论、教学查房、出科考试等。 

（2）师资队伍建设情况 

师资培训情况：  

2020.8.25 北医 2016 级五年制、六年制实习医师入科前科室召开教学会议，针对今年疫情特殊

情况，进行实习带教培训。 

2020.11.11 教育教学信息系统使用师资培训（教秘参加院内培训）。 

2020.11.12，科内自行培训:教育教学信息系统使用师资培训。 

2020.2.15 授课老师网上教师培训：黄媛 

2020.9.11-12 中日友好医院临床技能中心课程开发师资培训班并获证书：张春霞。 

李振玲主任申请北京大学医学部教授报名经过审核，等待最终结果。 

举办学术会议： 

2020-11-29 第二届中日友好医院血液肿瘤高峰论坛 

2020-10-27 中日青年论坛第二期 

2020-09-29 中日青年论坛第一期 

（3）教学相关创新和探索 

2020.11 参与中日友好医院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质量提升项目：张春霞负责技能操作模块—骨髓

穿刺模块部分，完成教案、教学大纲、考核试卷、课件编写； 

将一分钟教学应用于每周临床带教的教学实践，共 60 余次，教学效果得到学生肯定。 

3、教学质量管理及分析 

（1）日常教学质量监控 

主任听课和参加出科考核情况、学生评价、教学管理质量监控方法与效果等。 

教学秘书组织每月出科考核，因疫情原因，血液科虽然一直开放病房，但尽量避免聚集，前半

年以理论考试为主，科主任、带教老师、教学秘书单独考核学员，方式包括根据病例提问、查体、

病例分析、操作，分次进行，一对一，及时纠正，使学员能学有所获。 

10 月以后响应医院要求，恢复各项教学活动。李振玲主任每次均参加各项教学活动。 

（2）教学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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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类考试、考核结果；培训对象满意度或者座谈会意见、教学事故或不良教学事件、招生就业

结果、外部教学检查结果、院内外教学组织/机构任职情况、院级及以上教学获奖情况、教学课题/

论文、参编教材、教材专利、教学活动或评价方式创新等。 

血液教研室全年无教学事故或教学不良事件。 

考试成绩：参加西医住院医师 2020 全国年度理论考核，获得超过 100 分的好成绩（刘子闲）。 

获奖情况：2020.1.13 张春霞获 2019 年度优秀教学管理人员。 

 

（八）首钢医院 

1、教学工作：本年度共有 5 为轮转住院医师在血液科完成规培，其中 3 年 2 个，2 年 1 个，1

年 2 个，以上均考核通过。期间负责北大医学部海外口腔班和医英班临床教学工作，有一位同事评

委本年度优秀带教老师。每周均安排一次规范的教学活动和科内学习等。 

2、科研和临床试验：本年度参与的临床试验有 1、评估重组抗淋巴细胞瘤（CD20）单抗注射

液（HL03/WBP263）与利妥昔单抗（美罗华）在初治弥漫性大 B 细胞淋巴瘤（DLBCL）患者中有

效性和安全性的随机、双盲、阳性药平行对照、多中心临床研究。2、评估 Dupilumab 在具有 2 型炎

症的中度至重度慢性阻塞性肺疾病（COPD）患者中的有效性、安全性和耐受性的随机、双盲、安

慰剂对照、平行组、52 周关键性研究 。3、注射用重组人 B 淋巴细胞刺激因子受体-抗体融合蛋白

治疗系统性红斑狼疮患者的 III 期临床试验。 

3、学科建设：我院为石景山区两所三级医院之一，是最早成立血液专科医院，有丰富的临床和

教学经验。本年度参加中国血友病联盟组织北京抗癌协会淋巴血液肿瘤协会，成功举办第三界石景

山区贫血规范诊治线下会议。 

 

（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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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级预防医学专业七年制（89 人）内科理论课血液病专业课程 5 学时（因疫

情原因，为线上教学）。 

（2）良好完成 2017 级预防医学专业七年制（89 人）内科血液病专业见习课程 9 学时。 

（3）良好完成 2017 级预防医学专业七年制（89 人）检体诊断见习 36 学时。 

（4） 良好完成 2 位研究生血液病专业的轮转培训工作。 

2、学科建设及科研活动： 

（1）目前血液科在编在职医生 7 人，副高 2 人、主治 1 人、住院医师 4 人。质控床位 22 张，2

间层流病房；2020 年度共计完成出院病人约 960 人次；门诊约 3960 人次。 

（2）完成核心期刊论文一篇（中华内科杂志）。 

3、教学及学术交流情况：参加全国、市级学术会议若干（因疫情原因，基本上都是线上参会）。 

4、存在问题及建议：由于缺乏学科带头人，近 2 年本血液科的学科发展和科研活动受到严重影

响，呈明显下滑倒退趋势，需要引起高度重视。 

 

（十）北京航天中心医院 

1、科研： 

1）继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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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0 份左右，血液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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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随访病历和信息已经全部完成扫描和电子化。其中华骨髓库新申报 156 例次，提交转院申请 49

