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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医学部核医学学系 2013 年度工作总结 

2013年北京大学医学部为迎接“临床医学专业认证”，进一步强化临床教学改革，理顺

和规范临床教学各个环节。核医学系进行了第三次换届并积极参与到医学部及各个临床医学

院和教学医院的教学改革，充分利用核医学学科特点以及各个临床学院的优势，积极开展合

作与交流，不断探索和建设核医学教学团队，不断提高医疗、教学、科研水平，取得了较大

的成绩。 

一、师资队伍情况 

随着核医学事业的不断发展，核医学人才的不断成长，尤其是 PET/CT 在临床诊疗上的

深入应用，核医学系各个临床学院的师资力量又得到了进一步的提高，肿瘤医院的人才提升

最为显著。核医学系现有师资共 80人，承担教学任务的有 49人。 

表 1  核医学系各临床学院人员组成情况 

临床学院 
承担教学 

教师数 
正高 副高 中级 初级 

北大医院 7 2 5 2 4 

人民医院 3 1 2 0 2 

北医三院 4 1 1 2 2 

北京医院 5 3 1 1 1 

深圳医院 3 1 2 2  

肿瘤医院 14 1 3 10 12 

积水潭医院 3  1 2  

中日友好医院 4 1 1 2 1 

世纪坛医院 2  1 1 1 

民航总医院 3  1 2  

首钢医院 1   2  

航天中心医院 0 2 1   

合计 49 12 19 26 23 

二、承担教学情况 

    各临床学院承担北京大学医学部研究生、8年制、5（6）年制、国外留学生、检验夜大、

进修医师和北京市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的教学任务，全年共完成 360.5 学时的教学工作量，

比 2012 年的教学量（486.5 学时）下降了许多，这主要是各个临床学院教学改革减少了大

课课时。各个教研室能够做好日常教学管理，由于课程交叉多，能够做到相互提醒，不拉课，

不迟到，二线教师备课待命。课程教学结束做好出题、阅卷、试卷分析、教学总结等工作。

核医学系充分发挥资源整合和共享作用，为各教学医院保证质量完成教学任务发挥了重要作

用。如北医三院、北京医院、中日友好医院、民航医院和航天中心医院师资力量不足，北大

医院和人民医院调配和安排最强师资承担相应课程，为北医核医学的教学质量提供了根本保

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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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一如既往地做好研究生的培养工作；影像医学与核医学专业住院医轮转培训工作；

医院和北京市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工作；北京市住院医师培训出题工作；北京大学医学部一

阶段、第二阶段住院医师培训出题和考试工作；卫生部人才交流中心职称考试出题和审题工

作；中华医学会全国核医学上岗医生资质培训工作。下表为核医学系各临床教研室 2013 年

承担教学情况。 

表 2 核医学系各临床学院承担教学情况 

临床学院 
教学总 

学时 
研究生 8年制 

5(6) 

年制 

夜大/

进修 

研究生 

培养数 

住院医师 

规培人数 

进修医 

培养数 

北大医院 90 16 53 6 6/9 12 12 1 

人民医院 54 14 18 22  5 10  

北医三院 53  44 9  3 15  

北京医院 28 4 24   4 15 6 

深圳医院 48 24  24  3 12 1 

积水潭医院 23.5  23.5    2 2 

中日友好医院 34   34   11  

肿瘤医院 5 5    4  6 

世纪坛医院 4   4   8  

民航总医院 21   21     

合计 360.5 63 162.5 120 6/9 31 85 16 

三、科研情况 

为了促进核医学学科建设与发展，各临床学院都非常重视科研工作，根据各个临床学院

特点开展基础和临床科研，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与 2012 年比较，无论是质量还是数量都有

较大提高。北大医院核医学科在科研方面一直走在前列，人民医院、北医三院、肿瘤医院、

北京医院的科研一直稳步增长，积水潭医院、中日友好医院的科研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表 3 核医学系各临床学院科研情况 

临床学院 承担课题 发表文章（SCI） 主编教材专著 

北大医院 9 37（SCI收录 22） 教材 1（人卫社） 

人民医院 2 4（SCI收录 1）  

北医三院 3 4（SCI收录 1） 参编 1（北医社） 

北京医院  4 3  专著 1（人卫社） 

深圳医院 2 1 专著 1（人卫社） 

肿瘤医院 2 14（SCI收录 6） 专利 1 

积水潭医院 2 5  

中日友好医院  3（SCI收录 2）  

世纪坛医院 1 1  

民航总医院 1   

合计 26 72（SCI收录 32） 4（专利 1） 

四、学系建设 

2013年 3月核医学系进行了第三次换届选举。鉴于学系主任单位北京大学第一医院核

医学科的整体实力、对学系工作的贡献和王荣福主任个人学识能力和影响力，以及 5个副主



3 
 

任单位对学系工作的大力支持与奉献，经过认真讨论决定新一届核医学系主任、副主任人员

不变。另外，北京积水潭医院杨芳副主任医师在新一届核医学系中增补为学系秘书；首钢医

院核医学科现任负责人姜雅聪、航天中心医院核医学科现任负责人祝安惠选为核医学系成员。 

新一届核医学系成立后，根据学系工作需要进行了具体分工：王荣福主任担任新一届核

医学系主任并负责全面学系工作、王茜主任负责医疗及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张燕燕主任负

责教学与教改、贾少微负责青年教师培养、姚稚明负责继续教育、杨志负责科研合作、闫平

和杨芳担任学系秘书，这为进一步加强核医学系各个教研室之间的协作交流，提高核医学系

工作水平，完成好核医学临床教学各个环节提供了强有力的保证。 

五、课程建设与教学改革 

1．2013年深化 8年制教学改革，各个教研室进一步缩短了核医学大课课时，探索在核

医学见习课中引入 CBL和 PBL教学模式，带教师资积极参加医学部和临床学院组织的各种教

学培训和研讨，以提高教学质量和教学水平。 

2．临床学院间继续开展融合教学，整合优势，如：人民医院和北医三院核医学课程有

北大医院王荣福教授和张春丽研究员参与；北京医院核医学课程有北大医院范岩副主任医师

和付占立副主任医师参与；中日友好医院和民航总医院留学生核医学本科课程有北大医院王

荣福教授参与；航天中心医院核医学课程由人民医院核医学科承担。 

3．各个临床教研室注重教师的授课能力的培养和考核，认真做好集体备课工作。核医

学系积极组织各个教研室教师参加北京市核医学会和核医学系的学术交流及病例讨论，各个

教研室也组织科内继续教育活动，如：疑难病例（有追踪结果）讨论、小讲课（指南的学习、

某专题研究进展、某种易被误诊病的影像特点）、研究生综述报告、学术会议传达等，提高

科内住院医师、进修医师及技师的工作水平。 

4．各个临床学院加强国际、国内学科交流与合作，促进分子影像研究与临床应用的创

新与进步，促进核医学科的整体教学与科研的提升，提高我国在分子影像学前沿领域的研究

水平。如 2012年 11月 11日成立的“北京大学第一临床医学院－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学

院分子影像中心”，为学系的人才培养和学术交流搭建了一个非常好的平台，双方的一直进

行着良好的合作与交流。 

北大医院：积极参与医院的教学改革，认真完成教育处为“临床医学专业认证”下达的

各项任务。积极配合医院进行的“教学绩效考核”工作，除每周三中午进行业务学习和专题

报告外，增加了每周 2次的病例分析讨论环节，既加强住院医师、进修医师和 8年制轮转学

生的临床技能培养，又很好地完成了各级临床教师的教学任务。明年将进一步做好科内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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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使科内教学工作更加规范。  北大医院作为主编单位参与编写了人民卫生出版社的“十

二五”国家级规划《核医学》第 8版教材及配套教材《核医学教师用书》和《核医学实习指

导》；以及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的《核医学》第 3 版教材。其中《核医学》第 8版和《核医

学》第 3版两本学生用书已完成出版。积极申报教学成果奖，北京大学医学部核医学系申报

的“发挥学系优势，不断探索建设核医学课程与教学团队”获得北京市教学成果二等奖。北

大医院核医学教研室获得北京大学第一临床医学院优秀教学集体，王荣福、闫平获得北京大

学第一临床医学院教学贡献奖，范岩获得北京大学医学部优秀教师，闫平获得北京大学医学

部优秀教学管理奖。 

人民医院：重视对轮转的住院医师和科内住院医师的培养。坚持各位住院医师轮转期间

每人安排 1～2 次小讲课，坚持每周三下午的科室业务学习。今年一名住院医师参加中日韩

核医学学术会议，三名住院医师参加院内讲课比赛。 

北医三院：目前各影像科室承担了大量基地住院医、研究生轮转培养工作。但由于临床

工作巨大的压力及培训教师不足等原因，轮转过程中缺乏完善的管理和监督机制。为了使各

类轮转学员能够快速融入科室的各项工作，提高培养效果，保证培养质量，各类学员在影像

各科的轮转学习当中，能够真正系统扎实的掌握各种影像基础理论、常规应用和进展情况，

根据不同学科的特点，制定了基地住院医、研究生影像联合培养计划。充分利用各科已退休

但经验丰富专家教授资源，并整合了各科的骨干教师力量，在每年定期对刚刚入院的各类轮

转人员开展了影像医学联合统一授课，对各类影像的基础知识，包括原理，阅片方式，影像

特点以及报告书写的注意事项等进行细致的讲解，并记录考勤，纳入每位学员的最终考评系

统。并在各科内针对轮转人员，进行每日的定期阅片，教授教学查房等形式提高住院医保证

轮转学习的效果和质量。 

深圳医院：每季度举行一次核医学教研组教学工作会议及科内集体备课，加强随机督导

听课及教学评教。定期进行实习生、研究生、住院医师与岗位培训医师小讲课及教学病例讨

论，定期检查研究生的文献阅读、综述、翻译工作，严格要求其临床技能培养。对所有轮转

学习的学生以科内小讲课和笔试的形式进行了培训与考核。做好教学记录和课件档案，每年

1次进行放射性污染应急处理讲座与培训。 

积水潭医院：积极参与教学改革，进行课程融合：在前两年将核医学的《肿瘤与分子显

像》与外科学的《肿瘤总论》课程融合的基础上，今年全部核医学课程融入内外科系统课中，

实现了按系统授课。 

肿瘤医院：为促进核医学学科发展、提高核医学学科临床科研水平以及青年医师的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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肿瘤医院一直致力于国内外学科间的交流与合作。今年共举办国家级继续教育项目 1项，区

县级继续教育暨科内继续教育项目 11项，国外专家交流学习 5 次。如：第三届燕京肿瘤临

床与 PET/CT 应用会议；承办首届中华医学会核医学分会、肿瘤学会与放疗学会三会联合高

峰论坛，就 PET/CT 与肺癌临床路径和疗效评估、PET/CT 与放疗生物靶区制定、结直肠癌

PET/CT 应用共识等问题进行了精彩的演讲和激烈的讨论；主持并参与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

院、协和医院、北大肿瘤医院多中心合作，主办三次多中心合作会议，讨论合作课题并确定

具体实施方案，促进了多中心临床研究的进一步发展。 

六、学系活动 

1．积极组织核医学系医师参加北京市核医学分会的学术会议、学术讲座、读片会及英

语沙龙等活动，提高科室医师临床技能并展示北大医师风采。 

2．北京大学医学部核医学系换届及第二届分子影像高峰论坛于 2013年 4月 17日 13:30

在北京大学第三医院科研楼 125会议室召开。出席此次会议的领导与嘉宾有：北京大学医学

部副主任王宪教授；北京大学医学部教育处续岩副处长；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党委书记金昌晓

研究员；北京市医管局副局长、中华医学会年肿瘤学分会主任委员、北京大学肿瘤医院顾晋

教授；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费城儿童医院核医学科主任庄红明教授；首都医科大学核医学系

副主任、北京宣武医院核医学科主任马云川教授；北京大学医学部核医学系主任王荣福教授；

以及核医学系各临床学院的老师们，约 80 余人参加了此次会议。医学部王宪副主任、北医

三院金昌晓书记和首都医科大学核医学系马云川教授分别致辞，对会议的召开表示热烈祝贺，

肯定了核医学系几年来合作交流的成果，并提出教学改革与发展的任务。王宪副主任宣布新

一届北京大学医学部核医学系组成成员并授予核医学系主任、副主任聘书；金昌晓书记宣布

庄红明教授特聘为北医三院客座教授并授予聘书。王荣福教授代表核医学系作了学系工作总

结与展望的报告，核医学系两年来在各个临床学院的共同努力下，教学科研、国际交流、院

系合作等方面开拓创新，进步显著。机遇与挑战共存，相信新的一届学系工作在大家不断努

力下将取得更大的成绩。顾晋教授作了“核医学在直肠癌诊治中的应用—思考与实践”的专

题报告，详细分析了 PET/CT在直肠癌诊治中的优势和不足；庄红明教授作了“如何写好 SCI

论文及核医学发展思考” 专题报告，全面介绍了撰写 SCI 论文的要求以及国内同行写作时

易犯的错误。国内外专家的精彩报告使与会者受益匪浅，深切感受到核医学的发展给患者带

来的获利，激励核医学同仁要努力思考与总结，勇于尝试临床核医学的 SCI论文撰写与发表，

报告引发了大家热烈的交流与讨论。会议最后进行了精彩的病例讨论。北大医院核医学科付

占立大夫展示 1例“静脉内平滑肌瘤”显像表现，是一种少见的特殊类型的子宫肌瘤。北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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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院核医学科张卫芳大夫展示 1 例“低度恶性的肌纤维母细胞肉瘤” 显像表现，也是一种

罕见病例。年轻大夫认真思考、分析与解读，展示了他们较扎实的医学影像学及临床专业知

识；老大夫全面、细致、严谨的临床思维，病例分析娓娓道来，对年轻大夫是很好的启示与

示范。病例讨论中大家积极活跃、讨论热烈，学术氛围良好。只有充分了解该显像的特点，

规范操作，认真分析图像，正确判读图像所提供的信息并密切结合临床，才能正确诊断，给

临床提供准确的诊断信息。 

3．由中华医学会肿瘤学分会、中华医学会核医学分会与北京大学肿瘤医院共同主办的

“第三届燕京肿瘤临床与 PET/CT 应用会议”于 2013年 9月 13日至 5日在北京大学肿瘤学

院举行。会间，北京大学医学部核医学系与会议主办方于 9 月 14 日晚 20：00-22：00 在永

兴花园酒店会议室举办了北京大学医学部及首都医科大学核医学系读片会，多位专家、老师

及青年核医学医师参会。大家在一种轻松愉快的气氛中，探讨了临床上的疑难病例。教研室

医师积极参与发言，病例讨论紧张而激烈，专家教授们充分发表见解，对提高青年医师临床

思维帮助很大，也促进了核医学系之间以及学科之间的学术交流，提高了核医学工作者

PET/CT 临床应用的诊断水平，使 PET/CT更合理而广泛地为临床服务。 

4．2013年 5月 19日下午 3：00北京大学第一临床医学院-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

第二届分子影像高峰论坛在北京大学第一医院第二住院部教学楼五层第一教室隆重举行。会

议由北京大学医学部核医学系主任、北京大学第一医院核医学科主任王荣福教授主持，约

翰·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放射学系教授 Dr. Martin G. Pomper、Dr. Dean F. Wong和 Dr. Yun 

Zhou 到会并做精彩的专题报告，来自核医学系各个临床学院以及北京师范大学放射性药物

国家重点实验室的核医学、生物医学专家、教授及同仁约 40 余人参加了此次会议。国外学

者带来了“分子影像转换医学在肿瘤学的应用”、“神经系统 PET 显像 30 年成果与展望”以

及“定量动态全身 PET显像”等国际分子影像研究最新的进展及新思维和新理念，尤其定量

动态 PET显像给大家展示了在临床诊断与治疗监测等方面的应用前景，大家相互交流，学术

氛围浓厚，获益匪浅。 

5. 2013 年 8 月 28 日下午，应北京大学医学部核医学系主任、北京大学第一医院核医

学科主任、北京大学第一临床医学院-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分子影像中心主任王荣福

教授的邀请，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放射科及放射科学系主任 Jonathan Lewin 教

授来北大医院参观访问。北大医院核医学科与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放射科及放射科学系建立

了良好的合作关系，继 2012年 11月北京大学第一临床医学院-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

分子影像中心成立后，双方合作交流日益密切，北京大学第一临床医学院-约翰·霍普金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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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医学院第一届、第二届分子影像高峰论坛顺利举行，来自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的国际知

名核医学专家 Richard Wahl、ZsoltSzabo、Yun Zhou、Dean Wong及 Martin Pomper 教授先

后来我院讲学，我科张建华、范岩副主任医师先后赴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访问学习，对提高

我国在分子医学（尤其是分子影像学）前沿领域的研究水平，确保我国分子医学研究与国际

接轨具有重要的意义。双方就进一步加强人员培训、尤其青年医师的培养和研究生联合培养、

科研合作等方面的交流和合作进行了深入交谈和磋商。同时初步商讨了 2015 年在美国巴蒂

莫召开第 62 届美国核医学年会期间举办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北京大学第一临床医

学院第四届分子影像高峰论坛相关事宜，Jonathan Lewin 教授非常欢迎并同意，指示尽快

与 Yun Zhou 博士联系做好筹备工作。张建华、范岩副主任医师分别就在约翰·霍普金斯大

学医学院进修学习发表感言，再次感谢 Jonathan Lewin 教授的大力支持，希望今后进一步

加强北京大学第一临床医学院-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两校的学术交流和科研合作。随

后，在王荣福主任和放射科王霄英主任的陪同下，Jonathan Lewin 教授先后参观了我院核

医学科和放射科。 

6.2013 年 10月 28日下午，美国耶鲁大学 PET/CT中心主任 Henry Huang教授访问北大

医院，同时核医学系在外科楼 B3教室召开了分子影像-分子探针设计及应用研究国际研讨会，

核医学系各临床学院教研室同仁出席会议。Henry Huang 教授在会上作了“Tracing the 

molecule: Applications of PET imaging to probe pathophysiology in the living body”

的精彩报告，向与会者展示了近年来耶鲁大学 PET/CT 中心正电子药物的研发成果，以及作

为分子水平的 PET功能影像在疾病诊断、疾病监测、疗效评价和活体研究病理生理的优势与

方法，并就放射性药物合成、动物体内研究、人体研究以及临床应用前景等方面问题进行深

入探讨，会场学术氛围浓厚，大家获得了国际上最新的核医学进展资讯。研讨会上还举行了

PET/CT 读片会，展示了 2个病例，1例为肝脏恶性孤立性纤维瘤，1例为全身多发类风湿直

接改变和间接改变，均为罕见病例。到会的年轻医师展开热烈的分析讨论，层层剥丝抽茧，

从患者的病史、临床表现、生化指标、影像学检查，到 PET/CT 的影像表现，逐一分析、排

除、肯定，有条有理、有理有据，展现出年轻医师们较扎实的临床知识积累和临床思维能力，

与会者也受益匪浅，显示出各个临床学院核医学科 PET/CT 运行以来诊断水平的不断提高。

会后，在王荣福主任陪同下，Henry Huang 教授参观了北大医院院核医学科。 

七、2014年学系工作计划 

1．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坚持走群众路线，充分发挥全系老师的智

慧和能力，进一步推进学系发展建设和科学管理工作，不断创新学系工作的新理念和新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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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继续积极参与医学部及临床学院的教学改革，加强教学改革与课程建设，发挥网络

教学的优势。努力创造条件促进青年教师积极参与国内外学术交流，以促进青年教师临床技

能与教学水平提高。 

3．加强核医学系各临床学院的沟通、交流与协作，促进各临床教研室医、教、研进一

步发展。加强与兄弟核医学系之间的交流和协作，取长补短，不断进步。 

4． 充分发挥学系资源整合和共享作用，联合申报部委级和国家级科研课题。 

    5．进一步加强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努力争创国内一流核医学系，并与国际接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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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核医学系主任、副主任聘书并合影。 

 

 

 

 
 

 



9 
 

北京大学医学部传染病学学系 2013 年度教学工作总结 

2013 年，传染病学系在医学部及各教学医院教办领导及全学系各教学医院教师的共同

努力下，顺利完成了本年度的教学工作，取得了良好的成绩，现把我学系本年度的教学工作

进行如下总结。 

临床教学工作方面：学系各临床教学医院单位顺利完成了本年度北京大学医学部八年

制、六年制学生传染病学的理论及实习教学工作。本年度学系组织各临床医院的教学人员进

行了 3次的集体备课，各学系临床医院实行试讲制度和教学主任听课制度，进一步提高了各

教学医院教学质量及水平。传染病见习由专职高年医师负责，重视学生临床实际能力的培养，

定期组织同学参加教学及临床医疗查房，并利用学系教学资源共用平台，扩大学生学习传染

病病谱。 

教学改革及教师队伍建设方面：实行了教学记效制度，明确规定每位教师教学任务量

（为 100 学时），对各项教学工作进行量化记效，使教学工作量与教师各人的收入和职称评

定相挂钩，极大地促进了临床大夫参与教学的积极性和能动性。学系各教学单位对年轻教师

定期进行培训，使青年教师的讲课水平有了快速的提高，培养了大批优秀的青年教师。 

研究生培养工作方面：各教学单位十分重视研究生的培养，成立研究生班，定期举行

研究生课题汇报会；同时，适当安排科研型研究生跟老专家出诊，增加科研型研究生对医疗

临床工作的了解和疾病的认识。本年度学系举行了第四次界研究生论坛，共有 16 位选手参

加了演讲,经过两小时的激烈而紧张的比赛,最后解放军 302 医院赵昕同学荣获第一名, 解

放军 302 医院刘磊及全敏同学荣获第二名, 解放军 302 医院姚伟明、北大医院邵翠萍、人

民医院房琼璇同学荣获第三名。2013 年北大医院感染疾病科及人民医院肝病研究所各有五

位研究生顺利毕业，地坛医院及 302 医院分别有 17位和 24 位研究生顺利毕业,他们现均已

奔赴全国各大医院或医疗相关机构,正在各自的岗位上出一份力,发一份光。 

本年度学系获奖情况：北京大学第一医院感染疾病科徐京杭大夫荣获北京大学医学部

优秀教师奖，王军大夫荣获院优秀教师奖。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肝病科魏来教授荣获北京大学

医学部优秀教师奖。北京地坛医院赵红心、陈京龙大夫荣获北京大学医学部优秀教师奖。解

放军 302医院金波、秦思强大夫荣获北京大学医学部优秀教师奖，李进老师荣获北京大学医

学部优秀管理奖，徐东平大夫荣获解放军医学院教学先进个人奖。中日友好医院彭向欣大夫

荣获院优秀教师奖。2013 年，获第七界“赵树馨教授传染病奖励基金”的大夫有：北京大

学第一医院感染疾病科的王军大夫、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肝病科郗萌大夫、北京地坛医院的徐

艳莉及刘景院大夫、解放军 302医院的孙颖及牟劲松大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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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医学部妇产科学学系 2013 年度工作总结 

北京大学妇产科学系于2004年12月在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妇产科魏丽惠教授等专家的倡

导下成立。妇产科学系经历了魏丽惠主任、廖秦平主任和乔杰主任，现在学系主任王建六教

授的带领下在医教研三方面取得突出的成果。2013 年有 7 家医院加入妇产科学系。现学系

是以北京大学第一医院、人民医院和第三医院妇产科为主体，联合其他 18 所北京大学医学

部的教学医院妇产科共同组成。经过九年的发展，北京大学妇产科学系在医教研三方面已经

成为全国妇产科学领域的排头兵。 

一、良好的人才梯队，为学科临床、教学、科研整体水平的不断提高奠定了坚实的基

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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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度培养各专业、各种学制医学本科生约 500 名，培养硕士研究生及博士研究

生近 150名，培训住院医师近 250名。硕士研究生毕业逾 20名，博士研究生毕业近 30 名。 

（一）优秀的教学集体 

学系目前拥有在职高级职称 330 余名，中级职称近 200 名，其中具有博士学位者 260

余名，高级职称人员中 60%经过出国学习和培训，是一个学科完整、结构合理、年富力强、

专业齐全的妇产科多亚学科群，具有医、教、研三方面全面发展的实力雄厚的学科梯队。2013

年北京大学妇产科学系进一步加强了各附属医院与教学医院妇产科各亚专业的联合，通过教

学查房增强学系整体的教学实力，使北京大学妇产科教学做到统一化、标准化，整体提高妇

产科教学水平，为进一步推动妇产科教学事业做出贡献。 

（二）妇产科研究生课程 

妇产科学系组织研究生课程已有 9 年的历史。2013 年《妇产科学》研究生课程根据上

年度学生反馈意见和学系成员的意见进行了大幅度地改革，精简、优化课程设置，将学时由

原 62学时缩减至 40学时，强化、突出重点内容，加强了对学生临床和科研能力的培养。授

课人员为妇产学系各领域的著名专家、外聘的院士以及相关领域知名人士。本年度修定的研

究生课程的一系列规章制度，加强了学生的考勤管理。收集学生的反馈意见和建议，为进一

步优化研究生课程奠定了基础。本年度选课的科研型、临床型硕士、博士研究生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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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改革，取得较好的教学效果。

课程设置和内容受到广大学生的欢迎，普遍反映受益匪浅。每位授课教师均接受学生评估，

评估成绩均在 96分以上。 

（三）妇产科学系论坛和疑难病例查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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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妇产科学系组织开展每季度一次的妇产科学系论坛和疑难病例教学查房。本年

度组织了 4 次，分别是 2013.4 人民医院主办的“早期宫颈癌复发高危因素”,2013.6 北大

医院主办的“子宫内膜异位症”，2013.10北医三院主办的“妊娠合并妇科恶性肿瘤”，2013.12

北大深圳主办“凶险型前置胎盘、剖宫产后宫腔粘连”。论坛、查房邀请著名专家就本次讨

论的内容进行专题讲座，并以病例为引导，展开一系列的讨论、归纳总结，达到强化低年医

生和医学生的基本临床机能，拓展更新高年专科医生知识领域，实现共同进步、提高的目的，

受到广大学系成员、住院医师、进修医师的一致好评。同时,查房为很多疑难病例患者解决

了实际问题，整体提高了学系的学科发展水平。 

二、扎实的科研工作，提高了医疗教学水平 

（一）科研基金：北京大学妇产科共获国际合作项目资助 290.3 万,科技部、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教育部、卫生部、财政部等国家级项目资助共计 1148.4 万,北京市、北京大学、

省部级等资助共计 700.96万元。总计为 2248万，（见附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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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杂志发表 SCI 收录论文 68 篇，在国内核心期刊发表论文数百篇。其中乔杰教授发表学术

论文的影响因子达 32 分，表明妇产科学系的科研水平又上了一个新的高度。出版专著 11

部。并多次在国际学术会议上报告。（见附件 4） 

（三）成果推广：为全国各省、自治区和直辖市培养进修医师近 180名。妇产科学系举

办围产医学、宫颈癌、盆底疾病、妇科内分泌及辅助生殖技术等妇产科专科国家级继续教育

项目近十项，参会人员累计超过 3000名，为我国妇产科事业培养了大批的人才。 

（四）各种获奖：2013年，北大人民医院魏丽惠教授获“首都健康卫士”称号。北大医

院杨慧霞教授等获中华预防医学会科技奖应用研究类二等奖、廖秦平教授获教育部高等学校

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科技进步奖二等奖。北医三院乔杰教授获第三届首都科技盛典科技人物、

乔杰教授获第十四届吴阶平-保罗•杨森医学药学奖（吴杨奖）。北大深圳医院吴瑞芳教授等

获华夏医学科技成果三等奖（见附件 6）。 

（五）学术任职：北京大学妇产科教授分别担任中华医学会生殖医学会候任主任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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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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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委员及副主任委员、北京市医师协会妇产科分会会长、卫生部继续教育项目妇产科专业评审

委员会主任委员等职务；并有多名教授分别担任医学会和医师协会常委、委员、青年委员，

学会各学科组组长、副组长及成员，在全国妇产科界占有重要地位。（见附件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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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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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妇

产科临床杂志》，并承担了《国际妇科肿瘤杂志 中国版》（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Gynecological Cancer-China）、《医学参考报——妇产科学频道、生殖医学频道》的出版

编辑工作，为国内乃至国外的妇产科同道提供了很好的学术交流平台。对外交流方面，北京

大学妇产学科不断举办国际学术交流会，并积极参加大型国际会议，与国际多位知名教授建

立了友好合作关系。 

三、繁忙的医疗工作服务于人民 

北京大学妇产科承担了大量医疗任务，床位数已增至 1752 张。2013 年门诊量超过 281

万人次，收治病人十一万人次，手术超过六万八千人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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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水腹腔镜、胎儿镜、绒毛、外周血 FISH、卵

母细胞激活技术等新型治疗项目，不仅使患者受益，同时也多次获得国家级和省部级的奖项。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妇科和北京大学第一医院产科以其雄厚的临床、科研、教学实力获得卫生

部国家重点专科资助,为进一步提高临床、教学、科研水平打下坚实基础。 

总之，北京大学妇产学科学系的同仁们经过近九年的不懈努力和辛勤耕耘，使北京大学

妇产科学习系跻身于国内妇产科学界领先位置，并在国际妇产科界具有了有一定的影响。

2013 年学系将继续开展妇产科论坛和疑难临床病例讨论，进一步提高临床工作能力；以教

育部重点实验室为平台，开展学系内部联合和与兄弟医院在教学、科研的横向合作，使学系

的临床、教学、科研水平一层楼，促进学系的发展、壮大。 

附件 1. 2013 年获得基金资助情况 

来源 项目名称 负责人 金额（万元） 

学系平台建设 

北京大学“985 工程”三期建

设项目 
妇产科学与辅助生殖 杨慧霞 130 

国际合作项目 

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生命科学

联合中心临床研究员 

糖皮质激素在妊娠期糖尿病促胎儿肺成

熟中的作用 
孙瑜 15 

北京大学临床医院合作专项 氯离子通道对精子活力的调节作用 姜辉、顾雨春 120 

国家级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主任基金 
新型卵巢癌相关抗原 CD166-9的生物学功

能及作用机制研究 

崔恒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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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

（863 计划） 

卵巢癌分子分型和个体化诊疗技术 昌晓红 29.4 

卫生部公益性行业科研专项 
经皮穴位电刺激技术在生殖医学中的应

用研究 
田莉 84 

973 课题 人卵母细胞质量的临床评估 于洋 425 

科技部 
基层内镜设备应用评价研究（妇科内镜临

床评价乔杰） 
乔杰 23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 
基因启动子甲基化对暴露于宫内高血糖

环境子代大鼠的远期表型影响 
杨慧霞 70.00  

 
基质金属蛋白酶 ADAMTS-7 在胚胎着床过

程中的调节与功能研究 
乔杰 70 

 

利用纺锤体移植或原核移植技术预防母

系线粒体 DNA突变遗传子代的可行性和安

全性研究 

于洋 70 

 

线粒体脂肪酸氧化在子痫前期多因素发

病机制中与氧化应激和内皮损伤关联研

究 

杨孜 70 

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支链氨基酸代谢异常在多囊卵巢综合征

胰岛素抵抗发生中的作用及机制研究 
赵越 23 

 

HCG 日高孕酮水平患者子宫内膜容受性相

关 microRNA 表达及其靶基因筛选与调控

的相关研究 

李蓉 23 

 
Septin 家族蛋白参与调控早期胚胎染色

体排列和纺锤体组装 
朱锦亮 23 

 
PDE3 抑制剂对卵母细胞成熟的影响及其

机制的研究 
李敏 23 

 
fmr1 基因前突变引起的人卵巢功能不全

的分子病理机制研究 
卢翠玲 23 

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妊娠期糖尿病母胎界面先天性免疫诱导

的炎症反应 
马京梅 23 

主任基金 
宫内高血糖环境下胰岛素生长因子 2/H19

基因表达及甲基化水平的变化 
魏玉梅 10 

 性激素对阴道神经的影响 张渺 10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基金 tRNA来源的新型小 RNA（tsRNA-01）对成

熟配子翻译抑制的功能调节及机理探讨 

彭洪英 23 

国自然 宫颈癌诊治 凌斌 50 

省部级项目 

广东省科研项目 
P 物质在内异症所致慢性盆腔疼痛患者骶

韧带中的表达 
胡艳  

深圳市创新委 HPV致宫颈癌相关因子的功能与调控研究 吴瑞芳 50 

北京市科委前沿技术专项 
单细胞测序技术在胚胎早期植入前的遗

传学研究 
乔杰 199.1 

教育部高等学校博士学科点

专项科研基金 

子宫内膜癌预后基因表达谱分类模型的

建立与初步应用 
王建六 12 

新教师基金博导类 
人绒毛膜促性腺激素、雌激素、孕激素对

树突状细胞调控的相关研究 
赵扬玉 12 

高等学校博士学科点专项科

研基金，新教师类 

阴道乳杆菌电转化平台的构建及干扰素

表达株的筛选研究 
张瑞 4.00 



14 
 

 

附件 2. 2013年论文发表情况（论文题目，作者，发表杂志卷期等） 

发表 SCI论文： 

1. 白 文 佩 . A health survey of Beijing middle-aged registered nurses during 

menopauseMaturitas. 2013, 74(1):84-8 

2. 陈俊雅，廖秦平. Evaluation of the Efficacy and Safety of Hyaluronic Acid Vaginal Gel to Ease 

Vaginal Dryness: A Multicenter, Randomized, Controlled, Open-Label, Parallel-Group, Clinical 

Trial. J Sex Med.2013,10(6):1575-84 

3. 朱微微 , 杨慧霞 . Diagnosis Gestational Diabetes Mellitus in China. Diabetes Care. 

2013,36(6):e76 

4. 朱微微, 杨慧霞. Response to Comment on: Zhu et al. Fasting Plasma Glucose at 24-28 

Weeks to Screen for Gestational Diabetes Mellitus: New Evidence From China. Diabetes Care. 

Diabetes Care. 2013,36(6):e166 

5. 冯兆亿 , 时春艳 . Successful pregnancy after amniotic fluid embolism. Chin Med J 

(Engl),2013, 126(14):2799 

6. 闫婕, 杨慧霞.  Vitamin K treatment of brodifacoum poisoning in a pregnant woman. Int J 

Gynaecol Obstet, 2013, 122(2):162-3. 

7. 王春芳, 魏丽惠. Effect of insulin，insulin-like growth factor-1，and insulin-like growth 

factor-2 on proliferation and intracellular signaling in endometral carcinoma cells with 

different expression levels of insulin receptor isoform A.. CHINESE MED J-PEKING, 2013, 

126(8)：1560—1566 

首都特色基金 
健康宣教联合饮食运动督导模式治疗更

年期综合征的疗效探讨 
白文佩 15 

 
凶险型胎盘植入风险预测、治疗效果及推

广研究 
赵扬玉 15 

首都卫生发展科研专项项目 
基于动态 HE4和 CA125数学模型对卵巢癌

高危人群的筛查 
朱丽荣 7.71 

 
基层医院孕期营养管理对降低剖宫产率

的影响研究 
杨慧霞 2 

 
妊娠期开展 OSAHS 筛查和 CPAP 干预效果

评价的前瞻性研究 
刘国莉 10 

 
宫颈上皮内瘤样病变临床诊治方法的前

瞻性随机对照研究 
陈春玲 8 

中科院交叉合作项目 
卵母细胞冷冻保存的深低温生物学机制

探讨 
闫丽盈 40 

北京市自然科学基金 
线粒体脂肪酸氧化在早发型子痫前期氧

化应激和内皮损伤中作用研究 
杨孜 14 

北京大学 
建立女性多囊卵巢综合征疾病多能型干

细胞系及雌性生殖细胞定向分化的研究 
乔杰 40 

北京市科学技术委员会 开展生殖医学科普教育系列活动 马彩虹 10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 
乙肝早孕妇女外周血 Th17和 Treg与病毒

负载量关系的探讨 
王玫 20 

 乙肝孕妇的数据库的建立 王玫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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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赵超, 魏丽惠. Analysis of the risk factors for the recurrence of cervical cancer following 

ovarian transposition. EUR J GYNAECOL ONCOL, 34(2)：124—127 

9. 赵丽君,魏丽惠. Value of T Cell Receptor gamma Alternate Reading Frame Protein and 

Keratin 5 in endometrial cancerCHINESE MED J-PEKING, 2013, 126(22)：4260--4264 

10. 王春芳,魏丽惠. Overexpression of the Insulin Receptor Isoform A Promotes Endometrial 

Carcinoma Cell Growth. PLOS ONE.2013, 8(8) UNSP e69001 DOI: 

10.1371/journal.pone.0069001 

11. 张祖娟,李艺,崔恒., Vaccination with embryonic stem cells generates effective antitumor 

immunity against ovarian cancer. INT J MOL MED.2013, 31(1)：147—153 

12. 高宝荣, 王建六. Molecular subtypes identified by gene expression profiling in early stage 

endometrioid endometrial adenocarcinoma, CHINESE MED J-PEKING,.2013, 126(19)：

3680—3684 

13. 王志启 ,王建六 . Should all endometrioid uterine cancer patients undergo systemic 

lymphadenectomy. EJSO-EUR J SURG ONC.2013, 39(2013)：344—349 

14. 孙丽芳, 王建六.  Expression of ER-alpha 36, a Novel Variant of Estrogen Receptor in 

Endometrial Carcinoma and Its Clinical Significance. GYNECOLOGIC AND OBSTETRIC 

INVESTIGATION, 75 ( 1): 68-72 

15. 李琦, 王建六.Tissue-engineered mesh for pelvic floor reconstruction fabricated from silk 

fibroin scaffold with adipose-derived mesenchymal stem cells。Cell Tissue Res. 2013，354(2): 

471-480. 

16. 孙秀丽, 王建六. Surgical outcomes and quality of life post-synthetic mesh-augmented 

repair for pelvic organ prolapse in the Chinese population. J. Obstet. Gynaecol. Res. 2013 

17. 张果, 李小平. Clinical analysis of an oxaliplation + epirubicin + ifosfamide (IAP) regimen for 

the treatment of recurrent and drug-resistant epithelial ovarian cancer. CHINESE MED 

J-PEKING,.2013,126(4):688-691 

18. 祝 洪 澜 , 李 小 平 . Gonadotropin-releasing hormone agonists cotreatment during 

chemotherapy in bordline ovarian tumor and ovarian cancer patientsCHINESE MED 

J-PEKING,.126(4)：688—691 

19. 赵旸, 王建六. Mirror syndrome in a Chinese hospital: diverse causes and maternal fetal 

features. J Matern Fetal Neonatal Med. 2013,26 (3): 254-258 

20. 石程, 沈浣. Cytotoxic effects of mono-(2-ethylhexyl) phthalate on human embryonic stem 

cells. CHINESE MED J-PEKING, 2013，126(9)：1714—1719 

21. Li R, Chen X, Yang S, Yang R, Ma C, Liu P, Qiao J. Retain singleton or twins? Multifetal 

pregnancy reduction strategies in triplet pregnancies with monochorionic twins.Eur J Obstet 

Gynecol Reprod Biol.2013 Apr;167(2):146-8 

22. Gao JM, Yan J, Li R, Li M, Yan LY, Wang TR, Zhao HC, Zhao Y, Yu Y, Qiao J. Improvement in the 

quality of heterotopic allotransplanted mouse ovarian tissues with basic fibroblast growth 

factor and fibrin hydrogel.Hum Reprod. 2013 Oct;28(10):2784-93 

23. Tang WH, Liu DF, Jiang H, Ma LL, Hong K, Zhao LM, Mao JM, Yang Y, Zhang J, Gao L, Zhuang X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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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iao J. Assisted semen collection using two phosphodiesterase type 5 inhibitors (Tadalafil 

and Sildenafil) in infertile men with mild erectile dysfunction. Chin Med J (Engl). 2013 

Jul;126(14):2788-9. 

24. Li R, Zhang Q, Yang D, Li S, Lu S, Wu X, Wei Z, Song X, Wang X, Fu S, Lin J, Zhu Y, Jiang Y, Feng 

HL, Qiao J. Prevalence of polycystic ovary syndrome in women in China: a large 

community-based study. Hum Reprod. 2013 Sep;28(9):2562-9. 

25. Qiao J, Wang ZB, Feng HL, Miao YL, Wang Q, Yu Y, Wei YC, Yan J, Wang WH, Shen W, Sun SC, 

Schatten H, Sun QY. The root of reduced fertility in aged women and possible therapentic 

options: Current status and future perspects.Mol Aspects Med. 2013 Jun 21. doi:pii: 

S0098-2997(13)00041-1. 10.1016/j.mam.2013.06.001. [Epub ahead of print] 

26. Qiao J.Pay more attention to ethnic differences in polycystic ovary syndrome phenotypic 

expression. Chin Med J (Engl).2013 Jun;126(11):2003-6. 

27. Liu XH, Qiao J, Li R, Yan LY, Chen LX.Y chromosome AZFc microdeletion may not affect the 

outcomes of ICSI for infertile males with fresh ejaculated sperm. J Assist Reprod Genet. 2013 

Jun;30(6):813-9. 

28. Lin SL, Tu BB, Du XG, Yan LY, Qiao J.Lower expression of ER-α36 is associated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endometrial hyperplasia in PCOS patients. Histol Histopathol. 2013 

Nov;28(11):1491-8 

29. Zhao Y, Qiao J.Ethnic differences in the phenotypic expression of polycystic ovary syndrome. 

Steroids.2013 Aug;78(8):755-60. 