例次 ，HLA 复核 56 例次，体检 43 例次，采集 16 例次，完成非血缘随访 46 例次。台湾慈济骨髓

库申请 12 例次，复核 HLA 3 例次。 美国申请 1 例次。国家级限制性医疗技术上报 141 例次，儿童

移植上报 36 例次。 

2）申请首都特色医疗课题 1 项，院内课题 3 项。 

3）首都特色医疗课题结题 1 项，院内课题结题 1 项。 

4）本年度发表 SCI 论著 1 篇，中文核心期刊论著 10 篇，尚有 SCI4 篇，中文核心 3 篇已接受

待发表。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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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开展药物临床试验 4 项，其中一项已停止接收受试者。 

2、教学： 

1）全年承担本科理论大课课题 4 个，采取网络授课方式，其中涉及理论大课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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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名（其中包括在读研究生 2 名）。 

2）举办网络国家级继续教育项目 1 项，全年在科室内组织业务学习培训共计 135 次 459 人次。

科室承担院级网络大内科巡诊 1 次；作为协助科室参与以上活动共计 5 次。年度 25 学分达标达标率

为 100%。 

3）科室多名教师积极参加 2020 年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高峰论坛、实践教学师资培训、住院医

师规范化培训管理能力提升班、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师资培训班管理政策模块等教学相关关学习。 

 

三、学系下一年度计划 

1. 教学：进一步组织完成血液系统教学改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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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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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文章发表水平；

在现在空间基础上加强纵向发展，争取将临床及基础研究做深入，做强；在制度设计上逐步将研究

与临床相结合，结合个人特点及专业特长进行培养，学校及医院也需在政策上给予支持；本学系将

在未来数年内继续加强对人才的投入，培养优秀中青年人才的成长，根据学科特点引进人才，使本

人才结构更合理，水平更高，保持并促进学系的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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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影像学学系 2020 年度工作报告 

2020 年度工作总结 

一、学系的工作概述 

2020 年是特殊的一年，也是包括影像学系医、技、护人员在内的全体医务工作者战斗的一年。

新型冠状病毒 COVID-19 席卷全球，截至 12 月 30 日已造成全球超八千两百万人确诊，超一百七九

万人死亡。在疫情爆发并持续变化的严峻形势下，影像学检查，特别是 CT 检查，作为确诊病毒感

染的重要依据，可以早期发现肺炎征象、判别严重程度并动态观察炎症转归，为控制新冠病毒感染

和蔓延起到了重要作用。影像学系在系主任洪楠教授、副主任暨各组成单位放射科主任们的带领下，

各级人员，包括医师、技师（技士）、护师（护士）秉持使命感、荣誉感，勇于奉献，不惧牺牲，积

极投身抗疫战斗中去，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无论是参加医疗队，出征湖北，还是留驻医院，坚

守岗位，广大影像学系同仁们经受了思想洗礼，获得了极大锻炼，都在自己的位置上为阻击新冠疫

情作出了贡献。 

在这一年中，因为疫情的存在，我们熟悉的工作方法和工作模式发生了巨大改变，但学系各组

成成员间及与其它学系的合作与交流仍然有效进行，并比之前更加密切。我们充分利用网络优势，

召开会议，建立教学小组，组织读片、会诊，质控……覆盖面更广，所括人数更多，效果也非常显

著。现具体总结如下。 

 

二、具体工作总结 

（一）主要承担的教学任务及完成情况：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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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级）教学工

作，分别在各系属单位完成。本年度因受新冠疫情的影响，所有教学均采用线上模式进行，同时继

续保持 CBL 教学模式，CBL 讨论课（18 学时/每人）和实习课课时（32 学时/每人）多于课堂大课

课时数（12 学时/每人）。 

（1）教学特色：本年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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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习课因为也采取了线上教

学的方式，没有以往面对面手把手的教学，实习老师耐心细致的用各种箭头、线条、动画在教学图

片上勾画描述各系统正常影像解剖结构和疾病的影像学表现及特征，达到了和面对面实习教学类似

的效果。 

（2）考试：2017 级临床八年制医学影像学考试内容以教学大纲为基础，考试形式采取的是线

上考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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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级八年制同学考试中自我管理能力强，能做到自觉自律考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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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级临床八年制学生教学改革 

2020 年医学部正式开始运行以系统器官为中心的教学改革，打破了以往临床医学生先上基础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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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到医院上临床课的模式，改为按照系统及器官，将基础课程如解剖、生理、组胚、生化等课程和

临床课程更加紧密地融合在一起。今年 9 月，针对 2019 级临床八年制四班的同学，在人民医院进行

了医学影像学总论的实习/见习教学，今年 9 月到 10 月间，按此教学模式开始的第一个系统是运动

系统，教学对象是 2019 及临床八年制的学生，学系委派陈雷老师参与了其中的教学工作，包括到三

院集体备课一次，和解剖、组胚、生理等老师共同探讨教学模式和方法，2020 年 10 月 28 日在医学

部针对全体 2019 级临床八年制同学进行了肌骨系统阅片基础的课堂授课，课后同医学部教育处老师

及解剖课老师等共同探讨今后讲课模式。 

3. 北京大学医学部基础八年制学生教学 

医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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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第四年基础八年制同学来人民医院进行临床方面的教学，在疫情平稳期，

按照教育处的要求，仍进行了线下教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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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总论、胸、骨、腹、中枢完成了教学和实习。 

4. 研究生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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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年度均采取线上授课的方式。研

究生科研培养仍在各自医院进行。 

5. 积极组织、培训青年医师参加各医院青年教师比赛，并获得了好成绩。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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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疫情平稳期间，基地医师回到了各系属医院，参与临床工作并接受培训。本年度，为各基

地医师配备了专属教师，严格按教学大纲进行培训，并进行阶段性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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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一普外肝胆病房；每周三妇科；每周四普外胃肠查房；每季度骨肿瘤科疑难病例查房；不定期参

加心内科查房）。在疫情高峰时，查房活动在线上进行；平稳期则恢复为 MDT 查房。 

每周一至周三、周五例行科内疑难病例读片会。均采取线上形式。各科室对住院医师、培训基

地及进修医师科内讲课，每月 2-3 次，受疫情影响，均采用线上方式，2-4 月期间因疫情暂停，5 月

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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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科时，依据新冠疫情需要由护士

长组织全体学生进行防控培训，以及穿脱隔离衣等实操演练。 

（二）学科建设及科研活动 

1. 受到新冠疫情的影响，本年度暂停举办每年一度的全国疑难病例影像论坛和北京大学医学部

影像医学学系影像医学高峰论坛。 

2. 学系作为中华医学会放射学分会重要组成单位，带领各系属单位协助承办多次学术会议，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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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学术大会等，本年度均为

线上直播，覆盖面广，听众多，效果显著。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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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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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包括国自然、北自然、科技部、医学部在内的多项基金。 

（三）学术交流情况 

1. 学术会议及学习班 

2020 年 12 月 26 日举办北京大学医学部影像医学学系系列会议-北京 MR 研讨会，会议采取线

上直播形式，由洪楠主任主持，特邀中华放射学会主任委员金征宇教授致辞，邀请陈敏、马林、赵

心明、袁慧书、鲜军舫、欧阳汉、彭芸、卢洁、谢晟、袁新宇、邱建星、周纯武多名国内知名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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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场真正的学术盛宴。

本次研讨会全程网络直播，最高在线观看认识近 7000 人，被业界誉为高质量的专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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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学术

大会、北京市医学影像质控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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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新冠病毒疫情防控工作 

（四）疫情防控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在全球范围内已持续一年时间，放射科作为新冠肺炎筛查诊断和控制感

染的重要科室，不断出现在国家的诊疗方案和各级医疗规范中。学系带领各系属放射科在新冠筛查

和诊断方面不断适应诊疗方案的更新要求，学习疾病的影像学特点；引入方舱 CT 设备，改善了医

院新冠筛查和防控的局面，全力配合医院实现病人分区分级、及入院筛查工作。特别是从疫情开始

阶段，各系属放射科就提前投入人力、配备物力；加强防控培训、落实防控监督；调动全科工作人

员共同抗疫的积极性，加强大家战胜疫情的决心。 

1. 各系属放射科密切交流，共同担起防疫重责。 

2. 组织各系属放射科制定应急流程，交流防控经验，认真学习新冠肺炎的影像特点，制作了学

习视频等，并实地培训防护，组织全员考核。加强思想教育，落实整体控感要求，编制放射科防护

规定和环境、设备消毒等相关制度进行了整理、更新、总结。 

3. 关怀医护技人员的身心健康，全方位记录学系成员们在整个抗疫中的英雄表现。人民医院技

师刘磊利用休息时间拍摄并剪辑了放射科抗疫短视频。视频中，放射科春节值班的医师和技师在不

同的检查岗位上，手举“暖心”寄语，用口罩后面的微笑展示着放射科坚守岗位，战胜疫情的决心和

乐观向上、不畏困难的工作态度。 

（五）存在问题及建议 

今年因受新冠疫情影响，许多预备举行的会议不得不取消，或改为线上进行。但各系属放射科

之间的交流并未因此减少。影像学系始终是一个高层次平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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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一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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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今年新冠疫情肆虐中，众志成城，勇

于承担，为保卫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努力工作，无私奉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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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度工作计划 

1. 与北京市及中华医学会放射学分会合作，继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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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拟举办今年未能举办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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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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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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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鼓励学系人员在国内、外学术会议投稿、发言。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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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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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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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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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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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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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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图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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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分泌代谢病学学系 2020 年度工作报告 

一、临床学系的工作概述 

结合年度工作计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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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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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020 年开年之际即出现的

新冠肺炎疫情情况从年初疫情的全面爆发至后期的逐渐平缓到年末的小范围病例再现，医疗界全体

都在我党的号召及领导下全力的抗击疫情，三家医院还分别组建了援鄂医疗队奔赴武汉的一线战场

进行攻坚抗役工作，并顺利、圆满的完成了抗役工作。虽然在这疫情的特殊一年中，学系未能组织

线下的教学工作会议，但学系的各家医院也发挥各自特长，在科研工作上有所产出。 

 