30. Li R, Yang R, Chen X, Yang S, Ma C, Liu P, Qiao J. Intracranial KCl Injection - An Alternative 

Method for Multifetal Pregnancy Reduction in the Early Second Trimester.Fetal Diagn Ther. 

2013;34(1):26-30 

31. Yang R, Wang Y, Qiao J, Liu P, Geng L, Guo YL. Does human papillomavirus infection do harm 

to in-vitro fertilization outcomes and subsequent pregnancy outcomes?Chin Med J (Engl). 

2013 Feb;126(4):683-7. 

32. Li M, Zhao Y, Zhao CH, Yan J, Yan YL, Rong L, Liu P, Feng HL, Yu Y, Qiao J.High FSH decreases 

the developmental potential of mouse oocytes and resulting fertilized embryos, but does 

not influence offspring physiology and behavior in vitro or in vivo.Hum Reprod.2013 

May;28(5):1309-23 

33. Chen X, Jia X, Qiao J, Guan Y, Kang J. Adipokines in reproductive function: a link between 

obesity and polycystic ovary syndrome. J Mol Endocrinol.2013 Mar 18;50(2):R21-37. doi: 

10.1530/JME-12-0247. Print 2013 

34. Lin S, Li M, Lian Y, Chen L, Liu P. No effect of embryo culture media on birthweight and length 

of newborns.Hum Reprod. 2013 Jul;28(7):1762-7 

35. Junsheng L, Quan B, Ying L, Xiaoying Z, Ming L, Ping Z, Ping L, Jie Q. The impact of surgical 

sperm retrieval on the in vitro fertilization outcomes of infertile patients with temporary 

ejaculation failure on their oocyte retrieval day. Fertil Steril. 2013 Feb;99(2):362-6. 

36. Wang YQ, Ge QG, Wang J, Niu JH, Huang C, Zhao YY. The WHO near miss criteria 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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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ropriate for admission of critically ill pregnant women to intensive care units in China. 

Chin Med J (Engl). 2013 Mar;126(5):895-8 

37. Gao X, Chen G, Huang J, Bai Q, Zhao N, Shao M, Jiao L, Wei Y, Chang L, Li D, Yang L. Clinical, 

cytogenetic, and molecular analysis with 46,XX male sex reversal syndrome: case reports. J 

Assist Reprod Genet. 2013 Mar;30(3):431-5. 

38. Liying Yan, Mingyu Yang, Hongshan Guo, Lu Yang, Jun Wu, Rong Li, Ping Liu, Ying Lian, 

Xiaoying Zheng, Jie Yan, Jin Huang, Ming Li, Xinglong Wu, Lu Wen, Kaiqin Lao, Ruiqiang Li, Jie 

Qiao. Single-cell RNA-Seq profiling of human preimplantation embryos and embryonic stem 

cells. Fuchou Tang. Nat Struct Mol Biol. 2013 Sep; 20(9):1131-9. 

39. Chen Y, Zheng X, Yan J, Qiao J, Liu P.Neonatal outcomes after the transfer of vitrified 

blastocysts: closed versus open vitrification system.Reprod Biol Endocrinol. 2013 Nov 

21;11(1):107 

40. Lu S, Peng H, Zhang H, Zhang L, Cao Q, Li R, Zhang Y, Yan L, Duan E, Qiao J. Excessive 

intrauterine fluid cause aberrant implantation and pregnancy outcome in mice. PLoS One. 

2013 Oct 23;8(10):e78446 

41. Yu Y, Zhao Y, Li R, Li L, Zhao H, Li M, Sha J, Zhou Q, Qiao J. Assessment of the Risk of 

Blastomere Biopsy during Preimplantation Genetic Diagnosis in a Mouse Model: Reducing 

Female Ovary Function with an Increase in Age by Proteomics Method. J Proteome Res. 

2013 Nov 25 

42. Zhao HC, Zhao Y, Li M, Yan J, Li L, Li R, Liu P, Yu Y, Qiao J. Aberrant epigenetic modification in 

murine brain tissues of offspring from preimplantation genetic diagnosis blastomere 

biopsies. Biol Reprod. 2013 Nov 21;89(5):117 

43. Qiao J, Li M. Getting the broken blastomere out of development. Cell Cycle. 2013 Oct 

15;12(20):3247-8 

44. Wang JL, Zhao YY, Jiang YH. A case of pregnancy complicated by non-Hodgkin's lymphoma 

and idiopathic thrombocytopenic purpura. Chin Med J (Engl). 2013 Mar;126(5):948 

45. You K, Guo YL, Geng L, Qiao J. Analysis of one year follow-up of women with cervical 

cytology report of atypical squamous cells and the diagnostic role of high-risk HPV infection. 

Eur J Gynaecol Oncol. 

46. Fan Y, Li R, Huang J, Yu Y, Qiao JDiploid, but not haploid, human embryonic stem cells can be 

derived from microsurgically repaired tripronuclear human zygotes. Cell Cycle. 2013 Jan 

15;12(2):302-11. 

47. Zheng X, Wang L, Zhen X, Lian Y, Liu P, Qiao J. Effect of hCG priming on embryonic 

development of immature oocytes collected from unstimulated women with polycystic 

ovarian syndrome. Reprod Biol Endocrinol. 2012 May 24;10:40. doi: 

10.1186/1477-7827-10-40 

48. Changliang,zhong su,zhaonan, liuping, qiaojie. Comparative study of fluorescence in situ 

hybridization analysis and karyotype analysis in spontaneous abortion etiology diagnosis. 

Journal of reproduction and contraception. 2013,24(3):133-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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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Yu Hou#, Wei Fan#, Liying Yan#, Rong Li, Ying Lian, Jin Huang, Jinsen Li, Liya Xu, Fuchou 

Tang*, X. Sunney Xie,* and Jie Qiao*.Penome Analyses of Single Human Oocytes. Cell. 2013 

December 19,155, 1–15, 

50. LH.Folic Acid-coupled Nano-paclitaxel Liposome Reversed Drug Resistance in SKOV3/TAX 

Ovarian Cancer Cells.Anti-Cancer 2013 Nov 25. [Epub ahead of print], IF=2.23 

51. SQ.Expression of neuropeptide Y and pro-opiomelanocortin in hypothalamic arcuate nucleus 

in 17α-ethinyl estradiol-induced intrahepatic cholestasis pregnant rat offspring. J Obstet 

Gynaecol Res. 2013 Oct 22. doi: 10.1111/jog.12206.IF=1.0 

52. Upregulation of phosphorylated cofilin1 correlates with taxol resistance in human ovarian 

cancer in vitro and in vivo.Oncology report.29(1):58-66,2013 

53. 易为.Risk of Vertical Transmission of Hepatitis B after Amniocentesis in HBs-Antigen Positive 

Mothers.Journal of Hepatology.2013 Nov 19 

54. 刘敏.Safety of telbivudine treatment for chronic hepatitis Bfor the entire pregnancy.Journal 

of Viral Hepatitis 

55. 王雪卿.Cell-cycle synchronization reverses Taxol resistance of human ovarian cancer cell 

lines. CANCER CELL  INTERNATIONAL.2013.07.30 

56. 黄斌.Detention of HPV L1Capsid Protein and hTERC Gene in Screening of Cervical 

Cancer.Iranian Journal of Basic Medical Sciences.2013,16（6）：797-802 

57. 高维娇.Comparison of the vaginal microbiota diversity of women with and without human 

papillomavirus infection: a cross-sectional study.BMC Infectious Diseases .2013, 13:271 

58. Lianqin, Li*, Yong-Gang, Zhang, Chen,CL*.Anti-apoptotic role of peroxiredoxin III in cervical 

cancer cells.FEBS Open Bio.2013 (3): 51-54. 
 

附件 3：出版专著 

1.赵更力主编。《孕妇学校高级教程（教师用书）》。华语教学出版社。2013 年 5 月第 1 版，

ISBN978-7-5138-0148-5 

2. 陈倩主编。《安心怀孕 40 周》。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13 年 10 月第 1 版，

ISBN978-7-5019-9369-7 

3. 白文佩主编。《白文佩谈女性早衰》。军事医学出版社。2013 年 11 月,第 1 版，

ISBN978-7-5163-0127-2 

4. 白文佩主编。女人那几年：让更年期更美丽。青岛出版社。 2013/1/1ISBN 

978-7-5436-7694-7 

5. 杨慧霞主编。妊娠合并糖尿病。人民卫生出版社。 2013 年 5 月第一版 ISBN 

978-7-117-17206-6/R·17207 

6. 李正敏主编。《妇产科护理必读》。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2013 年 5 月第一版，ISBN 

978-7-5304-6003-0/R·1509 

7. 杨慧霞主编。《健康与疾病的发育起源》。人民卫生出版社。2013 年 2 月，

ISBN978-7-117-16809-0/R·16810 

8. 杨慧霞主编。《慈母仁英-中国围产保健之母的百年记忆》。人民卫生出版社。2013 年 11

http://www.ncbi.nlm.nih.gov/pubmed/?term=Expression+of+neuropeptide+Y+and+pro-opiomelanocortin+in+hypothalamic+arcuate+nucleus+in+17%CE%B1-ethinyl+estradiol-induced+intrahepatic+cholestasis+pregnant+rat+offspring##
http://www.ncbi.nlm.nih.gov/pubmed/?term=Expression+of+neuropeptide+Y+and+pro-opiomelanocortin+in+hypothalamic+arcuate+nucleus+in+17%CE%B1-ethinyl+estradiol-induced+intrahepatic+cholestasis+pregnant+rat+offspring##
http://www.ncbi.nlm.nih.gov/pubmed/?term=Expression+of+neuropeptide+Y+and+pro-opiomelanocortin+in+hypothalamic+arcuate+nucleus+in+17%CE%B1-ethinyl+estradiol-induced+intrahepatic+cholestasis+pregnant+rat+offsp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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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ISBN978-7-117-18319-2/R·18320 

9.魏丽惠主编。 《如何生个健康宝宝》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2013.7 第 1 版  ISBN：

978-7-5659-0443-1   

10. 魏丽惠周蓉主译。《Danfoth 妇产科学》北京：科学出版社 2013.4 第 1 版。ISBN 

978-7-03-037209-3   

11. 丁曙晴王建六陈忠 主译。 《盆底疾病-影像学几多学科临床实践》，人民卫生出版社，

2013，第一版， ISBN978-7-117-16363-7 

12. 李小平主译。 《肿瘤支持治疗学》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2013 年 第 1 版

ISBN978-7-5659-0554-4   

13. 孙爱军主编，杨欣副主编。《实用生殖内分泌诊治精要》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2013年

2月第一版 ISBN978-7-5067-5719-5    

8.朱兰、向阳、杨慧霞、郁琦、刘欣燕、郎景和主编。《妇产科常见疾病的临床用药》。人民

卫生出版社。2011 年 1月，ISBN978-7-117-13564-1/R·13565 

9. 渠川琰、郝波、符绍莲主编。《怀孕啦》。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2 年 1 月，ISBN 

978-7-5502-0370-9 

10. 廖秦平、耿力主编。《子宫颈细胞与组织病理（第二版）》。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2012

年 6月，ISBN978-7-5659-0312-0 

11. 廖秦平、李航主编。《妇产科皮肤病学》。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2012 年 1 月，ISBN 

978-7-5659-0306-9 

 

附件 4. 2013年获奖情况 

1. 科技成果奖 

北医三院。“北京市人类辅助生殖技术质量控制和改进中心”主任委员单位授牌 

2.个人获奖（荣誉及奖励） 

 魏丽惠教授获“首都健康卫士”称号。 

 杨慧霞获中华预防医学会科技奖应用研究类二等奖 

 廖秦平获教育部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科技进步奖二等奖 

 乔杰教授获第三届首都科技盛典科技人物 

 乔杰教授获第十四届吴阶平-保罗•杨森医学药学奖（吴杨奖） 

 北大深圳医院吴瑞芳教授等获华夏医学科技成果三等奖 

 

附件 5：主要学术任职（各医院学科带头人的学术任职情况） 

1. 曹泽毅教授任中华医学会妇科肿瘤分会主任委员 

2. 魏丽惠教授担任中华医学会妇产科学会副主任委员、中华医学会妇科肿瘤学会副主任委

员、北京医学会会妇产科分会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医师协会妇产科专业委员会副会长、

中国女医师协会副会长 

3. 廖秦平教授担任中华医学会妇科肿瘤分会常务委员、中华医学会妇产科分会委员兼感染

疾病协作组组长、中国医师协会妇产科分会副会长、中国性学会理事、专委会副主任委

员、中国女医师协会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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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乔杰教授担任亚太地区生殖医学学会（ASPIRE）执行委员；全球华人生殖医学会（ChSIG）

副主席；AE-PCOS 世界高雄激素血症学会委员；中华医学会生殖医学分会第三届委员会

主任委员；北京医学会生殖医学分会主任委员；卫生部内镜与微创医学培训基地主任

2012.8.10-2015.8.9；中华医学会妇产科分会妇科内分泌学组第九届学组副组长；中华

医学会妇产科学分会第八届委员会委员；中华医学会妇产科学会北京分会常委，中国人

口学会生殖健康分会理事 

5. 杨慧霞教授担任中华医学会围产医学分会侯任主任委员；中华医学会妇产科学分会产科

学组长，中华医学会妇产科分会委员，北京医学会妇产科专业委员会委 

6.王建六教授担任中华医学会妇产科分会委员兼秘书、女性盆底学组副组长、中华医学会妇

科肿瘤分会青年委员会常务副主任委员, 北京市医师协会妇产科分会会长 

7.刘平教授担任北京医学会生殖医学分会副主任委员，中华医学会医疗事故技术鉴定专家库

成员；中华医学会生殖医学分会实验室学组副组长 

8.陈倩教授担任中华围产医学会北京分会主任委员 

9.郭红燕担任中华医学会妇科肿瘤分会委员；中国抗癌协会妇科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华医学

会临床流行病学会委员会委员；全球慢性盆腔疼痛协会委员；医学论坛妇产科频道编委；

国际妇产科联盟会员（FIGO）会员；危重孕产妇、围产儿转诊救治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北

京市海淀区医学会医疗事故技术鉴定专家；《微创妇科杂志中文版》杂志编委；北京市职

业病诊断鉴定专家库专家。 

 

附件 6：参加重要的国内外学术交流活动(主要是专题报告和大会发言)超过 300人次 

序号 会议交流论文名称 会议日期 
会 议地

点 
会议名称 

交 流

形式 
作者 

1 
围产医学领域的相关问题和科研选

题 
2013.4.27 西安 

第五届围产医学新进展高峰

论坛 

大 会

报告 
杨慧霞 

2 
妊娠合并合并甲状腺疾病的筛查赫

管理 
2013.4.27 西安 

第五届围产医学新进展高峰

论坛 

大 会

报告 
孙伟杰 

3 胎儿肺囊腺瘤的筛查和诊治 2013.4.27 西安 
第五届围产医学新进展高峰

论坛 

大 会

报告 
孙瑜 

4 
用分子细胞遗传学方法精细分析染

色体结构畸变 
2013.4.27 西安 

第五届围产医学新进展高峰

论坛 

大 会

报告 
潘虹 

5 
可溶性 HLA-G蛋白在正常及子痫前期

患者血浆中的表达 
2013.4.27 西安 

第五届围产医学新进展高峰

论坛 

大 会

报告 
赫英东 

6 
晚期早产儿促胎肺成熟治疗与新生

儿预后的相关性 
2013.4.27 西安 

第五届围产医学新进展高峰

论坛 
壁报 陈施 

7 
妊娠 11~13+6周超声检测静脉导管反

流对新生儿畸形的预测 
2013.4.27 西安 

第五届围产医学新进展高峰

论坛 

分 会

报告 
赫英东 

8 
宫缩抑制剂对中央型前置胎盘产前

出血患者疗效探讨 
2013.4.27 西安 

第五届围产医学新进展高峰

论坛 
壁报 黄禾 

9 
妊娠晚期孕妇携带 B族溶血性链球菌

PCR检测的多中心研究 
2013.4.27 西安 

第五届围产医学新进展高峰

论坛 
壁报 时春艳 

10 
不同类型前置胎盘患者妊娠结局分

析 
2013.4.27 西安 

第五届围产医学新进展高峰

论坛 
壁报 杨秀丽 

11 阴道性反应组织结构的 MRI研究 2013.4.19 西安 第八次全国性医学学术会议 参加 张渺 

12 G-点—现实还是传说 2013.4.19 西安 第八次全国性医学学术会议 
大 会

报告 
廖秦平 

13 大会开幕 2013.7.5 银川 
妇产科学分会第六次全国产

科热点会议 

参 加

主持 
董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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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开幕致辞 2013.7.5 银川 
妇产科学分会第六次全国产