二、具体工作总结 

（一）主要承担的教学任务及完成情况 

从医院领导层面，各临床教学医院均十分重视临床教学工作，对教学工作进行整体性的梳理，

总结经验和成绩，发现不足及时改正和弥补，从而保证各临床教学医院能顺利完成本年度北京大学

医学部医学生的理论及实习教学工作。在内分泌教学学时缩减的情况下，见习重点关注常见、高发

的代谢性疾病。见习由临床经验丰富的高年资医师脱产带教，着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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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学生了解内分泌疾病的诊断和治疗原则。 

1. 长学制教学：各学系和各级教学医院均非常出色的完成了教学任务，继续探索以 PBL、标准

化病人为主的教学手段，教学相长，激发学生的兴趣，发挥学生自主思考能力，使长学制学生能尽

快的适应临床思维为导向，纵向深入和横向联合的为主的知识体系架构，帮助他们尽快完成从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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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实践，从医学生到合格的临床医师之间的角色转换。  

2. 研究生教育：为贯彻落实学校对学位申请工作新的要求及新形势，尤其是对学位申请文章要

求，各教学医院按照学校各项规定，一方面严格审批研究生导师资质。另一方面加大对研究生的管

理力度，全面开展并认真落实研究生开题、中期、答辩等培养制度，严格审核申请学位人员资质，

所有申请毕业的同学全部参加学校组织的盲评。以上的举措极大促进了研究生培养整体质量的提高。

此外，各医院还鼓励和支持研究生参加国内外学术会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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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学生搭建各种学术交流的平台，不仅丰富了研究生的学术活

动内容，也锻炼了研究生的组织、创新及沟通能力。各个学系和教学医院根据自己的学术影响和学

科优势培养了大批不同领域的优秀的科研型和临床型博士研究生、硕士研究生。在研究生培养过程

中，除了在学术领域有所斩获外，更加注重学生科研思维和科研技能的训练，从大量阅读和讲解最

新的文献入手，逐步形成自己的科研思路。更加注重学生科研写作能力，学习撰写学术论文与参与

撰写一部分标书的申请，使研究生能尽快独立进行一部分科研工作。  

3. 进修医师培养：为全国各省、自治区和直辖市培养进修医师数百名。 

（二）学科建设及科研活动 

1. 教师队伍建设：各教学医院不断完善医院整体的教学框架构建，建立与临床教学对应接口的

教研室，强化各科学师资队伍的规范化建设，教学工作逐步系统化和规范化。各教学单位由教学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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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青年教师的讲课水平。 学系多位老师荣获学校及医院优秀教师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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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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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一度的“北大糖尿病论坛”如期召开，今年的主题为“双线战争：传染性疾病防控背

景下的糖尿病诊治”。虽然改为了线上模式，但在疫情防控的特殊背景下讨论与疫情相关的糖尿病防

治话题及对糖尿病诊疗的进展进行盘点和展望，为各位参会者提供了一场学术盛宴，精彩的内容吸

引了数千名医生参加学习。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在新冠疫情期间，派出的援鄂医疗队队员在顺利完成一线工作之余，还收

集了一线临床病例数据，从糖尿病、继发性高血糖等角度对 COVID-19 疾患的预后进行的充分的评

价，并提出非糖尿病患者患新冠肺炎后出现的应激性高血糖提示预后欠佳，但其机制与糖尿病患者

存在差异，两类人群在治疗方案上应区别对待，并以总结成文发表在 Diabetes Obesity and Metabolism 

杂志上，影响因子 5.9 分；留在北京的科室同志还及时抓住了当下与 COVID-19 治疗最相关、最受

关注的慢病相关药物 ACEI/ARB 类降压药物为入手点，积极撰写了从 SARS 到 COVID-19—ACE2

在冠状病毒感染致高血糖中的作用探讨的综述并亦成文发表在核心期刊，获得了广泛关注。此外，

北大医院还抓住疫情期间、糖尿病、高血压等慢性病患者因疫情原因就医困难或多次就医容易造成

聚集的潜在风险而强调慢性病线上全程管理的理念，糖尿病患者共同照护的管理模式获得了国内专

家的肯定。目前已有规律随访的糖尿病患者 2000 余人，建立了患者的随访队列。同时在疫情期间，

对糖尿病患者的数据进行分析，结果显示，共同照护的管理模式使患者血糖、血脂、血压更好的达

标。相关的结果在全国的糖尿病年会上已经进行了展示。并开展了线上培训班，把这种医疗模式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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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推广到基层医院和社区。同时，利用自身特点，加强多学科诊疗模式的推广和建立。高雄激素

多学科门诊、肾上腺疾病多学科门诊、甲状腺眼病多学科门诊、儿童生长发育多学科门诊等均和相

关的合作科室运转良好，既解决了患者的需求，也扩大了科室的影响力。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内分泌科纪立农教授在疫情期间充分发挥了其国际影响力，连同多位国外

专家就糖尿病患者的多种降糖药物在 COVID-19 疾病状态下的应用及潜在影响制定了 COVID-19 的

糖尿病患者的临床管理共识并发表在 Lancet 内分泌与糖尿病子刊中，影响因子 19.313 分。此外人民

医院还长期进行糖尿病患者的管理及精准医学的研究。尤其是对特殊类型糖尿病发病机制探索已有

多篇文章发表，在国内有较大的影响力。针对 1 型糖尿病患者开展了一系列活动，如患者课堂、夏

令营等，扩大了科室的影响力。揭示了血糖控制与糖尿病患者肿瘤发生风险的关系。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派出的援鄂医疗队在一线工作中根据当时针对 COVID-19 治疗中存在的新

药治疗效果问题，积极开展进行了羟氯喹的临床研究，并继续发挥妇产生殖医学的强项，进行了较

大规模的患 COVID-19 的孕产妇的大数据预后分析；而留守北京大本营的内分泌科则继续原有科研

强项针对 GLP-1 和干细胞的相关系列研究获得了国内和国际专家的认可，已发表了多篇 SCI 文章并

获得了国家级课题。同时与生殖医学的强强联合，在生殖内分泌领域仍处于国内领先地位。 

（三）教学及学术交流情况 

积极探索开设专业进修课，教师们毫不懈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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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排年轻教师承担住院医师规

范化培训课，让青年教师参与到临床带教工作中，并严格执行授课准入的科内试讲制度和教学专家

督教制度。 

（四）存在问题及建议 

学系组成单位教学同质化方面还需要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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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度工作报告 

2020 年是不平凡的一年，受到此次新冠疫情的影响，我国医疗行业也遭受到了不小的冲击，受

到了深远的影响。在北京大学医学部学系管理委员会各位老师、神经外科学系王振宇主任、李良副

主任、刘如恩副主任的领导下，神经外科学系在疫情背景下智能神经外科的创新和发展为主线，开

展了下列工作，总结如下。 

 

一、神经外科学系的工作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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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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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国抗疫的大背景下，定期

召开线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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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度学系工作进行总结。 

 

二、具体工作总结 

（一）“责任与担当—抗疫中的神经外科青年医生”主题活动 

2020 年新冠疫情爆发，一大批神经外科青年医生奋战在抗疫、防疫及复工复产的各条战线上，

他们不畏艰险、冲锋在前，彰显了青春的蓬勃力量，在抗疫中体现了神经外科人的担当、温度和专

业。为了分享抗疫各条战线中神经外科青年医生的事迹和故事，话青年一代的责任和担当，关爱和

寄语神外青年一代的发展和成长，北京医学会神经外科学分会、北京大学医学部神经外科学系于

2020 年 7 月 25 日主办了“责任与担当—抗疫中的神经外科青年医生”主题交流活动。 

 

此次活动采用线上会议的形式，由于炎冰教授、贾旺教授、杨军教授担任主持。北京大学第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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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院神经外科“90 后”援鄂医生吴超、参与地坛医院抗疫的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神经外科

王亮医生、正在新疆参与抗疫的中日友好医院神经外科刘江医生、参与武汉一线抗疫的华中科技大

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神经外科青年医生李琦及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的神经

外科青年医生陈娟分别做了《北医三院神经外科人，抗疫在武汉》、《在“尊重生命，敢于担当”中成

长》、《共话抗疫进行时》、《新冠肺炎中的协和神外》及《新冠病毒肺炎疫情中难忘瞬间的分享》的

报告，分享抗疫故事，交流成长和感悟。作为前辈及科室领导，听了年轻医生们的分享后，杨军教

授、贾旺教授、于炎冰教授、赵洪洋及雷霆教授充分肯定了在抗疫战场上这群年轻人的责任和担当，

他们在这次抗疫中得到了锻炼，希望这群年轻的后浪们能够继续发挥抗疫精神，让神经外科的明天

更美好。  

接着，围绕“神经外科青年医生在此次抗疫中角色和作用、神经外科青年医生的培养模式及发展

方向及对新时代神经外科青年医生的期望和寄语”三个主题，参会嘉宾展开了积极的讨论。北京医学

会神经外科学分会办公室米洋老师总结了青年的特点—有活力、有朝气、有闯劲；具有好的职业和

道德品质，爱岗敬业，医德高尚，廉洁行医，热爱创新，神经外科学分会青年医师在疫情期间积极

投身新冠肺炎患者的救治，不畏艰险，体现了神经外科医生工作中的责任和担当，并指出北京医学

会神经外科学分会始终高度重视优秀青年人才的地位和作用，重视青年人才的培养；于炎冰教授寄

语青年医生，不要单纯的做一个医生，而应该做一个全面的有道德情操的积极向上奋进的新时代的

神经外科青年。在青年一代的培养上，贾旺教授指出，应该培养他们这种为社会、为祖国、为民族

去拼命去奉献的精神，应该把年轻人放在这种大的困难中去培养，经历大义，经历援外，经历援疆

援藏，他们才会有这种切身的发自内心的感受，看到了国旗才会亲切和流泪。杨军教授寄语青年一

代，应牢记总书记对青年一代的嘱托，并以此为精神鼓励，努力奋斗，推动神经外科事业的发展。

余新光教授给神经外科青年一代提出了三点希望：要坚定理想信念；提升境界、格局；要弘扬传统

美德。 

这次活动有着特殊的教育意义且形式非常新颖，让人非常感动，也备受鼓舞。希望青年医师抗

疫的精神，能够激励青年人把以后的工作做好。青年人朝气蓬勃，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神经