科热点会议 
参加 杨慧霞 

15 瘢痕子宫妊娠产后出血预防的策略 2013.7.5 银川 
妇产科学分会第六次全国产

科热点会议 

大 会

报告 
杨慧霞 

16 产后出血的预防及药物治疗 2013.7.5 银川 
妇产科学分会第六次全国产

科热点会议 

大 会

报告 
杨慧霞 

17 
表观遗传学对暴露于宫内高血糖环

境子代远期表型的影响 
2013.7.5 银川 

妇产科学分会第六次全国产

科热点会议 

大 会

报告 
阎婕 

18 胎儿肾脏异常超声诊断和咨询 2013.7.6 银川 
妇产科学分会第六次全国产

科热点会议 

大 会

报告 
时春艳 

19 
常见胎儿遗传性疾病的临床咨询和

处理 
2013.7.6 银川 

妇产科学分会第六次全国产

科热点会议 

大 会

报告 
潘虹 

20 

动态血糖监测在妊娠期糖尿病及 2型

糖尿病合并妊娠患者血糖监测中的

应用 

2013.7.6 银川 
妇产科学分会第六次全国产

科热点会议 

大 会

报告 
宋依临 

21 
生活方式指导对于高危孕妇妊娠期

糖尿病患者的影响 
2013.7.6 银川 

妇产科学分会第六次全国产

科热点会议 

大 会

报告 
王爽 

22 微粒化孕酮在早产防治中的应用 2013.7.6 银川 
妇产科学分会第六次全国产

科热点会议 

大 会

报告 
时春艳 

23 胎儿水肿的诊治流程 2013.7.7 银川 
妇产科学分会第六次全国产

科热点会议 

大 会

报告 
刘喆 

24 1300例阴道分娩初产妇产程分析 2013.7.7 银川 
妇产科学分会第六次全国产

科热点会议 

大 会

报告 
章小维 

25 
中国围产医学分会成立 25 周年回顾

与展望 
2013.11.8 成都 

中华医学会第八次全国围产

医学学术会议 

大 会

报告 
杨慧霞 

26 产后出血的预防及药物治疗 2013.11.8 成都 
中华医学会第八次全国围产

医学学术会议 

大 会

报告 
杨慧霞 

27 
高龄孕妇快速产前诊断的可行性分

析 
2013.11.8 成都 

中华医学会第八次全国围产

医学学术会议 

大 会

报告 
马京梅 

28 双胎的超声监测 2013.11.9 成都 
中华医学会第八次全国围产

医学学术会议 

大 会

报告 
陈倩 

29 胎儿肺部肿物的鉴别诊断 2013.11.9 成都 
中华医学会第八次全国围产

医学学术会议 

大 会

报告 
孙瑜 

30 
表观遗传学对暴露于宫内高血糖环

境子代远期表型的影响 
2013.11.9 成都 

中华医学会第八次全国围产

医学学术会议 

大 会

报告 
阎婕 

31 
妊娠期糖尿病孕母巨大儿宫内生长

速度的 
2013.11.9 成都 

中华医学会第八次全国围产

医学学术会议 

大 会

报告 
王爽 

32 
促宫颈成熟球囊改善宫颈条件的有

效性及安全性评价 
2013.11.9 成都 

中华医学会第八次全国围产

医学学术会议 

分 会

报告 
赫英东 

33 
妊娠期糖尿病孕母巨大儿宫内生长

速度的 
2013.11.10 成都 

中华医学会第八次全国围产

医学学术会议 

大 会

报告 
孔令英 

34 

动态血糖监测在妊娠期糖尿病及 2型

糖尿病合并妊娠患者血糖监测中的

应用 

2013.11.9 成都 
中华医学会第八次全国围产

医学学术会议 

大 会

报告 
宋依临 

35 PLGF对子痫前期的预测与评价 2013.11.10 成都 
中华医学会第八次全国围产

医学学术会议 

大 会

报告 
杨慧霞 

36 子宫内膜癌的筛查 2013.10.25 南京 
中华医学会第士四次次全国

妇科肿瘤会议 

大 会

报告 
廖秦平 

37 外阴鳞状细胞癌 22例临床预后分析 2013.10.25 南京 
中华医学会第八次全国围产

医学学术会议 
参加 胡君 

38 
HPV 基因检测技术和产品对国家农村

宫颈癌筛查的功能和意义 
2013.8.9 沈阳 

第六届白云会中华女性生殖

道感染峰会 

大 会

报告 
廖秦平 

39 女性阴道微生态及研究进展 2013.8.9 沈阳 
第六届白云会中华女性生殖

道感染峰会 

大 会

报告 
廖秦平 

40 VVC诊治中的新话题 2013.8.9 沈阳 
第六届白云会中华女性生殖

道感染峰会 

大 会

报告 
刘朝晖 

41 支原体的检测与临床 2013.8.9 沈阳 
第六届白云会中华女性生殖

道感染峰会 

大 会

报告 
张岱 

42 健康女性阴道分泌物的生物膜观察 2013.8.9 沈阳 第六届白云会中华女性生殖 参加 卜晓萌 



22 
 

道感染峰会 

43 
复方沙棘油栓治疗宫颈 HPV感染的临

床观察 
2013.8.9 沈阳 

第六届白云会中华女性生殖

道感染峰会 
参加 陈锐 

44 
特康唑在不同 PH 值下对假丝酵母双

相性的药物敏感性研究 
2013.8.9 沈阳 

第六届白云会中华女性生殖

道感染峰会 
参加 王恩华 

45 
乳酸菌对阴道鳞状上皮细胞的粘附

和粘附拮抗的研究 
2013.8.9 沈阳 

第六届白云会中华女性生殖

道感染峰会 
参加 王奔 

46 G点-现实还是传说 2013/04/19-21 西安 第八次全国性医学学术会议 
邀 请

讲学 
廖秦平 

47 阴道性反应组织结构的 MRI结构 2013/04/19-21 西安 第八次全国性医学学术会议 
分 会

报告 
张渺 

48 女性性交疼痛的相关因素分析 2013/04/19-21 西安 第八次全国性医学学术会议 
分 会

报告 
陈曦 

49 
女性阴道前壁性敏感区 G点的组织学

研究 
2013/04/19-21 西安 第八次全国性医学学术会议 

分 会

报告 
李婷 

50 
阴道前壁修补术可能损伤前壁性敏

感区 G点 
2013/10/11-13 上海 

第五次全国妇科盆底学学术

会议 

大 会

报告 
李婷 

51 宫颈癌的手术治疗 2013.4.6 郑州 

妇科肿瘤的多学科综合治疗

新进展暨 2013 年河南省妇

产科学学术年会 

大 会

报告 
周应芳 

52 子宫腺肌病的手术治疗 2013.4.27 
河 南洛

阳 

中华医学会第六次全国妇科

内镜级微创技术学术会议 

大 会

报告 
周应芳 

53 
妇科腹腔镜手术并发症 10 年临床分

析 
2013.4.27 

河 南洛

阳 

中华医学会第六次全国妇科

内镜级微创技术学术会议 

大 会

报告 
彭超 

54 输卵管内膜异位症的诊治 2013.6.1 北京 
国际第四次慢性盆腔痛大会

及微创手术热点问题论坛 

大 会

报告 
周应芳 

55 
深部浸润型内膜异位症的腹腔镜手

术技巧 
2013.4.21 西安 中国妇科内分泌医师论坛 

大 会

报告 
周应芳 

56 卵巢生殖细胞肿瘤诊断与处理 2013.8.24 北京 

第六届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恶性肿瘤和子宫内膜异位症

诊治新进展学习班> 

大 会

报告 
朱丽荣 

57 子宫内膜异位症的药物治疗 2013.8.25 北京 

第六届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恶性肿瘤和子宫内膜异位症

诊治新进展学习班> 

大 会

报告 
周应芳 

58 盆腹腔重度粘连的腹腔镜分离技巧 2013.6.15 广州 
欧洲妇科内镜学会中国区域

会议 

大 会

报告 
周应芳 

59 
子宫腺肌病的腹腔镜治疗及相关问

题 
2013.9.8 北京 

第八届全国妇科卫创诊治理

论与实践论坛 

大 会

报告 
周应芳 

60 
情景健身运动对围绝经期综合征治

疗效果的评价 

2013年 10月 10

日-13日 

国 家会

议中心 

第 24 届长城国际心脏病学

会议 
壁报 张婧 

61 
情景健身运动对围绝经期综合征治

疗效果的评价 

2013 年 10 月 9

日-12日 

美 国德

克 萨斯

州 达拉

斯市 

第 24届北美更年期年会 壁报 张婧 

62 
莉芙敏及替伯龙两种药物对更年期

女性子宫肌瘤的影响比较 
2013-3-23 

中 国科

技会堂 
北京地区妇产科学术年会 

分 会

报告 
席思思 

63 女性生殖健康管理 2013-10-19 
北 京朝

阳宾馆 

中华医学会北京分会（心血

管病学分会、糖尿病学分会、

健康管理分会）北京 CBD 论

坛 

大 会

报告 
白文佩 

64 绝经相关女性健康问题 
2013年 10月 10

日-13日 

国 家会

议中心 

第 24 届长城国际心脏病学

会议 

大 会

报告 
白文佩 

65 更年期 HT应用 
2013 年 7 月 22

日 

国 际会

议中心 
更年期大会 

大 会

报告 
白文佩 

66 
子宫骶韧带成纤维细胞表达线粒体

融合蛋白 2和前胶原的比较研究 

2013/10/11-20

13/10/13 
上海 

中华医学会第五次全国妇科

盆底学术会议 
参加 陆叶 

67 

Treatment results of adjuvant 

chemotherapy for patients with 

intermediate-risk cervical 

2013.10.18 英国 欧洲妇科肿瘤第 18届年会 壁报 温宏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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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ncer  

68 

Treatment results of different 

postoperative adjuvant therapy 

for stage IB-IIA cervical 

carcinoma with risk factors 

2013.10.18 英国 欧洲妇科肿瘤第 18届年会 壁报 温宏武 

69   2012.11 北京 全国妇科肿瘤年会 参加 温宏武 

70 
宫颈癌的规范化治疗及对治疗中若

干问题的思考 
2013.11 福州 

福建省妇科肿瘤新进展学习

班 

邀 请

讲学 
温宏武 

71 复发性卵巢癌的诊断与治疗 2013.6 太原 
山西省妇科肿瘤新进展学习

班 

邀 请

讲学 
温宏武 

72 子宫内膜癌的规范化治疗 2013.9 唐山 唐山市妇科肿瘤学习班 
邀 请

讲学 
温宏武 

73 复发性卵巢癌治疗进展 2013.11 唐山 河北省妇科进展肿瘤学习班 
邀 请

讲学 
温宏武 

74   2013.7 北京 第 7届中国肿瘤内科大会 参加 温宏武 

75     

2013 年

2月 1日

-3日 

香港 参加 尚䴖 

76     

2013 年

4 月 19

日 -21

日 

西安 参加 尚䴖 

77 胎儿宫内治疗 2013.3.30-31 北京 第一届北大妇产科国际论坛 
邀 请

讲学 
孙瑜 

78 早发重症子痫前期的诊断和治疗 2013.3.16-17 
山 西太

原 

2013中国妇产科新进展学术

研讨会 

邀 请

讲学 
孙瑜 

79 

Epigenetic modifications in 

offspring exposed to intrauterine 

mild hyperglycemia 

2013.3.12-16 

意 大利

（ 佛罗

伦萨） 

the 7th International DIP 

Symposium-Diabetes, 

Hypertension, Metabolic 

syndrome & Pregnancy 

壁报 闫婕 

80 

Epigenetic Influences on 

Long-term Phenotype of Offspring 

Exposed to Intrauterine 

Hyperglycemia 

2013.7.19-21 太原 2013中国妇产科学术会议 
大 会

报告 
闫婕 

81 
表观遗传学对暴露于宫内高血糖环

境子代远期表型的影响 
2013.7.4-8 银川 

第七次全国产科热点学术会

议 

大 会

报告 
闫婕 

82 
表观遗传学对暴露于宫内高血糖环

境子代远期表型的影响 
2013.11.7-10 成都 

中华医学会第八次全国围产

医学学术会议 

大 会

报告 
闫婕 

83 

Epigenetic influences on 

long-term phenotype of offspring 

exposed to intrauterine 

hyperglycemia 

2013.11.17-20 新加坡 

8th world congress on 

developmental origins of 

health and disease 

壁报 闫婕 

84 

HYPERMETHYLATION OF A NOVEL CPG 

ISLAND OF INTRON 1 UPREGULATES 

STEROIDOGENIC FACTOR-1 

EXPRESSION 

IN ENDOMETRIOTIC STROMAL CELLS 

2013.10.12-17 
美 国波

士顿 
第 69届美国生殖年会 

分 会

报告 
薛晴 

85 

Distinct epigenetic changes of 

steroidogenic factor-1 in 

endometriotic stromal cells 

2013.7.7-10 
英 国伦

敦 

第 29 届欧洲人类生殖和胚

胎学协会年会 
壁报 薛晴 

86 卵巢储备功能低下病例分析 2013.7.20-21 北京 
中华预防医学会妇女保健分

会更年期学组第 9届年会 

大 会

报告 
薛晴 

87 
《子宫内膜细胞学在子宫内膜癌筛

查中的应用》 
6月 28-30 北京 

2013年中华长城肿瘤高峰论

坛暨中华医学会肿瘤分会

2013年学术年会 

参加 杨曦 

88 
《子宫内膜癌及癌前病变高危因素

的调查研究》 
6月 28-30 北京 

2013年中华长城肿瘤高峰论

坛暨中华医学会肿瘤分会

2013年学术年会 

参加 杨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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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 
《子宫内膜细胞学在子宫内膜癌筛

查中的应用》 
6月 28-30日 天津 

中华医学会妇科肿瘤学分会

第四次全国妇科肿瘤青年医

师学术论坛 

大 会

报告 
杨曦 

90 
《子宫内膜癌及癌前病变高危因素

的调查研究》 
6月 28-30日 天津 

中华医学会妇科肿瘤学分会

第四次全国妇科肿瘤青年医

师学术论坛 

参加 杨曦 

91 
《子宫内膜细胞学在子宫内膜癌筛

查中的应用》 
10月 24-27日 南京 

中华医学会妇科肿瘤学分会

第十四次全国妇科肿瘤学术

会议 

参加 杨曦 

92 
《子宫内膜癌及癌前病变高危因素

的调查研究》 
10月 24-27日 南京 

中华医学会妇科肿瘤学分会

第十四次全国妇科肿瘤学术

会议 

大 会

报告 
杨曦 

93 宫颈长度缩短，是保守还是手术？ 2013.3.30-31 北京 第一届北大妇产科国际论坛 
邀 请

讲学 
时春艳 

94 
胎儿泌尿系统异常的超声诊断和处

理 
2013.7.3-5 银川 全国第六次产科热点会议 

邀 请

讲学 
时春艳 

95 

Epigenetic modifications in 

offspring exposed to intrauterine 

mild hyperglycemia 

2013.3.12-16 

意 大利

（ 佛罗

伦萨） 

the 7th International DIP 

Symposium-Diabetes, 

Hypertension, Metabolic 

syndrome & Pregnancy 

壁报 闫婕 

96 

Epigenetic Influences on 

Long-term Phenotype of Offspring 

Exposed to Intrauterine 

Hyperglycemia 

2013.7.19-21 太原 2013中国妇产科学术会议 
大 会

报告 
闫婕 

97 
表观遗传学对暴露于宫内高血糖环

境子代远期表型的影响 
2013.7.4-8 银川 

第七次全国产科热点学术会

议 

大 会

报告 
闫婕 

98 
表观遗传学对暴露于宫内高血糖环

境子代远期表型的影响 
2013.11.7-10 成都 

中华医学会第八次全国围产

医学学术会议 

大 会

报告 
闫婕 

99 

Epigenetic influences on 

long-term phenotype of offspring 

exposed to intrauterine 

hyperglycemia 

2013.11.17-20 新加坡 

8th world congress on 

developmental origins of 

health and disease 

壁报 闫婕 

100   2013.4.27 北京 
2013年北京医学会围产医学

分会学术会议 
参加 孙瑜 

101   2013.10.19 
河 北石

家庄 

第六届环渤海围产医学学术

会议 
参加 孙瑜 

102   2013.9.6-8 
山 东青

岛 

中华医学会第四次全国妊娠

期高血压疾病学术研讨会 
参加 孙瑜 

103   2013.6.14-16 广州 第三届中国胎儿医学大会 参加 孙瑜 

104   2013.4.14 北京 首届中国母胎医学大会 参加 孙瑜 

105 
西部 388例足月低出生体重儿危险因

素的病例对照研究 
######### 北京 

中华预防医学会第四届学术

年会 
参加 周敏 

106 
西部五县 376例足月小于胎龄儿影响

因素研究 
######### 北京 

中华预防医学会第四届学术

年会 
参加 张小松 

107 
韩氏神经穴位刺激仪对妇科宫腔镜

术后不良反应作用与评价 
2013.11.17 

北 京国

际 会议

中心 

中华医学会疼痛学分会第十

届学术年会 

分 会

报告 
李雨利 

108   
20130202-2013

0209 
秘鲁 国际妇产科精神卫生大会 参加 陈倩 

110 新生儿复苏 20130314 北京 全国镇痛分娩学习班 
大 会

报告 
陈倩 

111 胎儿超声监测 20130511 北京 北京围产医学会年会 
大 会

报告 
陈倩 

112 胎儿染色体疾病的超声特征 20130519 成都 中国医师学会全国学习班 
大 会

报告 
陈倩 

113 产前超声 20130416 南宁 广西卫生厅培训 
大 会

报告 
陈倩 

114 胎儿胸腹腔超声 20130522 长沙 中国医师学会 大 会 陈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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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 

115 妊娠期贫血处理 20130504 石家庄 河北围产医学会 
大 会

报告 
陈倩 

116 产前超声 20130523 南宁 广西卫生厅培训 
大 会

报告 
陈倩 

117 产前超声 20130616 南宁 广西卫生厅培训 
大 会

报告 
陈倩 

118 妊娠期甲状腺疾病诊治指南解读 20130620 大连 中国医师学会全国学习班 
大 会

报告 
陈倩 

119 羊水粪染处理 20130831 合肥 全国分娩大会 
大 会

报告 
陈倩 

120 胎儿 Tei指数应用 20130908 北京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全国学习

班 

大 会

报告 
陈倩 

121 胎儿染色体疾病的超声特征 20130921 石家庄 石家庄围产年会 
大 会

报告 
陈倩 

122 胎儿超声咨询 20130928 北京 宋庆龄基金会项目 
大 会

报告 
陈倩 

123   
20131005-2013

1009 

澳 大利

亚 
国际妇产科超声年会 参加 陈倩 

124 双胎超声监测 20131019 石家庄 环渤海围产医学会 
大 会

报告 
陈倩 

125 产前超声咨询 20131027 南京 中国医师学会全国学习班 
大 会

报告 
陈倩 

126 产程管理 20131031 上海 中国妇幼保健学会论坛 
大 会

报告 
陈倩 

127 产前超声培训 20131101 武汉 卫生部超声培训项目 
大 会

报告 
陈倩 

128 双胎超声监测 20131107 成都 全国围产学术年会 
大 会

报告 
陈倩 

129 甲状腺疾病与不孕症 2013.9.28 

北 京大

学 第一

医 院多

功能厅 

第三届辅助生殖技术新视角

研讨会 

大 会

报告 
张蕾 

130 中国女性性学研究进展 2013.12.1 北京 2013《中国性科学》 
大 会

报告 
廖秦平 

131 
GDM Diagnosis and Management 

Strategy-Some Evidence from China 
2013.11.17 新加坡 

8th world congress on 

developmental origins of 

health and disease 

大 会

报告 
杨慧霞 

132 

The Effect of Lifestyle 

Counseling as Preventiion of 

Gestational Diabetes Mellitus:A 

Cluster-Randomised Controlled 

Trial 

2013.11.18 新加坡 

8th world congress on 

developmental origins of 

health and disease 

大 会

报告 
王爽 

133 Diabetic pregnancy in China 2013.11.21 上海 

The Ashia Pacific 

Congress on Building 

Consensus in Maternal 

Fetal Medicine 

大 会

报告 
杨慧霞 

134 Postpartum Hemorrhage 2013.11.22 上海 

The Ashia Pacific 

Congress on Building 

Consensus in Maternal 

Fetal Medicine 

大 会

报告 
杨慧霞 

135 
The Suitable diagnostic criteria 

of GDM applied in China 
2013.11.23 上海 

The Ashia Pacific 

Congress on Building 

Consensus in Maternal 

Fetal Medicine 

大 会

报告 
杨慧霞 

136 

Lifestyle interventions to reduce 

risk of diabetes among high risk 

pregnant and postpartum women 

2013.11.23 上海 

The Ashia Pacific 

Congress on Building 

Consensus in Maternal 

Fetal Medicine 

大 会

报告 
杨慧霞 

137 糖代谢异常患者的孕前管理 2013.9.28 北京 第三届辅助生殖领域新视角 大 会 杨慧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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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讨会 报告 

138 甲状腺功能与辅助生育技术 2013.9.29 北京 
第三届辅助生殖领域新视角

研讨会 

大 会

报告 
张蕾 

139 妊娠合并甲状腺疾病的管理 2013.9.30 北京 
第三届辅助生殖领域新视角

研讨会 

大 会

报告 
孙伟杰 

140 常见染色特异常的解读 2013.9.31 北京 
第三届辅助生殖领域新视角

研讨会 

大 会

报告 
潘虹 

141 卵巢储备功能的评估 2013.9.32 北京 
第三届辅助生殖领域新视角

研讨会 

大 会

报告 
徐阳 

142 男科常见问题的助孕策略 2013.9.33 北京 
第三届辅助生殖领域新视角

研讨会 

大 会

报告 
陈亮 

143 宫腔粘连的处理 2013.9.34 北京 
第三届辅助生殖领域新视角

研讨会 

大 会

报告 
薛晴 

144 反复种植失败的处理 2013.9.35 北京 
第三届辅助生殖领域新视角

研讨会 

大 会

报告 
王晟 

145 黄体支持与妊娠结局 2013.9.36 北京 
第三届辅助生殖领域新视角

研讨会 

大 会

报告 
尚䴖 

146 
妊娠合并糖尿病临床诊治中存在的

问题 
2013.8.24 西安 

中华医学会第十二次全国内

分泌学学术会议 

大 会

报告 
杨慧霞 

147 产后出血的预防策略 2013.8.30 合肥 
第八届产科危重症学术研讨

会暨第一节正常分娩大会 

大 会

报告 
杨慧霞 

148 
孕期母体疾病筛查的卫生经济学评

估 
2013.8.30 合肥 

第八届产科危重症学术研讨

会暨第一节正常分娩大会 

大 会

报告 
杨慧霞 

149 羊水胎粉污染的处理与结局 2013.8.31 合肥 
第八届产科危重症学术研讨

会暨第一节正常分娩大会 

大 会

报告 
陈倩 

150 
妊娠期高血压疾病与机体代谢的研

究 
2013.9.6 青岛 

第四次全国妊娠期高血压疾

病学术研讨会 

大 会

报告 
杨慧霞 

151 宫内高血糖环境对胎儿的影响 2013.9.24 昆明 

第五届海峡两岸为产医学高

峰论坛暨云南省围产医学新

进展学习班 

大 会

报告 
杨慧霞 

152 妊娠期糖尿病诊治面临的挑战 2013.11.2 重庆 
第三届重庆市产科新进展论

坛 

大 会

报告 
杨慧霞 

153 妊娠期高血糖导致胎儿畸形的预防 2013.11.30 北京 
第二届产前诊断与优生学习

班 

大 会

报告 
杨慧霞 

154 GDM诊治中存在的相关问题 2013.10.25 北京 
全国围产营养及代谢疾病管

理新进展研讨会 

大 会

报告 
杨慧霞 

155 重度子痫前期诊治进展 2013.8.24 西安 
2013陕西省产科并发症诊治

暨产科适宜技术培训班 

大 会

报告 
杨慧霞 

156 我们应该明白--GDM新的管理指南 2013.8.11 广州 
产内科进展及早产相关知识

学习班 

大 会

报告 
杨慧霞 

157 胎儿宫内发育受限的超声监测 2013.10.18 北京 
第四届危重症疑难母胎疾病

诊治研讨班 

大 会

报告 
陈倩 

158 胎儿宫内药物暴露 2013.10.19 北京 
第四届危重症疑难母胎疾病

诊治研讨班 

大 会

报告 
杨慧霞 

159 羊水栓塞再认识 2013.8.16 北京 
产科危急重症诊治进展学习

班 

大 会

报告 
陈倩 

160 胎盘植入诊治进展 2013.8.17 北京 
产科危急重症诊治进展学习

班 

大 会

报告 
杨慧霞 

161 
女性阴道微生态评价体系的临床应

用 
2013.8.5 内蒙古 

2013中国医师协会妇产科医

师大会 

大 会

报告 
刘朝晖 

162 宫颈腺癌合并宫腔积脓 2013.4.21 北京 
第十届全国子宫颈癌前期病

变暨子宫肿瘤高峰论坛 

大 会

报告 
胡君 

163 年轻妇女的 CIN管理 2013.4.20 北京 
第十届全国子宫颈癌前期病

变暨子宫肿瘤高峰论坛 

大 会

报告 
毕惠 

164 病例讨论 2013.4.21 北京 
第十届全国子宫颈癌前期病

变暨子宫肿瘤高峰论坛 
参加 朱丽荣 

165 妇科感染规范化治疗 2013,3.30 北京 第一届北大妇产科国际论坛 
大 会

报告 
廖秦平 

166 新产程图解读 2013,3.30 北京 第一届北大妇产科国际论坛 大 会 董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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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 