外科的发展希望寄托在年轻人身上，年轻人更快成长，让神经外科未来更辉煌！ 

 

（二）神经外科住院医师专科培训基地通过复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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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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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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月份迎接神经外科住院医师专科培训基地复审工作，经过详细评估认定，北京大学第三

医院和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的联合体共同通过了神经外科住院医师专科培训基地复审工作。9 月份，

作为北京市五大神经外科住院医师专科培训基地之一，进行了学员招收和面试工作。十月份，共有

专科基地学员 5 人参与到了专科培训当中。 

（三）2020 京津冀神经外科学术大会召开 

2020 年 10 月 30 日～31 日，由北大医院神经外科承办的“2020 京津冀神经外科学术大会暨北京

医学会神经外科学术年会暨第三届北京大学医学部神经外科学系年会”在北京顺利召开。 

 

本次大会得到了学界专家的鼎力支持，很多知名专家前来会议现场线下交流，使得大会成为新

冠疫情流行以来京津冀地区中同类学术交流中最大规模的会议。京津冀三地著名神经外科及相关领

域的专家学者通过此次大会进行了广泛的学术交流，分享近一年来取得的进展与成就，内容涵盖颅

脑创伤、神经重症、神经肿瘤、颅底外科、脑血管病、神经介入、神经内镜、功能神经外科、小儿

神经外科、脊柱脊髓、周围神经外科、神经外科转化医学、神经外科智能化医疗开发和应用、基层

神经外科技术普及与拓展、神经外科护理等专题。大会学术内容丰富，交流形式多样，组织安排严

谨周密，充分体现了北大医院厚道严谨的学术氛围，得到了与会领导和各位代表的高度评价。 

大会特邀北京大学党委常务副书记、医学部党委书记刘玉村做主旨发言。刘玉村从哲学角度分

享了他对于如何做人和做事的感悟，阐述了“如何做一个合格的公民、做一个好人、做一个有信仰有

贡献的人，如何做到想干事、能做事、会做事、别出事。”刘玉村的发言幽默诙谐，文化底蕴深厚，

犹如一阵清风，令大家耳目一新，醍醐灌顶，得到了满堂喝彩。 

本次大会成立了北京大学医学部神经外科学学系青年委员会并举办了第一届青年论坛，北大医

院神经外科主任医师伊志强当选为主任委员。青年委员会的成立将有助于发现和培养北医系统神经

外科青年人才，更好地构建人才梯队，推动北医系统神经外科青年专家之间的交流与合作，增进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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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临床、教学、科研和科普工作之间的协作，促进青年医生的健康成长。 

 

（四）联合颅底手术入路解剖与手术精讲培训班 

2020 年 1 月 4 日至 2020 年 1 月 10 日疫情之前联合举办了“解放军总医院第七医学中心八一脑

科-北京大学第三医院联合颅底手术入路解剖与手术精讲培训班”，招收了来自 10 余个省市的神经外

科进修学员， 培训班以《神经外科视频图解-肿瘤及颅底手术》、《颅底外科训练讲义》、《颅底外科

训练教程》、《神经外科显微外科手术学》等为教程，结合北京地区两大神经外科中心颅底外科的精

英团队全面而细致的讲解经典手术入路的每一个步骤和细节，利用动静脉彩色新鲜灌注尸头，精心

安排每一天的训练科目，从基本入路到颅底入路层层递进，通过解剖讲解-示教-动手操作的过程，

使学员全面掌握技术细节，全面掌握常用的骨质磨除（超声骨刀和磨钻）技术，结合录像对培训课

程相关入路及解剖进行详细讲解，获得了广大学员的高度好评。 

 

召开“新疫情下神经外科创新和发展暨北京大学临床科学家计划系列论坛”。 

在过去几十年，神经外科领域经历过多次技术性革命。从最开始的传统神经外科发展到显微神

经外科，再到现在的微侵袭神经外科。随着人工智能和虚拟现实技术的快速发展，代表着一批新兴

的技术及模式将进一步推动神经外科的快速发展，这是一个新的医学时代的开始，也是中国医学千

载难逢医学创新发展的机遇，智能神经外科（人工智能+虚拟现实+医疗）的时代正逐步到来，而神

经外科是所有医学与智能最紧密联系和实用的学科。 

2020 年 9 月 13 日召开的本次系列论坛由北京市医学会神经外科分会、北京市医学会神经外科

分会智能神经外科应用与开发专业委员会（学组）、北京大学医学部神经外科学系举办，北京大学医

学部精准神经外科与肿瘤研究中心、北京大学第三医院神经外科、磁共振成像与技术北京市重点实

验室承办，邀请来自各大医院、科研院所、产业和相关学术组织的专家，共同探讨人工智能和虚拟

现实技术在神经外科中的开发应用，一起组成相关学科交叉研究型组织，以促进学术交流、拓展技

术研发、推进神经外科智能医学发展、推动产学研转化合作，最终期望资源共享，多方共赢。特别

是在新疫情背景下，如何创新和发展智能神经外科进行了全方位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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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下年度工作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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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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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度北医神经外科学学系年会，由各委员单位轮值举办。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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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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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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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中华神经外

科杂志、中国微创外科杂志建立长期联系，争取专刊组稿刊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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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吸病学学系 2020 年度工作报告 

一、临床学系的工作概述 

2020 年是不平凡的一年，特别是对于呼吸学科而言，所有医护人员都参与到湖北、北京等各地

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工作。当疫情防控常态化后，北京大学医学部呼吸病学学系工作主要围绕北大医

学新时代教改、继续优化和完善呼吸专科医师培养体系、完善呼吸医学技术二级学科体系。组织了

学系内外专家参与新时代教改工作呼吸系统器官系统整合课程体系讨论、组织疑难病例讨论会、参

与医学技术学科评估等多种形式的活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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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年度北京大学医学部正式启动临床医学专业器官系统整合课程教学改革，呼吸系统是 13 门器

官系统整合课程之一。改革将以器官系统为主线，淡化传统学科界限，融基础与临床、公卫、人文

为一体，以学科交叉、科教融合为依托，旨在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临

床思维和创新意识。学系成员高占成教授、沈宁教授任呼吸系统教学团队副 PI，和其他学系成员一

起积极投入到课程建设、教学内容确定、教学大纲制定、教改教材编写思考等各项工作，已经建立

了初步呼吸系统课程的框架，并确立了相关授课专家团队，发挥了学系的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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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托北京大学医学部呼吸技术

研究院正式招收硕士研究生。新冠肺炎疫情更加凸显了对呼吸医学技术人才的需求。2020 年顺利完

成医学技术的研究生课程授课，同时在北京大学医学部交叉学科人才培养及师资队伍项目支持下，

组织相关专家进行《Mosby’s Respiratory Care Equipment》第十版翻译，将经典《呼吸治疗设备学》

教材引入中国，现已完成翻译工作，在最后校稿阶段。并计划未来自主编著呼吸医学技术的专门教

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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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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科医师培训始终是学系工作的重点。由于受疫情影响，2020 年各类继续教

育项目没有完全按照计划进行，但多场次各类线上形式的研讨会的举办，特别是关于新冠肺炎疫情

的经验分享，扩大了北医呼吸学系的影响力。 

（二）学科建设及科研活动 

本年度学科建设以培养具有胜任力的呼吸医师和呼吸治疗师作为工作重点，以应对未来常态化

疫情防控工作的需要。学系多名成员获得国家级、省部级、校级、院级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先进个人

等荣誉称号。 

学系成员在投身抗疫工作的同时，积极将所总结的经验分享给国内外同道，获得了国际国内的

认可。多个学系成员单位参与科技部新冠肺炎疫情应急项目“羟氯喹临床研究和药物筛选”、“评价口

服可利霉素对新冠病毒肺炎患者疗效和安全性的随机、开放、对照、多中心临床研究”，北京大学医

学部抗疫科研攻关项目“硫酸羟氯喹对比磷酸氯喹在新冠肺炎患者体内的有效性和安全性探索”等多

项科研项目。同时本年度继续联合学系各成员单位继续进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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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呼吸学系在 2020 年 12 月 17 日进行了学系工作会议。介绍了学系的各项工作，包括教改和呼吸

医学技术学科发展情况，同时请地坛医院副院长蒋荣猛教授做“新冠和流感双流行压力”报告。学系

成员进行了充分讨论，并对未来学系发展建言献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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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学及学术交流情况 

由于疫情影响，第十八届北京大学呼吸病学年会将推迟到 2021 年 1 月 9-10 日，此次会议由北

京大学第一医院负责筹办。各学系成员单位都将积极参加年会并发言。 

（四）存在问题及建议 

如何在新时代教学改革中发挥学系的作用是值得积极推进的工作。目前教改专家团队是基于 PI

牵头组成的，未来应该基于学系完成对于 PI 的遴选、考核、评价，真正发挥学系在教学工作中的作

用。此外，基于各学系医院之间的不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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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下年度工作计划 

1. 发挥呼吸医学专业特长，为北大医学疫情防控常态化工作贡献力量 

新冠肺炎疫情在 2021 年仍处于常态化防控的阶段，呼吸学系专家在各医院都是新冠肺炎疫情专

家团队的重要力量，将进一步发挥呼吸学系专家的特长，为疾病控制、院内感染防控提出建议意见。 

2. 年制教学改革呼吸系统器官系统整合课程将在下一年度进入实质性推进阶段，将充分发挥学

系的作用，在已经初步建立的专家团队基础上整合北大医学的优势资源，切实做好教改工作；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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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继续依托学系的基础，办好北京大学医学部第 19 届呼吸病学年会，做到整合医学部的优质

资源，扩大学术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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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诊医学学系 2020 年度工作报告 

一、临床学系的工作概述 

2020 年是北京大学医学部急诊医学学系成立的第二年，也是对于急诊人而言最不平凡的一年，

北京大学医学部急诊医学学系的急诊同仁们秉承生命至上、科学防控的理念，坚持荣誉未必有我，

奉献必定有我，各医疗单位均组建成立了抗疫医疗队，真正做到了以生命守护生命，完美展示急诊

人的责任与担待。2020 年急诊医学学系在朱继红主任的带领下，学系成员通过网络平台及线下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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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急诊医学学系开展了针对疫情防范、诊治的学习，根据急诊医学的特点，学系开展了具