167 产后出血预防和处理的药物选择 2013.3.30 北京 第一届北大妇产科国际论坛 
大 会

报告 
杨慧霞 

168 胎儿染色体疾病的超声特征 2013.3.30 北京 第一届北大妇产科国际论坛 
大 会

报告 
陈倩 

169 单基因疾病的产前诊断 2013.3.31 北京 第一届北大妇产科国际论坛 
大 会

报告 
潘虹 

170 宫颈缩短-环扎还是应用孕酮 2013.3.31 北京 第一届北大妇产科国际论坛 
大 会

报告 
时春艳 

171 妊娠期甲状腺疾病的筛查和管理 2013.3.31 北京 第一届北大妇产科国际论坛 
大 会

报告 
孙伟杰 

172 胎盘植入的孕中晚期超声诊断 2013.3.31 北京 第一届北大妇产科国际论坛 
大 会

报告 
陈俊雅 

173 胎儿先天性肺部囊腺瘤的诊治规范 2013.3.31 北京 第一届北大妇产科国际论坛 
大 会

报告 
刘喆 

174 胎儿神经系统异常的多学科会诊 2013.3.31 北京 第一届北大妇产科国际论坛 
大 会

报告 
李奎 

175 胎儿镜技术在产前诊断的应用 2013.3.31 北京 第一届北大妇产科国际论坛 
大 会

报告 
刘喆 

176 妇科四级内镜基地培训经验 2013.3,30 北京 第一届北大妇产科国际论坛 
大 会

报告 
尹玲 

177 早孕期瘢痕妊娠的处理 2013.3,30 北京 第一届北大妇产科国际论坛 
大 会

报告 
于小兰 

178 多囊卵巢综合征得诊治进展 2013.3,30 北京 第一届北大妇产科国际论坛 
大 会

报告 
徐阳 

179 内异症合并不孕的辅助生殖治疗 2013.3,30 北京 第一届北大妇产科国际论坛 
大 会

报告 
薛晴 

180 四维彩超下输卵管照影 2013.3,30 北京 第一届北大妇产科国际论坛 
大 会

报告 
白文佩 

181 深部内异位症的腹腔镜手术治疗 2013.3.31 北京 第一届北大妇产科国际论坛 
大 会

报告 
周应芳 

182 妇科恶性肿瘤筛查 2013.3.31 北京 第一届北大妇产科国际论坛 
大 会

报告 
朱丽荣 

183 妇科恶性肿瘤化疗规范 2013.3.31 北京 第一届北大妇产科国际论坛 
大 会

报告 
温宏武 

184 顽固型 VVC的治疗 2013.3.31 北京 第一届北大妇产科国际论坛 
大 会

报告 
刘朝晖 

185 客观评价盆底重建术式 2013.3.31 北京 第一届北大妇产科国际论坛 
大 会

报告 
陆叶 

186 宫颈病变的规范化诊治 2013.3.31 北京 第一届北大妇产科国际论坛 
大 会

报告 
毕惠 

187 妇科感染疑难病例讨论 2013.3.31 北京 第一届北大妇产科国际论坛 
大 会

报告 
张岱 

188 妇科肿瘤疑难病例讨论 2013.3.31 北京 第一届北大妇产科国际论坛 
大 会

报告 
陶霞 

189 生殖道感染防治技术指南解读 2013.4.13 广州 妇女常见病防治高级学习班 
大 会

报告 
赵更力 

190 
经组织学确认的宫颈癌前期病变的

规范化处理 
2013.4.13 广州 妇女常见病防治高级学习班 

大 会

报告 
毕惠 

191 阴道感染性疾病及慢性盆腔痛 2013.4.14 广州 妇女常见病防治高级学习班 
大 会

报告 
刘朝晖 

192 
韩氏神经穴位刺激仪对妇科宫腔镜

术后不良反应作用与评价 
2013.11.17 

北 京国

际 会议

中心 

中华医学会疼痛学分会第十

届学术年会 

分 会

报告 
李雨利 

193 
西部 388例足月低出生体重儿危险因

素的病例对照研究 
2013/11/7 北京 

中华预防医学会第四届学术

年会 
参加 周敏 

194 
西部五县 376例足月小于胎龄儿影响

因素研究 
2013/11/7 北京 

中华预防医学会第四届学术

年会 
参加 张小松 

195 西部 388例足月低出生体重儿危险因 2013/6/21 湖 南长 第 12 届全国妇女保健学术 大 会 周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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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的病例对照研究 沙 会议 报告 

196 
阴道感染不同治疗方法对阴道内环

境的影响 
2013/6/21 

湖 南长

沙 

第 12 届全国妇女保健学术

会议 
参加 张小松 

197 
HPV 感染与子宫颈癌前病变规范化诊

治 
2013/6/21 

湖 南长

沙 

第 12 届全国妇女保健学术

会议 

邀 请

讲学 
毕惠 

198 
经组织学确诊的宫颈癌前期病变的

规范化处理 
2013/4/12 

广 东广

州 
妇女常见病防治高级学习班 

邀 请

讲学 
毕惠 

199 
更年期泌尿生殖道感染的治疗规范

和案例分析 
2013/7/20 北京 2013更年期大会 

邀 请

讲学 
赵更力 

199 精子形态与 IVF结局 2013-09-28 

北 京大

学 第一

医 院多

功能厅 

第三届辅助生殖领域新视角

研讨会 

大 会

报告 
王晟 

200 

Incidence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postpartum bacterial 

vaginosis,a controlled study  

2013-7-19 至

7-21 

山 西太

原 
中国妇产科学术会议 

大 会

报告 
张岱 

201 

Evaluation of the value of fasting 

plasma glucose in the first 

prenatal visit to diagnose GDM in 

China 

2013.3.12-16 

意 大利

（ 佛罗

伦萨） 

the 7th International DIP 

Symposium-Diabetes, 

Hypertension, Metabolic 

syndrome & Pregnancy 

大 会

特邀 
杨慧霞 

202 
The current situation with 

respect to diagnose GDM in China  
2013.3.12-16 

意 大利

（ 佛罗

伦萨） 

the 7th International DIP 

Symposium-Diabetes, 

Hypertension, Metabolic 

syndrome & Pregnancy 

大 会

特邀 
杨慧霞 

203 postpartum Hemorrhage in China 2013.6.17-22 莫斯科 
the 11th World Congress of 

Perinatal Medicine 

大 会

特邀 
杨慧霞 

204 

Living with diabetes and 

pregnancy in China: difficulties 

and coping strategies 

2013.12.2-6 墨尔本 
the World Diabetes 

Congress 

大 会

特邀 
杨慧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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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医学部皮肤病与性病学学系 2013 年度工作总结 

2013年是北京大学医学部皮肤性病学系取得大丰收的一年。在学系主任、副主任和各

单位科主任的带领下，各成员单位团结奋斗，密切合作，积极参与学系建设，使学系在医教

研各方面都取得了跨越式发展。  

一   学科学术地位全国领先 

学系主任张建中教授现任中华医学会皮肤性病学分会主任委员，北大医院李若瑜教授

任中国医师协会皮肤性病学分会候任会长。今年北大医院和人民医院皮肤科在复旦大学医院

管理重点专科排名中分别名列第 2 名及第 11名，人民医院在国际上首先报告了“特应性皮

炎样 GVHD”，北大医院又发现两个新的皮肤病致病基因，成为北医学系本年度标志性科研成

果，人民医院张建中教授还获得了国际皮肤科联盟“杰出贡献奖”； 人民医院 2013 年成为

中华医学会皮肤美容培训示范基地，北大深圳医院被批准为国家级皮肤医疗美容示范培育基

地、广东省重点专科。在学系主任委员、中华医学会皮肤性病学分会主任委员张建中教授带

领下，北京大学皮肤病与性病学系的学科地位不断提高，各项工作稳步前进，取得了多项标

志性成果。 

二   临床总量提高，诊断治疗项目增加 

今年学系 14 家医院年门诊量为 1,308,455，比去年增加约 7%，总出院人数 1838人次，

比去年亦增加约 27.8%。其中年门诊量超过 10 万人次的有 6 家，分别是：北医三院，北大

医院，人民医院，北大深圳医院，北京医院，中日友好医院。每家医院均不同程度的增加了

新的临床检测和治疗项目，新增多个特色专业，吸引了更多患者。目前北医学系有 很多特

色专业在全国均有重要影响，如第一医院的大疱病、真菌病、皮肤病理、遗传性皮肤病、皮

肤外科，人民医院的脱发、分支杆菌病、红斑狼疮、白癜风，第三医院的过敏性皮肤病、特

殊感染等均在全国形成了很大影响，为北医赢得了荣誉。学系还牵头或者参与了 20 余项药

物临床试验项目。 

三   各层次教学成效显著 

北医皮肤病学系承担了北京大学医学部临床医学八年制、口腔医学八年制，预防医学及

护理医学等的教学任务，同时还有培养统招博士生、八年制博士生，统招硕士生等研究生教

育。今年学系共毕业 23名研究生（北大 8人，人民 6人，三院 4人，中日 3人，北大深圳

2 人）。此外，医院还承担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和进修医师培训工作。民航总院医师王健磊

在北京大学医学部基本功比赛中获得第一名的好成绩。 

北大医院今年举办了全国皮肤病理学习班 3期，皮肤外科学习班 1期，皮肤镜学习班 1

期，皮肤美容学习班 1期，皮肤真菌学习班 1 期。人民医院举办了中华医学会第 19届全国

皮肤科大会、北京皮肤性病学高峰论坛、国际表观遗传与自身免疫大会、白癜风诊疗新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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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班。北医三院举办了全国过敏性接触性皮肤病学习班及皮肤淋巴瘤学习班。北大深圳医

院举办了深圳市级皮肤激光美容新进展学习班、特应性皮炎外用疗法新进展学习班、银屑病

治疗进展学习班及皮肤外科学习班。这些都为全国皮肤科医生的培养做出了重要贡献。 

四   科研硕果累累 

（一） 今年北医学系获部级以上基金总额获历史新高 

全系共获得科研基金项目 32项，其中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8项。目前学系在研基金总额

已超过 2300万。以下五家医院成为学系科研突出的带头单位。 

北大医院今年新获基金科研课题 10 项，结题 11 项，在研基金累计金额 497.4 万元。

牵头或参加的临床研究共 19项，并获 3项专利。 

人民医院今年新获各类基金 3 项，其中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1 项，青年基金项，累计今

年科研基金 110.8 万元。在研基金共 19 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6 项；北京市自然科学基

金：1 项；首都医学发展基金：1 项；卫生部重点临床科室基金：1 项；卫生部行业专项基

金[参加]：2 项；国家重大专项：1 项；教育部 985 三期：1 项；教育部创新团队基金：1

项；中华医学会基金：2项；人民医院院内基金：3项；横向联合基金：1项），目前累积科

室基金超过 1300万。本年度完成药物临床观察 5项，其中牵头 3项，参加 2项。 

北医三院今年获 4项基金，包括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1项 、省部级基金 2项、校级基金

1项、北京大学医学科学出版社基金 1项。北大深圳医院今年获得国家、省部、市级共 6项，

累计金额 375万元。其中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3项。中日友好医院今年获得 2项，其中一项为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目前累计金额 157万元。 

（二） 全系发表文章总数 173 篇，比去年有所下降（去年 202 篇，总数虽然下降，但

质量提高，SCI 文章达到 53篇） 

各单位发表论文数如下：北大医院 52 篇，人民医院 31 篇，北京医院 25 篇，中日友好 20

篇，三院 17 篇，北大深圳 8 篇，302 医院 5 篇，积水潭 4 篇，首钢 3 篇，民航总 3 篇，航

天中心 3篇，306 医院 2篇，世纪坛 1篇。各单位发表 SCI 论文合计 53篇，其中北大医院

23，人民医院 11，三院 4，北大深圳 4，北京医院 4，中日 4，航天 2，民航总 1篇，总数较

去年增加约 29%（去年 41篇）。 

（三） 主编及参编著作：主编及参编著作 10部（人民医院 4部，北大深圳 2部，世纪

坛医院 2部，北京医院 1部，积水潭 1部）。 

（四）标志性成果： 

（1）北大医院和人民医院在 2013年复旦大学医院管理专业排名中分别获第 2名及第 11名。 

（2）人民医院皮肤科成为中华医学会皮肤性病学分会“毛发病”研究协作中心牵头单位。 

（3）人民医院皮肤科被批准为中华医学会皮肤美容培训示范基地。 

（4）北医三院皮肤科成为北京市中西医结合学会肿瘤学组的牵头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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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北大深圳医院获得广东省临床重点专科。 

（6）北大深圳医院被批准为国家级皮肤医疗美容示范培训基地。 

 （7）学系共获各类科研基金 30余项，总科研经费超过 2300万元，创历年之最。 

（8）学系全年共发表 SCI论文 53篇，较去年增加 29%。 

五   学系开展的主要学术活动及交流 

今年学系举办了多次国内国际学术会议，并与国内外同行进行了多种形式交流。 

主要活动如下： 

3 月：邀请美国托马斯杰弗逊大学张家积（Christopher Chang）教授到人民医院进行

交流，进行了“新生儿红斑狼疮诊疗进展”和“如何撰写 SCI论文”为主题的专题报告。 

3月，张建中主任参加韩国皮肤科研究大会，并做特邀发言 

5月，邀请美国 Denver大学韩国文博士进行学术交流。 

5月：人民医院成功举办白癜风诊疗新技术应用研讨班 

6月，人民医院举办第 19届中华医学会皮肤性病学分会年会。 

6月，邀请德国科隆大学 Thomas Krieg教授到人民医院进行学术交流。 

6月：于波主任参加第 14届国际光动力大会（韩国）并做主题发言 

7月：邀请德国柏林自由大学皮肤科唐玉教授在北京大学人民医院报告厅进行“痤疮及

玫瑰痤疮的病理生理及治疗进展”的专题讲座。 

10 月：人民医院成功举办北京大学皮肤性病学高峰论坛暨皮肤性病诊断和治疗新技术

新进展高级研修班。 

11 月：北大医院皮肤科成功主办第九届医师年会。 

12月 25日：召开北京大学皮肤病与性病学系年度工作总结会。会上各单位皮肤科主任

们报告了各家单位在医教研各方面的成绩，交流了各科在医教研、科室建设与管理、人才培

养等方面的经验，并对学系建设和发展提出了很多宝贵意见，如建议集体备课、共享教学和

临床资源等，欢迎学系医院同行（尤其是青年医师）参加北大或人民医院的 CPC，以提高学

系总体的临床诊疗技能。会上大家畅所欲言，气氛非常热烈。 

六  展望   

     在系主任的领导下，在各成员单位的共同努力下，北医皮肤病与性病学系在过去的一

年中取得了骄人的成绩。在今后的一年里，学系各家单位决心在临床工作中互相协作，如开

展多种科际间会诊、转诊和疑难病例讨论等形式多样的临床协作方式；在科研方面，继续施

行科研协作，实现资源和成果共享，共同促进北医皮肤性病学系临床和科研水平的提高。学

系全体员工将继续努力，使学系工作更上一层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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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医学部医学检验学系 2013 年度工作总结 

一、 完善医学检验系课程体系建设 

根据医学部统一部署，对医学检验系培养方案和课程进度表进行了修订，在第 3 学期增

开设早期接触检验课程，学生在学习专业课之前到临床医学院检验科进行为期 1 周的早期接

触，使学生对医学检验有初步了解，有助于专业课的学习。梳理了生产实习检验各专业的轮

转要求，编写了统一的《生产实习手册》，学生在不同教学医院实习达到同样的教学目的。 

在医学部教育处的领导和北医三院教育处的大力支持下，医学检验系 2009 级恢复招生，

2013 年顺利完成全部学业并毕业。 

二、 完成临床医学 8 年制《实验诊断学》教学大纲的修订工作 

作为临床医学 8 年制一门重要的必修课程《实验诊断学》的教学虽然各家医院理论授课、

实习带教的学时不完全相同，授课模式也不完全相同，但对于学生要求掌握的内容是相同的，

由检验学系牵头，对《实验诊断学》的教学大纲进行了修订，医学部教育处审核后统一下发

新版的《实验诊断学》教学大纲，用于临床医学 8年制《实验诊断学》的教学。 

三、 检验学系牵头组织各种检验学术会议 

5月 13日，由检验学系、北大医院、人民医院和北医三院检验科联合主办“血栓 

与止血临床及实验室诊断学术研讨会”，来自全市 20多家医院的临床医师和检验人员近 200

人参加了此次研讨会。会议特别邀请了两位外国专家做血栓止血方面的学术讲座。来自美国

Emory 大学医院医学主任 Alexander Duncan教授做了“易栓症的临床和实验室检测/孕妇和

老年人的 D-Dimer”学术报告，介绍了 D二聚体在临床应用中的错误概念和局限性，以及最

新的应用，并与临床医生探讨了抗凝过程中如何应用 D二聚体判断是否有血栓发生。英国伦

敦信托基金会医院血液科 Simon Davidson 教授则从检测方法到临床应用切入，系统地介绍

了肝素诱导的血小板减少症（HIT），并解读他亲自参与制定的“HIT 诊断与治疗指南（第

二版）”的相关问题。  

7月5～7日，由中华医学电子音像出版社、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北京大学医学部检验学

系共同主办的“2013北大临床微生物与感染高峰论坛”在北京金台饭店召开。本届大会针对

微生物学和免疫学领域的热点问题进行全方位、深层次、多角度的交流和研讨。进行了专题

讲座、现场互动以及病例讨论等多种形式的学术交流活动，并附设相关药品、医疗设备和医

学出版物展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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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医学部眼科学系 2013 年度工作总结 

一、加强交流，建立国际学术地位 

    2013 年我们延承了眼科学系以往的学术优势和特点，积极参与国际学术交流与合作。

在亚太眼科大会、美国眼科与视觉研究大会、欧洲视网膜会议、欧洲白内障会议等多个具有

国际影响力的会议上都有我系教授应邀发言的身影。在国际研究合作方面，胡运韬副教授（第

三医院）被美国加州防盲项目（California Project to Cure Blindness, CPCB)视网膜干

细胞移植研究特聘为技术专家。黎晓新教授（人民医院）当选为亚太玻璃体视网膜学会主席。

在我们走出去的同时，我系还邀请了美国南加州大学的 Narsing A. Rao，Shikun He, David 

Hinton, Danhong Zhu, 美国芝加哥大学的 Hua Gao以及以色列的 Ethan Peiel等教授来我

系讲学，聘请 Pro. Martin J Jager为北京大学名誉教授。就眼色素膜炎、视网膜表观遗传

学、视网膜干细胞移植、眼底病疑难病例讨论和视网膜影像学进展等进行了广泛交流。目前

我系不仅在国内的学术水平居于领先地位，而且在国际上也越来越受到国际同行的认可，并

逐渐发挥出影响力。不断有来自欧洲、美国、日本、韩国的学者前来联系交流与协作。 

二、发挥学术先进作用，传授新技术、新概念 

    在 2013 年度，我系举办各种学习班、培训班、讲座十余次，协助承办全国性学术会议

多次。如视网膜图像与眼底病进展学习班、老年眼病培训班、玻璃体手术学习班、小切口白

内障手术学习班、白内障超声乳化手术培训班（健康快车医师培训）、眼底病进展学习班、

斜视弱视治疗培训班、第六届健康快车眼科论坛、 全国眼底病研讨会、全国眼外伤学术研

讨会等等，参加学习班与参会人次累计逾千人。同时，我系多位教授经常被全国各种会议和

培训班邀请演讲，累计人次上百人，这些充分显示了我系在国内的学术地位，发挥了我们的

学术先进作用，为全国的眼科医生传授新技术、新概念，促进学术交流，达到共同提高的目

的。 

三、基础研究与临床研究并举 

    做为大学的临床学系，基础研究与临床研究缺一不可。我系为教育部“视觉损伤与修复

研究”重点实验室，人民医院眼科获批“视网膜脉络膜疾病诊治研究”北京市重点实验室，

第三医院眼科为卫生部临床药理研究基地。本年度我系仍承担着国家“973”项目“老年黄

斑变性的发病机理与干预治疗”的研究，参加国家“973”项目“视觉功能修复的基础理论

与关键科学问题”的研究。同时，还承担者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北京市自然科学基金、首都