有急诊特点的教学、科研工作，并在一定范围内开展了针对教师的相关培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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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网络平台（中国医师论坛报-壹生平台、中国急

诊急救大平台等）进一步扩大北京大学医学部急诊医学学系在全国范围内的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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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基础理论，

基本知识，基本技能为根本，以建立急诊思维、急诊评估、急诊规范为目的，并在急诊医学学系各

位委员的共同努力下针对急诊专业研究生开设了专业课的培训。 

在科研工作中，北京大学医学部急诊医学学系针对新冠疫情下的急诊现状展开的相关的临床研

究和经验总结，在专业期刊中发表了相关的文章。 

在学科建设中，急诊医学学系成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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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积极开展新理论，新技术的学习。各临床医院急诊

科逐步掌握了微创气管切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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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对于北京大学医学部急诊医学学系而言是奉献的一年，也是不断发展、不断扩大专业领

域内影响力的一年，北京大学医学部急诊医学学系在朱继红主任的带领下，有效克服了新冠疫情对

于学系发展的影响，在教学、科研及学科建设等领域中均取得了一定的成绩，稳步推进北京大学医

学部急诊医学学系的发展。 

 

二、具体工作总结 

（一）主要承担的教学任务及完成情况 

1. 北京大学医学部急诊医学研究生必修课：在北京大学医学部急诊医学学系成员的共同努力下，

2020 年北京大学医学部急诊医学学系正式开设了急诊医学研究生必修课的学习，急诊医学学系成员

认真、积极备课，从急诊特点出发，以建立急诊思维、急诊评估、急诊规范为目的的课程，收到了

急诊临床研究生的一致好评。（受疫情影响参与人数严格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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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急诊基地教学查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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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通过网络的方式，让不同临床医院的急诊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基地

医生、急诊研究生、急诊住院医生和内科轮转医生同步共同参与，并受到一致好评。 

3. 北京大学医学部急诊医学学系模拟教学：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开展了临床病例模拟教学，在带

教老师的引导下，共同分析、推演、总结的教学方式，受到了急诊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基地医生、

急诊研究生、急诊住院医生的一致好评。 

4．社会心肺复苏培训：开展面向社会的心肺复苏培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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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大学医学部急诊医学学系针对新冠疫情下的急诊现状展开的相关的临床研究和经验总

结，在专业期刊中发表了针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患者临床特点、相关病生理变化等的相关文章，并

针对疫情常态化下急诊常见急危重症患者临床诊治流程进行探讨和优化。 

2. 2020 年北京大学医学部急诊医学学系通过共同探讨发布了“成人非创伤性急腹症早期镇痛专

家共识” 

 

（三）教学及学术交流情况 

1. 兄弟医院急诊病例研讨会：2020 年北京大学医学部急诊医学学系在网络平台的支持下继续坚

持兄弟医院急诊病例研讨会的学习，坚持急诊优秀病例的分享，获得急诊同仁的一致好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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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北京大学医学部急诊医学学系年会暨第二届北京大学急诊医学高峰论坛于 2020 年 12 月 12

日至 13 日在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召开，线下参会人员百余人，线上同步参会点击量 3 万余次。 

 

 

（四）存在问题及建议 

1. 受到新冠疫情影响 2020 年部分培训、研究计划，不能有效实施，2021 年将在条件允许的情

况下，继续完成相关培训、研究计划。 

2.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急诊医学学系成立 1 年余，其业内影响力、号召力尚需进一步提高，北京

大学人民医院急诊医学学系成员将进一步通过自身努力，逐步提高学系在全国范围内的影响力和号

召力。 

 

三、下年度工作计划 

1. 坚持兄弟医院急诊病例研讨会的病例分享学习模式，每两个月举办一届，通过网络平台的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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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逐步将兄弟医院急诊病例研讨会的影响力从京津冀地区拓展至全国范围，邀请全国急诊同仁共

同参与急诊优秀病例的分享与学习。 

2. 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医师模拟教学：于 2021 年上半年及下半年分别举办一次，要求急诊

研究生、急诊住院医师及规范化培训医师参与，以临床模拟教学为方法的急诊青年医生培训活动，

以探讨并推广适合急诊的临床知识、临床技能的培训手段。 

3. 北京大学医学部急诊医学学系年会：拟于 2021 年第四季度召开北京大学医学部急诊医学学

系年会暨第三届北京大学急诊医学高峰论坛，邀请全国急诊专家及同仁参与，进一步拓展北京大学

医学部急诊医学学系在全国范围内的影响力。 

4. 北京大学医学部急诊医学学系专家共识的制定：2021 年继续通过北京大学医学部急诊医学学

系规划及制定不同于专业科室的，适合急诊应用的相关专家共识，以更好的指导急诊临床工作，计

划于 2021 年上半年及下半年分别举办一次北京大学医学部急诊医学学系专家共识制定讨论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