发展临床特色基金、国际合作项目等 10余项，承担大量临床药理研究任务。2013年度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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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I 论文近 50 篇。人民医院眼科有一人获得“北京市科技新星”称号，赵明威教授（人民

医院）主译《视网膜图谱》，胡运韬副教授（第三医院）与国外教授合著《Stem Cells in 

Ophthalmology》。在发表的 SCI论文中，基础研究与临床研究成果不分伯仲。马志中教授（第

三医院）的自体片状视网膜色素上皮移植、黎晓新教授（人民医院）关于老年黄斑变性的机

理研究以及杨柳教授（第一医院）关于视神经损伤再生研究都处于国际领先水平。马志中教

授主持和倡导建立的“中国眼外伤登记网”正式开始运行，关于复杂眼外伤玻璃体手术的多

中心研究发表 SCI论文 4篇。  

四、加强学生培训，未来名医的摇篮 

    眼科学系每年承担着大量的本科生、研究生、留学生、临床进修医生和眼科医生基地培

训的任务。如何把真知教给学生、使他们打下坚实的临床与科研基础是我们的重任。尤其是

医学生，需要学习的不仅仅是医学知识，还有做人、做合格医生。所以，我系的老师从主任

到各级医师都是言传身教，既教书也育人。如第三医院每周一次的教学查房与病例讨论，每

周一次的继续教育讲座、每月一次的 Lab meeting；人民医院两周一次的课题组会等，既传

授临床知识、提高学生科研能力，也利于培养学生严谨的学术作风。同时，我系还多次举办

教学比赛、住院医师病例报告等基于年轻医师培训的活动，使他们既能做，也能讲，以利于

成长为全面型人才。在我们这里学习的临床研究生、住院医生和基地培训医生，在每一个亚

专科轮转后都要接受出科考试；每一个科研型硕士、博士在学习期间都要接受基础与科研知

识考核，并在老师的直接指导下完成科研工作。我们要为一流的高等学府，建立一流的临床

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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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医学部肾病学学系 2013 年度工作总结 

 在医学部领导的关怀下，在肾病学系主任王海燕教授的领导下，2013 年我们继续保持

与各医院肾病专科的联系，进行统一的学术和教学安排，同时，加强国内外同行的协作，形

成了有较大学术影响力的学系工作。 

今年 6 月在京隆重举办了“北大医院肾脏病专业建立 60 年暨王海燕学术思想研讨会”，

我们邀请了全国各地的同仁和学系成员参加。韩启德副委员长、陈竺副委员长到会祝贺并致

辞。大会祝贺王海燕教授获得两项国际肾脏病学会的医学大奖：“Roscoe Robinson Award”

和“ISN Pioneer Awards”。大会系统回顾了王叔贤教授开创我国肾脏病事业，王海燕教授

等老一辈学者带领中青年医生励精图治、勇担重任、造福患者、把我国的肾脏病事业推向国

际的艰苦历程。学系的成员们都深受教益，对今后的发展更加充满信心和干劲。 

邀请学系的成员单位主任或派人参加我们主办的北京大学肾脏疾病研究所－国际肾脏

病学会（PUIN-ISN）肾脏病高峰论坛、国际肾脏病学会姊妹肾脏病中心继续教育活动－第八

届全国肾脏病理诊断研讨会，提高大家的临床水平，辅导临床科研能力的提高。 

 欢迎成员单位参加我科的主任查房、临床病理讨论及有关教学活动。专门以学系和北京

大学肾脏疾病研究所的名义与哈佛大学医学院附属 Brigham Women Hospital 的肾内科及病

理科每两月举办 1次实时视频的临床病理研讨会，同时邀请学系的其他兄弟单位参加，还在

人民医院肾内科、北医三院肾内科安装视频终端，同时进行视频研讨。 

 2014 年将进行学系的换届选举。希望今后在医学部领导的继续支持和资助下，能开展

有计划的医疗、教学、科研研讨和一定数量的主题活动，提高学系各成员的医教研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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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医学部神经病学学系 2013 年度工作总结 

时光飞逝，不知不觉中北京大学神经病学系已经成立四年，神经病学系各个成员间的合作进

一步深入。从临床经验交流，到基础研究工作，神经病学系作为一个整体在神经病学各个领

域正在一步步迈着坚实的步伐。 

一、 教学工作 

1、重新修订北京大学医学部的神经内科教学大纲和培养方案 

2012年受北京大学医学部教育处的委托，在北大医院教育处的统一安排下，神经病学系协

调神经外科、放射科和康复科完全重新编写了北京大学医学部八年制的教学大纲。新大纲重申

了本科生教学主导精神，强调“去专业化”，以器官为单位结合各科特点和资源进行疾病讲解，

同时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自主性，综合各科资源和优势，避免重复，并与国际教学主流模式接

轨，把 CBL和 PBL教学贯彻在大学生教学工作中。 

2013年度在北京大学医学部教育处的统一安排下，根据北京市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神经内

科细则，对八年制及研究生教学大纲和培养方案内容进行了修订，实现北京大学医学部八年制

及研究生培养方案与北京市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的统一。按照神经内科住院医师的培养方案培

养八年制及研究生，有利于全北京市医务人员的并轨管理，比如统一专科培养方案、统一专科

第一阶段及第二阶段考试等，同时促进住院医师的规范化培训，顺应医疗改革。 

2、实施教学改革，进行师资培训和教学绩效，完善神经内科 CBL和 PBL教学模式 

自 2011年以来教学改革工作进入实质性阶段，在北大医院教育处的组织协调下，逐步摸索

和完善教学改革工作。在 2013年度进行了团队式教学、授课技巧、CBL、PBL、Mini-CEX、DOPS、

病例内涵检查、命题等师资培训，进一步完善以器官系统为中心、大课和临床见习同时进行、

减少老师讲授大课、增加学生自主学习和讲课的 CBL和 PBL教学模式，发展信息化学习和信息

化管理。经过 2012年的讨论和筹备，在北大医院教育处的指导和督促下，全面实施了教学绩效

考核工作，对教学活动进行了量化和标准化，加强教师发展和质量管理，对教学工作起到了鼓

励和促进的作用。 

3、顺利通过临床医学专业认证 

今年 10月份，根据北京大学医学部教育处的安排，在北大医院教育处的组织下，我们进一

步完善了教学管理制度，并整理了历史、教学计划、评价、教师培训、教学资源等各项教学资

料，顺利通过了教育部临床医学专业认证委员会专家对北京大学临床医学专业开展的认证工作。 

4、承担北京市住院医师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考试，完成了大学生、专升本学生的考试出题

和考试分析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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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经病学系各单位一直担负着为本科生、研究生和专升本学生的考试出题及阅卷的组织工

作。今年我们又进一步完善了题库内容，结合学生教学中遇到的具体问题对题库进行了修改，

并顺利组织了本科生毕业考试和一阶段考试的出题考核工作，考题符合学校的要求，学生考试

也获得了满意的成绩。对临床型研究生坚持足够时间的临床实践，紧抓临床技能提高和临床思

维训练，并组织了临床和专业考试，保证了教学质量。此外北京大学第一医院神经内科作为组

长单位还负责和组织完成了医学部的临床研究生的第一、二阶段考试工作，完成其出题任务。 

二、学术交流 

1、北京国际神经病学会议 

2013年 4月 19日至 21日，由北京大学神经学系主办的第三届北京国际神经病学会议

在亮马河大厦会议中心召开。这是一次高水平、全学科、以临床为主题的学术盛会，旨在进

一步推动神经病学临床诊治发展、促进医生诊疗技术以及科研水平的提高，为广大神经科医

生提供一个国际性的分享科研成果、进行学术交流的专业平台。大会得到了北京大学医学部

的鼎力支持，以及众多神经病学领域权威研究机构和各大医院的全力配合。大会邀请到了国

内外神经病学各个领域具有丰富临床经验的权威专家发表演讲、进行交流，主体为来自国内

各大医院近 50位神经科专家以及 5名国外知名专家学者。800 多名业内专家、临床医师和

实验室科研人员共聚一堂，进行了面对面的交流。我院神经内科主任黄一宁教授担任大会主

席。大会涉及的内容有：多发性硬化的诊断和治疗进展论坛、复发性卒中论坛、变性病和痴

呆的评估和治疗论坛、肌肉病论坛、癫痫论坛以及脑小血管病预警及筛查技术推广，以神经

病学最新临床研究成果的专题报告为主线，同时还有 10例精彩的疑难病例讨论。大会得到

了与会听众的高度赞扬，取得圆满成功，大家普遍认为会议内容多样，选题丰富，专家学术

水平很高。参会人员的积极反馈给予了主办方极大的信心，力求下一届在此基础上取得更大

的成功，逐渐使北京国际神经病学会议办成品牌，成为亚洲最有影响力的神经病国际会议。

本次会议展示了我校神经病学系在学术上的领先水平，极大地提高了我院神经内科的知名度。 

2、神经超声学习班和周围神经病学习班 

与前两届相同，国际神经病学会议同期还举办了神经超声学习班和周围神经病学习班，

两个学习班分别有 40多名学员参加了学习交流，为广大临床医生提供了专业技术学习、了

解国内外相关研究进展的机会，有利于促进各省市广大医生广泛开展相关检查及相关科研工

作。 

3、中德暑期班 

北京大学神经病学系与德国的神经病学家保持着长期的合作交流的传统。四年前和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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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在北京已经成功的举办了两次中德神经病学论坛。2013年 7月 19至 26日在德国 Gunzburg

的 Reisensburg 城堡举行了以“衰老相关性脑病”为主题的中德暑期班。 项目课程的组织

者包括 C. von Arnim 教授 (Ulm,德国),黄一宁教授(北京,中国) P. Weydt 博士 (Ulm,德

国),O. Aktas教授，(Düsseldorf, 德国)以及 K. Danzer 教授 (Ulm,德国)。项目由中德科

学中心资助。26名来自两国的学生、年轻医生和博士后参加了该课程。 中德中心副主任赵

妙根教授也参加了本次暑期班的开幕。 

来自中德两国的临床以及基础研究领域的科学家就衰老相关脑部疾病在不同的科学层

面，将其科研内容相应分为了三个主要主题进行阐述：1.疾病-这一主题由 B. Landwehrmeyer

教授展开，他进行了一场重要意义的报告，其题目为“二十一世纪的临床试验”，重点阐述

了在 Huntington 病中的运作模式。黄一宁教授主要着眼于两国城市和农村患者的现状介绍

了卒中领域的研究，C. von Arnim 教授介绍了 Alzheimer 病的诊疗新策略，K. Danzer 教

授总结了帕金森病不同层面的研究，A. Ludolph 教授对肌萎缩侧索硬化不同表型进行了生

动的阐述，卢晓东教授详细介绍了帕金森病的临床特征。 2.机制-这一主题由袁云教授展开,

他介绍了血管病和 Alzheimer 病的共同及其独有的发病机制, O. Aktas 教授带来了衰老相

关脑部疾病中神经炎症在疾病发生中的重要意义，J. Brettschneider 教授对肌萎缩侧索硬

化的病理的新分级进行了介绍。3.方法-这一主题由 G. Auburger教授开始,他重点介绍了通

过外周血 RNA来界定乃至诊断帕金森病的新技术,之后 H.-P. Müller对动物模型和临床患者

中的现代神经影像检查以及后处理技术进行了生动的展示,而 J. Lewerenz 描述了脑脊液临

床常规检测和科研的方法和技术。此外，我们还组织了对 Ulm 大学和医院的参观以加深对

报告内容的理解和认识，还提供了壁报交流进行补充，优秀壁报的获得者为来自 Ulm大学的

C.Fan。本次暑期班还包括了分为四组进行了项目设计和申请撰写的内容。每个小组撰写了

一份项目书，其内容为如何在应对衰老相关疾病方面加强中德两国的合作。所有 4个小组均

进行了口头的 PPT展示和 10 分钟的问答讨论环节。在课程开展期间和随后的反馈中，我们

收到了来自学生和老师的热烈好评。今后我们将继续组织类似的暑期班项目促进两国间学者

和学生的交流合作，开阔学生和年轻医生的视野，培养他们的科研素质，提高交流能力。 

4、两岸五地脑血管病会议 

11月 29日至 30日，由北大医院神经内科主办的第 6次两岸五地脑血管病会议成功召

开。该会议由北京大学第一医院、上海华山医院、广州中山医院、台北荣民总医院以及香港

中文大学威尔斯亲王医院五地五家医院轮流举办，旨在加强兄弟医院间的学术交流和互相促

进。此次大会邀请到来自广州的曾进胜教授、台湾的刘嘉为教授、香港的黄家星教授等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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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名神经内科专家。大会报告了各家医院关于脑血管病方面的研究成果，例如脑梗死溶栓治

疗、脑血管狭窄流行病学、脑血病影像学等。 

5、北京大学卒中论坛 

北大神经病学系主办的北大卒中论坛成功举办了第 21至 24次会议，会议着重于近年来

脑血管病临床研究热点进行讨论，如血管性认知功能障碍、缺血性卒中侧枝循环研究进展、

TIA/小卒中的诊断与治疗等话题。该论坛由北京大学第三医院神经科樊东升主任担任主席，

邀请神经病学系各单位主任专家到场参与讨论，并结合典型、疑难病例加以讨论，深入浅出，

使与会的年轻医生获益匪浅。 

6、北京大学神经病学系疑难病例讨论会 

以病例为基础的教学一直以来就是最受欢迎的学习形式，在讨论中，年轻医师积极思考，

有经验的专家教授也百家争鸣，2011 年以来我们定期举办了北京大学神经病学系疑难病例

讨论会。原则上每月选出一个疑难病例邀请多科室专家与年轻医师们共同讨论，采用逐步递

进式的讨论方式，大家畅所欲言，分析从临床到基础，从诊断到治疗。讨论会以北京大学神

经病学系为依托，雄厚的师资队伍为基石，多科室联合协作的讨论方式，从一开始举办就受

到了广大医师的欢迎，还吸引到多个全国各地多个兄弟医学院的医师参加，来自山东、天津、

河北等医院的专家和医师都参与到讨论当中，充分显示了北京大学神经病学系的教学工作得

到了全国各地医师的认可，我们也很欣慰，也很愿意为更多的医学生和医师提供更好的学习

和交流机会。今年我们除了将疑难病例讨论会作为传统延续下来，同时，我们对前期的每一

次讨论会的教学录像进行了匹配字幕并采用多人校对的方式对资料进行整理，筹备出版一本

疑难病例讨论集书，为没有机会来现场参与讨论的医师们提供学习与分享的机会。 

三、发展网络系统  

鉴于各教学医院分布分散，各自临床和教学医院繁重，加之目前交通拥堵，为了将各教

学医院形成虚拟的统一平台，学系利用北京市教委配套资金，购买了远程会议视频网络系统。

正在建设联系各个医院的视频网络系统，用于医院间统一教学示范。北京大学第一医院神经

内科数年来坚持每两周一次的神内、神外、介入、影像科等多学科联合阅片和联合会诊，依

托现有的远程会议视频网络系统，我们今后将开展学系内多家医院的联合阅片和会诊。 

四、成功联合申请国家重大科技项目 

1、 在医学部科研处帮助下，北大医院神经科、北医三院神经科和人民医院呼吸科，以

及北医六院联合申请国家科技部十二五新药开发重大专项《神经精神疾病生物标本库建设》

获资助 6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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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成功申请北京大学 985-III临床项目《心脑血管病研究平台》，获资助 400 万元。 

3、 成功申请北京市科委重大临床研究项目《脑小血管病筛查技术》，获资助 135万元。 

五、学科发展方向 

1. 继续召开国际神经病学论坛（第四届）和卒中论坛。 

2. 继续进行研究生的神经内科重大疾病诊断和治疗策略的课程，把 CBL教学用到研究

生教学中。 

3. 增加研究生和八年制同学的分阶段考试，加强教学的过程管理。 

4. 加强教学绩效管理，强化教师的带教意识，提高教学质量。 

5. 加强学系各医院的视频网络系统建设，建立统一的远程平台，促进学系内资源共享

和交流讨论，提高学系的医教研总体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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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医学部重症医学学系首届委员会工作总结 

北京大学医学部重症医学学系于 2009年 11月成立，自成立以来一直受到学校有关部门

和领导的关怀与支持，在学系主任安友仲教授为首的全体学系委员的努力下，学系取得了初

步的成绩。 

学系的宗旨在于搭建北大医学部的重症医学平台，并在此基础上建设、规范和提高北医

系统各医院的重症医学继续教育系统。因此，首届委员会主要在学系沙龙、临床病例讨论和

年度论坛诸方面倾注了精力。 

学系一直希望打造能够代表“北京大学”这一流品牌大学水平的重症医学专业学术论坛。

所以自学系成立以来，每年一度由学系联合卫生部国际交流与合作中心主办的“北京大学重

症医学论坛“是学系工作的重点之一。该论坛不仅集中展示北京大学医学部各医院重症医学

科的工作成绩，更联合美国重症医学的领军单位匹兹堡大学医学院重症医学学系，每年邀请

国际及国内顶级重症医学专家为大会带来学术进展，吸引全国范围内大量的医学同道前来参

会，已经初步成为我国重症医学学术界的精品学术论坛之一；同时也成为每年由卫生部主办

的《中国卫生论坛》的重要组成部分。 

除此之外，学系每年会组织多次学术沙龙和病例讨论，对重症医学相关的基础专业理论

和技术进行深入的探讨，介绍最近的进展。其中包括 ARDS 的基础与进展、PICCO 的应用、

心脏与重症的关系、CRRT在 AKI中的地位、重症产科相关问题等诸多主题性的讲座与研讨。

在这些沙龙、讨论和论坛中，学系注意突出北京大学医学部的整体多学科优势，多次邀请学

校基础部系和各医院兄弟专业的同道联合参加交流。参加此类学术活动的师生们多表示受益

匪浅，同时吸引了大量外地进修医师和本市及军队等其它系统医院同道。 

教学工作方面，学系每年设置了针对重症医学专业住院医师的继续教育培训讲座，组织

北京大学医学部各附属、教学医院重症医学专业的住院医师进行住院医规范化培训第一阶段

和第二阶段考核工作，在出题、考试、阅卷的过程中发现重症医学教学中的不足，学系内部

进行讨论教学改革方案，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在八年制的教学方面，学系内部采取集体备课

的形式，统一学术观点，提高教学技巧，将 CBL、PBL 等教学模式引进到重症医学的相关讲

课中，进一步发挥医学生的主观能动性，使课堂讨论更加热烈、学生们掌握知识更加深刻。 

科研工作方面，学系所做尚少。学系希望利用北京大学医学部的平台，集各医院之长，

充分利用各医院的资源，设计并实施一些多中心的临床研究。虽然尚无显著成绩，但几年来，

学系为了提高青年医师的科研能力，组织了多次关于科研思路、科研方法、论文写作的讲座，

从而培养了一批新的科研骨干，为学系科研工作的发展建立了一批专业队伍。 

学系的工作也仍有未达目标之处，较突出的是继续教育的教材建设，其次是标准化考试

评价体系的建设。经过近 4年的相互理解磨合，相信在医学部领导下，第二届委员会将加强

在这些方面的工作，上述不足会得到弥补和完善，学系的工作会取得新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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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医学部普外科学系 2013 年工作总结 

 

一． 普外科学系的情况简介 

北京大学医学部普外科学系正式成立于 2010年 7月 19日，由北京大学各附属医院——

北大第一医院、人民医院、北医三院、肿瘤医院及各教学医院——积水潭医院、首钢医院、

民航医院、北京医院等的普通外科组成。为了在国内各大院校医院的普外科激烈的竞争中脱

颖而出，继续保持和巩固北京大学普通外科学科的优势和领先地位，经过北京大学各附属及

教学医院的共同努力，实现了资源整合与共享，成立了北京大学普外科学系。外科学系由北

京大学人民医院肝胆外科原科主任冷希圣教授担任学系首届主任，北大医院外科万远廉主任、

人民医院肝胆外科朱继业主任、北医三院外科修典荣主任及北京大学肿瘤医院外科顾晋教授

担任学系副主任。人民医院肝胆外科陈雷主任医师担任学系秘书。 

二． 普外科学系既往工作简介 

普外科学系自成立以来，以增加兄弟医院普外科之间的学术及技术交流为宗旨，以多种

多样的学术活动为方式，促进了北京大学医学部普外科学系的整体发展。至 2012 年底，学

系共举办了 10 届外科学系学术交流会，吸引了来自各附属、教学医院及北京其它兄弟医院

普通外科的听众 800多人次，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三． 2013年活动总结 

1. 2013年，在既往工作的基础上，普外科学系通过与继续教育部门的沟通和交流，将北医

普外科学系学术研讨会升级为北京市继续教育系列项目，全年共举办了 4次授课，每次

授予 I类学分 2分。此举吸引了更多的医师参与，远郊区的兄弟医院普外科医师也踊跃

参加，扩大了北医普外科学系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2. 切实增加了附属医院间的技术交流。北医各附属医院普通外科各有特色，各有专长。学

系成立之前交流和沟通不多，新技术和新思维只能局限在自己医院无法得以推广及发扬。

学系成立之后，本着“走出去、请进来的”原则，各医院间加强了不同科室间的技术交

流与传授：学系副主任、人民医院肝胆外科的朱继业主任给各医院介绍了保脾的选择性

贲门周围血管离断术，胃肠外科的叶颖江主任介绍了后入路的 MILES 手术 ELAPSE 术及

结肠癌的全结肠系膜切除，兄弟医院医师表现出很大兴趣并开始在本院进行尝试；学系

副主任、北医三院外科修典荣主任被请去人民医院肝胆外科指导、演示了腹腔镜胰腺手

术，后者由此开展了数十例腹腔镜胰腺手术； 学系副主任、北大医院万远廉主任介绍

了全盆腔脏器切除、顾晋教授介绍了直肠癌术前短程新放疗技术，开阔了参会者的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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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了参会医师的技术水平。 

3. 开展医院间的科研合作。通过与兄弟医院的合作，学系副主任、人民医院肝胆外科的朱

继业主任获得了卫生部重大课题专项“门静脉高压症治疗方法的合理选择和推广应用”

资助，目前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四． 普外科学系 2014 年活动展望 

1. 做好普外科学系的换届选举工作。 

2. 在既往的基础上大力开展学术交流活动。 

3. 积极开展各医院间的临床技术交流。 

4. 开展普外科教学的合作及研究，提高附属医院尤其是教学医院的教学水平，适当情况下

开展外科学系内的讲课比赛及讲演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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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医学部心血管外科学学系 2013 年度工作报告 

2013年北京大学心血管外科学系积极开展各项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在此对 2013

年重点工作进行回顾。 

学系换届 

    2013年是学系成立的第 3年，在 2013年学系迎来了一项意义重大的换届会议。按照北

京大学医学部的教学管理规定，心血管外科学系进行了首次换届选举。学系通过民主选举，

完成了第一次的换届活动。万峰教授以全票当选主任委员，担任副主任委员的分别为张小明

（人民医院），肖锋（北大医院），刘鹏（中日友好医院），甄文俊（北京医院）。张喆（北医

三院）担任学系秘书。万峰教授在第一届心血管外科学系中，整合了北京大学医学部下属的

附属、教学及协作医院的心血管外科，极大的扩大了北大品牌下的心血管外科的影响力。同

时，创新性的开展了联合研究生培养，联合进修医轮转，课题联合申请等新型教学培养与科

研方式，受到医学部领导的一致好评。在万峰教授的领导下，北京大学国际心力衰竭外科治

疗论坛已连续开展了三届，已逐渐成为业内较具影响力的专业会议。其极具特色的心室辅助

装置培训，由于引进了全球最大的心脏辅助循环公司美国 Thoratec 公司、HeartWare 公司

的参与，已成为卫生部国内首家心室辅助装置的资格认证培训。 

在换届会议后的学系工作会议上，学系提出了接下来几年的发展目标与方向。在新一届心血

管外科学系的工作中，学系将进一步推动北京大学的“北大心脏”品牌，力争将学系打造成

与阜外医院、安贞医院齐名的高水平临床品牌。 

心衰论坛 

    2013 年 5 月，北京大学心血管外科学系“国际心力衰竭外科治疗论坛”在上海举办。

经过 2 年的经验积累，2013 年第三节心衰论坛较前两年有了新的变化。首先，此次论坛为

学系与上海东方医院共同举办，上海东方医院在心力衰竭外科治疗以及心事辅助装置研发与

临床应用方面，在国内处于领先地位，学系通过与东方医院合作，一方面扩大了论坛的影响

力，另一方面通过同国内各开展心事辅助装置医疗机构的沟通，为今后继续推动心事辅助装

置在我国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平台，建立了一系行列合作关系。另外，通过本次论坛，学系

举办了国内首次心事辅助装置 HeartWareII的离体与活体动物实验培训，在参与的学员中取

得了良好的反响，进一步扩展了心事辅助装置在我国的应用前景。 

医师青年论坛举办 

北京大学心血管外科学系于 2013 年 9 月，北京大学心血管外科学系第一届青年医师论坛在

学系教学单位北京大学人民医院举行。我国知名心血管外科专家学者朱晓东原始出席了此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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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坛。论坛氛围上下半场两部分，在论坛的上半部分上，朱晓东院士、万峰教授以及各位学

系的主要教授针对青年医师的发展道路、心外科近年来的发展方向与热点进行了精彩的讲座，

为青年医师的发展提出了中肯的建议，让在座的各位年轻医师收益颇多。论坛的下半场是疑

难病例演讲比赛，各个教学单位代表，就临床中遇到的疑难病例进行了精彩的汇报。各位代

表的演讲堪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通过此次交流，各单位之间分享了疑难病例诊治中的经

验，并对其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与总结，为今后临床中提高应对危重疑难病人能

力，打下了基础。 

冠脉搭桥学习班 

2013 年，北京大学心血管外科学系微创冠脉搭桥学习班继续举办，学习班为国家继续

教育项目，每次授予 I类继续教育学分 8分。学习班总共接受国内各医院学院 20 余人次。

学习班为期 4天，期间安排学员进行离体猪心吻合训练和活体动物实验，由学系主任万峰教

授亲自授课，获得了各位学员的充分好评。 

 

    自 2010年北京大学心血管外科学系成立以来，学系一直致力于整合教学资源、提高临

床教学科研水平等方面的工作，并且取得了一定的成绩。进入 2013年以来，学系完成了第

一次民主换届,并确定了学系在新的一届工作中的发展目标。另外，学系在今年将学系内部

医师培养工作作为工作重点，通过青年医师论坛的举办，为年轻医师的发展指明了道路。在

2013 年里，学系充分发挥了平台的作用，定期召开工作会议，为学系各教学单位之间提供

了充分交流，共同进步的机会。在此辞旧迎新之际，学系将努力总结过去一年中的得失，继

往开来，争取在新的一年中再创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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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医学部中西医结合学系年报（2013） 

前      言 

2013 年，对北京大学医学部中西医结合学科来说是机遇和挑战并存的一年。2013 年 1

月 29 日，北京大学医学部韩启德主任、柯杨常务副校长、方伟刚副主任、王宪副主任、王

维民主任助理、沈如群处长等参加了中西医结合学科发展战略研讨会，并就中西医结合学科

发展的思路和途径等做了重要的指示。 

北京大学医学部中西医结合学科走过了曲折的发展道路。中西医结合临床二级博士学位

授予点曾于 2005年被亮黄牌，经过努力，2009年摘掉了黄牌。2010年 9月中西医结合基础

教研室和临床科室联合成立了中西医结合学系。2010年 10月中西医结合学科获批中西医结

合一级学科博士授予点， 2012年参加了学科评估。在参评的、具有中西医结合学科的 8所

中医药大学、1 所民族医药大学、14 所综合性大学中，排在第 11 位。依据评估结果，学系

的学术管理委员会召开了两次讨论会，找出了本学科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发现了亮点，找到

了改进的办法。本年报汇总了 2013 年度中西医结合学系在学科建设、科学研究、本科生教

学、研究生培养、国际交流、国内交流、学术影响等方面所做的工作和存在的问题。 

学科建设：新获批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痰瘀重点实验室。中西医结学科在高水平学术论文、

国外代表性论文、优秀学生、学科声誉等方面有亮点，但是，在师资队伍和资源、重大科研

项目的获得、科研获奖、专利转化、教材建设、国内代表性论文、研究生招生数量、研究生

国际交流等方面存在着急需解决的问题。 

本科生教学工作：基础与临床学科之间的中医教学衔接问题仍没有解决。 

研究生培养：中西医结合学系已经拥有了培养硕士和博士研究生的指导能力和研究环境，

但是，中西医结合学科每年所获得的研究生数量不到 2 位数，在全国同类学科中排在最后。

中西医结合基础二级学科博士学位授予点尚未建立。中西医结合一级学科尚未成立学位委员

会。韩启德主任提出的选拔优秀的高水平西医人才学习中医，在职功博，授予学位的设想尚

没有落实。 

科学研究：中西医结合学系于 2013年完成了 25个科研项目，有 44个项目在研，但是，

缺少 973、863、基金委重大和重点项目等项目。 2013 年，以通讯作者身份在 SCI收录期刊

发表了 34篇中医药研究论文，在中文核心期刊发表了 57篇中医药研究论文，但是，专利申

请和专利转化较少，距韩启德主任提出的针对有中医优势的重大病种，评价中医的临床疗效，

寻找标志物，阐明中药的物资基础和作用靶点的研究战略还相差很远。 

国际交流：组织了微循环国际会议暨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微循环专业委员会 2013 年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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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年会等国际会议；6 人次在境外的国际学术会议上做大会或专题报告；8 人次在国内召开

的国际性学术会议上做大会或专题报告；2 人次在台湾的学术会议上做大会报告；1 人次在

海外大学授课；1人次在海外大学讲座：4人次在港澳台大学做讲座：邀请海外专家 10人次

来华做学术报告；接待国外大学学生的中医药临床见习 6人次；肿瘤医院中西医结合暨老年

肿瘤科与美国康州新伦敦地区劳伦斯纪念医院麻醉科启动“肿瘤姑息疼痛学科建设”中美合

作项目；础医学院中西医结合教研室与香港大学中医药学院沈剑刚教授签署合作研究的协议、

与香港浸会大学中医药学院吕爱平教授签署合作研究的协议。 

国内交流:57 人次参加了国内学术会议，其中,11 人次做了特邀报告、6 人次做了专题

报告；13 人次做了大会报告。与北大一院心内科、北医三院的心内科、心血管研究所联合

举办了学术交流会。 

学术影响: 组织了 2013年度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继续教育项目“微循环技术学习班”，部

分学术带头人任国际微循环联盟执委、世界中医药学会主席团执委等，在国内外的微循环与

血瘀、中药药理、肿瘤、衰老、口腔粘膜病等领域有一定的影响。 

中西医结合学系本着出人才、出成果、为社会贡献的理念，面向国家在复杂性疾病预防、

诊断和治疗领域的重大需求，初步形成了选修课和必修课相结合的中西医结合教学体系，科

研体系和临床体系。但是，在资源配备、人才引进、研究室空间等方面还存在制约学科发展

的问题；在面向国家重大需求、凝练科学问题、确立总体研究方向、组织重大项目，申报博

士后学科点、申报中西医结合基础二级博士点、组建学科的学位委员会、争取研究生招生数

量、西学中在职攻博体系、人才梯队建设、合理布置中西医结合的基础和临床课程、成果转

化等方面还需要自身的努力和医学部相关职能部处的支持。恳请医学部领导、各职能部门继

续关心中西医结合事业、继续支持中西医结合学科的发展。 

已完成的项目 

1. 基于血管内皮细胞质膜微囊的调控，探讨人参皂苷 Rb1对 LPS诱导的大鼠血浆白蛋白漏

出的固摄作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面上项目，项目编号 

81072909，2011-2013，项目负责人：韩晶岩。 

2. 舒肝凉血方下调乳腺癌雌激素水平的作用及机制研究，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2010-2012，

项目负责人：李萍萍。 

3. 非可控性炎症恶性转化的调控网络及其分子机制，国家自然基金重大研究计划培育项目，

2011-2013，项目负责人：华红、刘晓松。 

4. 益生菌拮抗口腔念珠菌作用及机制的研究，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青年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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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2013，项目负责人：闫志敏。 

5. 针刺对高脂血症心脏的保护作用及其机制，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培育项目，项目编号

81273837，2013.1-2013.12，项目负责人：霍则军。 

6. 《具有免疫抑制作用一类新药的研制》，北京大学综合性创新药物研究技术大平台，药

理研究负责人：钱瑞琴。 

7. 养血清脑颗粒、注射用益气复脉冻干、穿心莲内酯滴丸的药理作用的研究，天士力制药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1.11-2013.12，项目负责人：韩晶岩。 

8. 复方丹参滴丸有效成分改善心脏微循环障碍和作用机制研究，天士力制药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2011.11-2013.12，项目负责人：韩晶岩。 

9. 中药消癌平改善非小细胞肺癌吉非替尼耐药的作用及活性成分研究，北京市自然科学基

金面上项目，项目编号 7112027，2011-2013，项目负责人：韩淑燕。 

10. 中药消癌平注射液对非小细胞肺癌 gefitinib耐药相关基因表达的作用研究，北京市中

医药科技基金项目，项目编号 JJ2010-17，2011-2013， 项目负责人：韩淑燕。 

11. 舒肝凉血方对成骨细胞和破骨细胞分子调控机制的影响，北京市中医局青年基金项目，

2010-2011，项目负责人：李元青。 

12. 中西医结合治疗老年晚期非小细胞肺癌疗效评价的临床研究，北京市“留学人才”基金，

2010-2012，项目负责人：薛冬。 

13. 舒肝凉血方对乳腺癌骨代谢调节的作用研究，北京市自然科学基金，2011-2013，项目

负责人：李萍萍。 

14. 中西医结合治疗晚期肺癌的临床研究，院内基金，2009-2012，项目负责人：薛冬。 

15. 人参养荣汤改善肿瘤生存患者疲乏的随机双盲临床试验，北京市中医局科技项目，

2009-2012，项目负责人：许轶琛。 

16. 宫颈上皮内瘤样病变临床诊治方法的前瞻性随机对照研究,首都医学发展科研基金，项

目编号 2009-3046，项目负责人：陈春玲。 

17. 中风后应用益肾活血化痰法预防认知障碍的临床干预研究，首都医学发展科研基金，项

目编号 F-2009-Ⅲ-32，2010-2012，项目负责人：白文。 

18. 针灸治疗膝关节骨关节炎的疗效评价–随机对照试验，首都医学发展科研基金，项目编

号 SF-2009-Ⅲ-31，2010-2012，项目负责人：戴中。 

19. 活血生津颗粒治疗原发性干燥综合征的临床疗效和安全性评价,北京大学口腔医院新技

术新疗法重点项目,2012-2013，项目负责人：闫志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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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基于雌激素受体信号通路西黄丸逆转乳腺癌内分泌治疗耐药的实验研究，北京市卫生局

2011年度项目，项目编号 QN2010-3，负责人：潘国凤。 

21. 中药降脂通脉合剂干预颈动脉硬化的临床研究, 项目编号 201002076, 2010年, 负责人：

镁日斯。 

22. 针刺治疗中风后吞咽困难的临床研究，北京市科委课题，项目编号 

D101107049310003，负责人：霍则军。 

23. 舒肝凉血方对乳腺癌骨代谢调节的作用研究，北京市自然科学基金， 

2011-2013，负责人：李萍萍。 

24. 针刺预防性治疗月经相关性偏头痛的临床研究，项目编号 JJ2001-03, 

2012-2013， 子课题负责人：郭佳。 

25. 活血生津颗粒治疗原发性干燥综合征的临床疗效和安全性评价，北京大学口腔医院新技

术新疗法重点项目， 2012-2013，项目负责人：闫志敏。 

在研项目 

1. 基于心肌能量和功能，心脏微循环动态和微血管通透性的调控，探讨芪参益气滴丸补气

行血和补气摄血的机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面上项目，项目编号 81273637，

2013.01-2016.12，项目负责人：韩晶岩。 

2. 口腔黏膜干细胞治疗口腔白斑的实验研究,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面上项目， 

2013-2016，项目负责人：刘宏伟。 

3. 发作性睡病与中医体质的初步研究，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面上项目，项目编号

81273721/H2708，2013-2016，项目负责人：王少杰。 

4. 加味五子衍宗方对炎症反应中神经胶质细胞激活的抑制作用及机制研究，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面上项目，项目编号 81173369，2012.01-2015.12，项目负责人：王学美。 

5. 土荆芥提取物抗耐药 Hp的作用及对 Hp外排泵基因表达的影响，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 面上项目，项目编号 81072952，2011-2013，项目负责人：张学智。 

6. 基于“有故无殒”理论雌激素受体介导的雷公藤毒效相关性研究，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青年基金项目，项目编号 81001564，项目负责人：潘国凤。 

7. 淫羊藿苷拮抗内源性甲醛神经毒性的作用及机制研究，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基金项目，

项目编号 81102683，2012.01-2014.12，项目负责人： 黎巍威。 

8. 淫羊藿提取物调控 Ins-PI3k-Akt 防治糖尿病认知功能障碍作用及机制，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  青年科学基金项目，项目编号 81303070，2014.01—2016.12，项目负责人：褚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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龄。 

9. tRNA来源的新型小 RNA（tsRNA-01）对成熟配子翻译抑制的功能调节及机理探讨，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青年基金，项目编号 31300960，2014.01-2016.12，项目负责人：彭洪英。 

10. 消癌平注射液通过调控 CYP450代谢酶克服非小细胞肺癌吉非替尼耐药的作用机制研究，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面上项目，项目编号 81274148，2013-2016，项目负责人：韩淑燕。 

11. 中药新药临床评价研究技术平台，国家科技重大专项课题（重大新药创制），项目编号

2011ZX09302-006-01，2012.09-2013.06，项目负责人：张学智。 

12. 中药有效成分群关键技术研究，国家科技支撑计划，项目编号 2008BAI51B02，

2011.12-2014.12，项目负责人：王学美。 

13. 中医老年病专科，国家重大科技专项，2011.01-2013.12，项目负责人：张学智。 

14. 抗风湿一类新药的研制，科技部重大新药创制专项子课题，项目编号        

2012ZX---09101，2012-2015，子课题负责人：钱瑞琴。 

15. 草乌甲素治疗轻中度癌痛的多中心随意对照临床研究，中国临床肿瘤学科学基金（CSCO

—丽珠中医药肿瘤研究基金），项目编号 Y-L2012-002，2013-2015，项目负责人：李萍

萍。 

16. 芪参益气滴丸、丹酚酸注射液、复方丹参滴丸、注射用益气复脉冻干和养血清脑颗粒药

理作用研究，天士力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课题编号 20121010， 2012.10-2014.12,

项目负责人：韩晶岩。 

17. 复方丹参滴丸和丹参多酚酸注射液的生物效应质量控制方法的建立、复方丹参滴丸和芪

参益气滴丸对介入后小型猪心脏微血管和心肌损伤保护作用的异同点分析、穿心莲内脂

对大鼠上呼吸道感染的改善作用、水林佳对非酒精性大鼠脂肪肝的改善作研究及其机理、

芪参益气滴丸减轻心肌损伤的配伍机制等，天士力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大新药

创制”科技重大专项课题“面向国际的创新中药大平台建设”2013ZX09402202），

2013.8-2015.8，子课题负责人：韩晶岩。 

18. 淫羊藿苷清除内源性甲醛及其与神经递质关系的研究，部委级科研项目青年项目，项目

编号 20110001120055，2012.01-2014.12，项目负责人：黎巍威。 

19. 糖皮质激素受体基因多态性与天疱疮患者激素治疗效果的相关性研究，北京市自然基金，

2013-2015，项目负责人：华红。  

20. 鹿茸对心肌梗死后心衰大鼠心肌钙泵相关调节蛋白表达的影响研究，北京市自然科学基

金项目，项目编号 7132212，2013.01-2015.12，项目负责人：黄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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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中药消癌平改善非小细胞肺癌吉非替尼耐药的作用及活性成分研究，北京市自然科学基

金 面上项目，项目编号 7112027，2011-2013， 项目负责人：韩淑燕。 

22. 基于体外炎症模型探讨淫羊藿次苷 II神经保护的作用及机制，北京市自然科学基金，

项目编号 7132210，2013.01-2015.12，项目负责人：王学美。 

23. 基于 ER通路乳癌消补北京中医药科技发展基金项目方逆转乳腺癌内分泌 

治疗耐药的临床观察及其机制研究，北京中医药科技发展基金项目，项目编号 JJ2012-12，

项目负责人：冯兴中。 

24. 人参养荣汤改善化疗患者化疗疲乏的作用及机理，北京市中医药科技项目， 

项目编号 JJ-2011-17，2011-2013，项目负责人：孙红。 

25. 北京市中医局示范中医科建设项目，北京市中医药管理局，2011-2013，项 

目负责人：李萍萍。 

26. 北京市中医局肿瘤中西医结合重点专科建设项目，北京市中医药管理局，2011-2013，

项目负责人：李萍萍。 

27. 中药干预改善化疗诱发的周围神经病变的随机对照研究，北京市中医药管理局，

2013-2015，项目负责人：李元青。 

28. 荆花胃康胶丸联合 PPI 三联治疗幽门螺杆菌阳性慢性萎缩性胃炎的随机对照临床研究，

北京市中医药管理局项目，项目编号 KJTS2011-15，2011.12-2014.12，项目负责人：张

学智。  

29. 谢竹藩名老中医工作室”建设北京中医药薪火传承“3+3”工程，北京市级，项目编号

2012-SZ-B-28，2012.4-2014.12，项目负责人：张学智。 

30. 中风后认知障碍社区中医药分层防治模式，北京市中医药行业科研专项项目，2010-2014，

子课题负责人：王少杰。 

31. 中医特色的疾病管理模式干预首发抑郁症的随机对照研究，北京市科技计划（子课题），

2012.7-2015.9，任务书编号：Z121107001012150，负责人：闫少校。 

32. 基于互联网认知行为治疗系统对社交恐惧症的疗效研究，首都医学发展科研基金项目，

2010.7-2012.7，延期至 2014年 7月结题。任务书编号 2009-3149，负责人：崔界峰。 

33. 团体元认知训练改善精神分裂症患者精神症状及自知力的临床研究，首都临床特色应用

研究，2013.7-2016.10，课题编号 Z131107002213131，项目负责人：崔界峰。 

34. 牙源性感染微生物在肉芽肿性唇炎发病中作用，北京大学口腔医学院青年科研基金，

2013-2015，项目负责人：刘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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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口腔念珠菌病唾液菌量定量研究，北京大学口腔医院新技术新疗法项目，  2013-2015，

项目负责人：刘晓松。 

36. 常用漱口液抑制口腔念珠菌作用的研究，北京大学口腔医院新技术新疗法项目，

2013-2015，项目负责人：闫志敏。 

37. 在西医院校的中医教学中构建 SSE 模式，北大医学部教改课题，2012-2014，项目负责

人：姜敏。 

38. 中医防治飞行人员疲劳的临床观察，民航局级课题，负责人：牛晓亚。 

39. 拉曼散射成像技术在口腔癌及癌前病变早期诊断和预后判断中的应用研究，北京大学

985课题，2012-2015，项目负责人：华红。 

40. 中药大腹皮对小鼠的肝毒性及其机理研究，深圳市科技局 2012立项，项目 

编号 20120322077，项目负责人：曾薇。 

41. 基于胶质/神经元共培养体系研究五味子的抗炎作用及其机制，教委博士点基金，项目

编号 20120001110105，2013.01-2015.12，项目负责人：王学美。 

42. 中国老年肿瘤综合评估与化疗反应的关系，院内基金，2012-2013，项目负责人：王薇。 

43. 保“胃气”中药对癌症患者脾胃虚弱治疗的临床研究，院内基金，2012-2013， 

项目负责人：李占东。 

44. 发作性睡病与中医体质关系的初步研究，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研究与发展基金，项目编号

RDC2012-22，2012-2014，项目负责人：王少杰。 

本科生教学工作 

北京大学医学部中西医结合学系本科生教学工作的目标是提高医学部各专业的本科生

学系中医药理论和技能，为毕业生在临床和科研工作中与中医药相关人员合作、或从事中西

医结合工作奠定基础。 

中医基础方面的课程包括中医基础理论(18 学时)、中医诊断学(18 学时) 、中药学(18

学时) 、方剂学(18 学时) 、经络与腧穴学(18 学时) 、中医养生学(18 学时) 、中医食疗

学(18 学时)。中医基础方面课程的教学工作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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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学时）主要讲授各种常见疾病的中医辨证治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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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年度开设的中医课程、任课教师和修课人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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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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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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 钱瑞琴、马治中 

中医诊断学 150 蒋文跃 

中药学 150 王传社 

方剂学 100 马治中 

经络与腧穴 150 李志新 

中医药学概论 100 药学本科及本硕班 钱瑞琴、蒋文跃、李志新 

中医药学概论 180 药学夜大本科 
蒋文跃、李志新、马治中、

王传社 

中医养生学 200 北大校本部 蒋文跃 

名中医治病现场系

列讲座 
20 本科生 蒋文跃 

中医入门 130 北大校本部 钱瑞琴 

中医针灸基础理论 41 八年制 

张学智、张前进、崔海燕、

丰胜利、梁文郁、赵冬梅、

刘大新 

北大医院中西医

结合科 

中医针灸学 24 八年制 
聂有智，李东，史成和，

和岚 
北医三院中医科 

中医针灸学 24 护理本科 
王春勇，申洪波，刘君，

刘承，郭佳， 

中医针灸学基础 75 

预防 2008级 

李国菁 
北京世纪坛医院

中医科 
四诊、脏腑学说及病

因、中药方剂 
75 周铭 

中西医结合基础理

论 
60 

临床医学专业 2007 级

八年制 
王学美 

北大医院中西医

结合科 

中医基础与针灸学 40 北医口腔 8年制 镁日斯、陈妙、糜小英 深圳医院中医科 

中医基础理论及针

灸基础 
120 北医八年制临床医学 

王少杰，赵辉，白文，尹

东辉，王今芳，俞杰 
人民医院中医科 

口腔黏膜病学提高

课 
76 2006、2007级本科生 华红，刘宏伟，刘晓松 

口腔医院中医粘

膜科 
口腔黏膜病学 PBL

课 
36 2008级本科生 

华红、刘宏伟、闫志敏、

刘晓松 

本科生专业英语课 76 2006、2007级本科生 刘宏伟 

韦氏成人智力及记

忆量表、临床心理咨

询个案督导 

60 

承德医学院、内蒙古医

科大学、中科院心理

所、北京大学医学部 

崔界峰 
北京回龙观医院

中西医结合科 

中医学 36 2010级留学生班本科 
牛晓亚、张晓苏、许有慧、

赵昱 
北中医 

 

研究生培养工作 

北京大学医学部中西结合学系具有中西医结合基础和中西医结合临床（科学型、专业型）

两个二级学科的硕士授予权，具有中西医结合临床学科的博士授予权，中西医结合一级学科

博士授予点。 

培养高水平的中西结合基础和临床的研究人才是北京大学医学部中西结合学系的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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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之一。但是，尚缺少中西医结合基础二级学科博士授予点。 

本学系的研究生导师和招生专业、开设研究生课程、2012 年毕业的研究生、在读研究

生简介如下： 

1．研究生导师和招生专业 

导师姓名 招生学科和专业 招生类型 研究方向 招生学校 

韩晶岩 中西医结合临床 

科研型博士 

科研型硕士 

硕博连读 

直博 

 

血瘀和活血化瘀研究 北医 

王学美 中西医结合临床 
中西医结合防治老年

病 
北医 

钱瑞琴 中西医结合临床 抗炎免疫 北医 

李萍萍 肿瘤学、中西医结合 

肿瘤中西医结合治疗

及中医抗肿瘤机制研

究 

北医 

韩淑燕 肿瘤学 
科研型硕士 

 

天然药物抗肿瘤的疗

效评价及机理研究 
北医 

张学智 中西医结合临床 
科研型博士 

临床型硕士 

中医药防治消化系统

疾病 
北医、北中医 

王少杰 

中西医结合临床 
临床型博士 

临床型硕士 发作性睡病的临床与

基础研究 

北中医 

中西医结合内科学 临床型博士 
北医 

中西医结合内科学 临床型硕士 

白文 中医内科学 临床型硕士 中西医结合脑病 北中医 

马治中 中西医结合基础 科研型硕士 中西医结合脑病 北医 

蒋文跃 中西医结合基础 科研型硕士  北医 

王传社 中西医结合基础 科研型硕士 

中医药治疗微循环相

关疾病作用机制的实

验研究 

北医 

刘宏伟 口腔粘膜病学 

临床型硕士 

临床型博士 

科研型硕士 

科研型博士 

口腔黏膜癌前病变、糖

尿病与口腔黏膜病的

关系、艾滋病的口腔表

现、干燥综合征的诊

治、口腔念珠菌病的研

究、中药在口腔黏膜病

治疗中的机理研究 

北医 

华红 口腔粘膜病学  北医 

黄力 中西医结合内科学 科研型硕士 中西医结合心血管病 北中医 

 

2．开设研究生课程 

课程名称 课时数 主讲教师 

中医基础理论及其现代研究 48 
韩晶岩、钱瑞琴、马治中 

蒋文跃、李志新、王传社 

动态可视化技术在血瘀研究中的应用 18 韩晶岩、王传社 

中医药防治肿瘤研究进展 23 李萍萍、韩淑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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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外合作 

1． 国际合作 

1）肿瘤医院中西医结合暨老年肿瘤科与美国康州新伦敦地区劳伦斯纪念医院麻醉科于

2013年 3月 25日启动“肿瘤姑息疼痛学科建设”中美合作项目，进行癌痛相关的临床

研究及学术交流。 

2）与美国 M.D.Anderson 症状控制研究中心继续合作，进行肿瘤常见症状控制临床研究。 

2.国内合作： 

1）2013年 10月：香港大学中医药学院沈剑刚教授与韩晶岩教授签署合作研究的协议 

2）2013年 10月：香港浸会大学中医药学院吕爱平教授与韩晶岩教授签署合作研究的协

议 

3）2013 年 3 月：北京中医药大学第一临床医院东直门医院刘长信教授与韩晶岩教授签

署合作研究的协议 

4）肿瘤医院中西医结合科与北京中医医院合作申报的北京市科委项目“中医药治疗乳

腺癌癌因性疲乏等相关症状的临床研究”课题正在进行临床研究中。 

5）2009 年与香港大学口腔颌面外科研究室郑立武教授建立合作研究关系 

6）与北京中医药大学合作项目“参与中医体质与健康医学协作创新计划” 

3.校内合作： 

1）2013年 4月,北大医学部基础医学院解剖学系周长满教授与韩晶岩教授签署合作研究

的协议 

2）2006 年,与北京大学肿瘤医院病因学研究室邓大君教授建立合作研究关系 

研究机构 

1.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痰瘀重点研究室主任：韩晶岩教授 

2.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微循环三级实验室主任：韩晶岩教授 

3.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药药理（肿瘤）三级实验室主任：李萍萍教授 

4. 北京大学中西医结合研究所负责人：王学美研究员 

5. 北京大学医学部天士力微循环研究中心主任：韩晶岩教授 

学系章程 

第一条 

北京大学医学部中西医结合学系（以下简称中西医结合学系）（Department of 

Integration of Chinese and Western Medicine, Peking University Health Science Ce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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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基础医学院的中西医结合教研室、北大医院的中医/中西医结合科、人民医院的中医科、

三院的中医科、肿瘤医院的中西医结合科（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肿瘤三级实验室）、口腔医院

的中医粘膜科、六院的中西医结合科、北京大学中西医结合研究所、医学部天士力微循环研

究中心（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微循环三级实验室）、各教学医院中医相关科室等联合组成。 

第二条 

中西医结合学系的办公室设在北京市海淀区学院路 38号（邮编：100191），基础医学院

细胞楼 1楼 101室。电话：010-8280-2862，电传：010-8280-2996。 

第三条 

    中西医结合学系接受北京大学医学部各行政管理部门和各科室所在的二级学院或医院

领导。 

第四条 

    中西医结合学系将促进基础和临床中西医结合学科在教学、科研、医疗、学科建设、国

际合作等方面的合作，为医学部学生提供良好的中西医结合教学环境、为研究生提供良好的

科学研究环境、为患者提供良好的医疗环境、建立合作研究机制、引领中西医结合学科发展、

促进中医的现代化和国际化。 

第五条 

  中西医结合学系设主任 1人、副主任若干、主任助理若干、秘书 1人、学术管理委员会、

办公室、教研室、研究室（所、中心）、科室。 

第六条 

 中西医结合学系的学术管理委员会由当选的主任、副主任和秘书组成。中西医结合学系的

学术管理委员会负责选举下届的学系主任、副主任，商议中西医结合学系的教学、科研、医

疗、研究生培养和学系发展相关的重大事宜。中西医结合学术管理委员会在双月最后一周的

周四 14：00-15：30在系办公室举行例会。例会由系主任主持。 

第七条 

     1．中西医结合学系的主任由系学术管理委员会从满足以下条件的各科室主任中提出候

选人，经学术管理委员会以无记名投票方式选举产生（得票超过 1/2，且得票多者当选），

报医学部部务会批准。 

2．中西医结合学系主任的任职条件和期限； 

1）为人正派，学风严谨和高尚的师德 

2）有教强的组织能力、沟通能力、社交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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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中医药或中西医结合领域有系统的研究经历，稳定的研究方向，主持过国家级研

究项目 

4） 作为责任作者发表过 10篇以上 SCI论文 

5）在中医药或中西医结合界有广泛的影响，任过国家二级以上学会的副主任委员以

上职务 

6）有国际交往能力和交往经验 

7）有本科教学和研究生培养的经验 

8）具有博士学位和教授职称 

9）有清晰的学科发展思路 

     3．系主任任期 4年，可连选连任，但不可超过二任。 

第八条 

    中西医结合学系的副主任由系主任提名，经学术管理委员会以无记名投票方式选举产生

（得票超过 1/2 者当选），报医学部部务会批准。副主任任期 4 年，可连选连任。副主任协

助主任工作。 

第九条 

    中西医结合学系的主任助理由系主任提名，经学术管理委员会以无记名投票方式选举产

生（得票超过 1/2 者当选）。主任助理的任期由系主任决定，主任助理协助主任和副主任工

作。 

第十条 

中西医结合学系设系办公室，负责学系的日常管理及各项工作的协调。办公室主任由学

系主任聘任，任期由主任决定，完成主任交办的工作。 

第十一条 

中西医结合学系所属的教研室、研究室（所、中心）、科室的主任和副主任产生办法暂

同以往。 

第十二条 

    中西医结合学系积极争取医学部在教学、科研、医疗、人事、办公用房、科研用房、研

究设备更新和购置方面的支持和投入，积极争取社会投入。 

第十三条 

  中西医结合学系在医学部财务处设立专门的帐户，接收学系从多种渠道争取到的经费，

按照“北京大学医学部财务管理办法”执行。但是各科室的科研经费及管理经费的管理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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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办法不变。 

第十五条 

    本章程未尽事宜，经由系学术管理委员 2/3以上委员通过，可以增加。 

第十四条 

本章程自系学术管理委员会通过之日起开始执行。解释权归中西医结合学系学术管理委

员会。 

 

第二届北京大学医学部中西医结合学系组成成员 

 

主任： 韩晶岩北京大学基础医学院中西医结合教研室主任 教授 

北京大学医学部天士力微循环研究中心主任 

副主任： 科研：李萍萍北京大学肿瘤医院中西医结合科主任 主任医师、教授 

医疗：张学智北京大学第一医院中西医结合科主任 主任医师 

研究生：王学美北京大学第一医院中西医结合研究所 研究员 

教学：王少杰北京大学人民医院中医科主任 主任医师 

医疗：李  东北京大学第三医院中医科主任、主任医师 

医疗：华红北京大学口腔医院中医粘膜科主任 主任医师 教授 

成员： 郑  洁北京大学深圳医院中医科主任 主任医师 

卢世秀北京大学首钢医院中医科主任 主任医师 

马玉棋北京积水潭医院中医科主任 副主任医师 

李晔北京医院中医科 副主任医师 

黄力中日友好医院中西医结合心内科主任主任医师 教授 

冯兴中北京世纪坛医院中医科主任 主任医师 

王意忠北京航天医院血液内分泌科主任 主任医师 

牛晓亚北京民航总医院中医科主任 副主任医师 

闫少校北京回龙观医院中西医结合科主任 副主任医师 

陈春玲 北京王府中西医结合医院  副院长 主任医师 教授、 

秘书： 王传社北京大学基础医学院中西医结合教研室副主任 副教授 

北京大学医学部天士力微循环研究中心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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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系学术管理委员会 

主任     韩晶岩 

委员   李萍萍、张学智、王学美、王少杰、李  东、华  红 

秘书     王传社 

学系的建设目标 

1. 形成国内一流的中西医结合教学团队，为医学部本科和研究生教学服务。 

2. 建成中西医结合学科一级学科博士授予点、博士流动站、重点学科, 培养和输送高

水平中西医结合研究人才。 

3. 搭建形成多学科研究平台, 行成高水平中西医结合研究团队，面向国家重大需求, 

基于中医的理论和方法，提出解决复杂性疾病的预防、诊断、治疗理论和新方法, 为

中医药现代化服务。 

4. 建立国际中医药合作交流的网络, 通过中医药国际化, 使中医药造福于全人类 

联系办法 

邮编：100191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学院路 38号 

位置：细胞楼一层东侧（微循环研究中心） 

电话：010-82802862（主任：韩晶岩） 

      010-82802867（主任秘书：李娜） 

传真：010-82802996 

Email：hanjingyan@bjmu.edu.cn（主任:韩晶岩） 

chuanshe@bjmu.edu.cn（学系秘书:王传社） 

weixunhuan@bjmu.edu.cn (主任秘书：李娜) 

 

 

 

 

 

 

 

 

mailto:hanjingyan@bjmu.edu.cn
mailto:cswang@bjmu.edu.cn
mailto:weixunhuan@bjm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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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医学部全科医学学系 2013 年度工作总结 

在医学部领导的大力支持下，在全科医学学系主任郑家强教授的带领下，在全体学系成

员、全科医学研究生导师及同学们的共同努力下，在各附属医院、各教学医院领导及教育处

等部门的大力支持下，学系于 2013年 5 月顺利完成换届工作。在本科生教学、专业学位建

设、师资培训、基地建设等方面做出很多积极而有效的探索和努力，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现将 2013年度全科医学学系具体工作总结如下： 

一、 本科生教学工作 

（一） 完成的相关工作 

1、确定了所有附属医院及教学医院，本科生全科医学概论课程统一使用的参考教材，

即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2012年出版的《全科医学概论》。 

2、确定了所有附属医院及教学医院，应统一按照医学部 2012年下发教学大纲及参考下

发的理论课课件，安排课堂理论授课内容。 

3、确定了所有附属医院及教学医院，应统一按照医学部 2012年下发教学大纲实习指导，

安排本科生全科医学社区实习内容。 

    4、为便于全科医学概论课程进一步改进与完善，2013 年 11月起草了全科医学概论课

程教学“全科医学授课评估表”，已上交学系讨论待通过。  

（二）目前存在的问题及解决方案 

为了提高本科生教学质量，根据今年三家附属医院已完成的 2009级八年制本科生全科

医学概论授课结果，需解决以下问题： 

1、医学部 2012年下发的参考理论课课件，重点不突出、条例不够清晰、可操作性不强，

需要进行修改、调整。 

2、部分全科医学概论授课教师未经过系统全科医学理念培训，影响授课质量。学系起

草并讨论通过“关于建立北京大学医学部本科生全科医学概论课程教师授课准入制度的规

定”，并提交医学部教育处。 

3、建议学系为热心于全科医学教学事业的教师多提供出国培训的机会，同时对医院建

议增强教学管理人员全科医学教学管理理念培训，以利各全科医学教研室工作的更可持续发

展。 

二、研究生培养工作 

（一）研究生培养计划的实施和完成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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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批 10名全科医学学系研究生自 2012年 9月入学以来，其全科医学研究生的培养工

作已经逐步按计划实施和完成。本年度，这些研究生已按照培养计划、完成内科系统各个专

业的轮转，在每个专业轮转结束后，所有研究生都经历了出科考试和 360度评估，并全部顺

利通过。其间，导师坚持定期与学生交流，或面谈，或用 E-mail，及时解决学生们在学习、

工作及生活中遇到的各种问题，目前，全部研究生已按预定计划，进入外科、妇科或精神科

等专业轮转。 

第二批全科医学研究生共 11名，于 2013年 9月入学，目前进入临床内科系统各专业轮

转。 

全科医学研究生，除按照卫计委及北京市相关培训要求进行培训之外，每周一次附加的

培训（包括英语沙龙、全科医学培训、临床技能培训）持续进行。学系已经与和睦家医疗全

科实践与教育中心（简称“和睦家全科”）开展合作一年余，具有海外全科医生资质及实践

经历、具有丰富的全科教学经验的医生，每个月给研究生授课一次。 

（二） 2013年度研究生培养工作中的大事记 

1、于 2012年 12月和 2013年 4月在全国医学院校推举和自考的研究生中，再次选拔

出 11名学生成为北京大学医学部全科医学学系的第二批研究生（北大医院四名、人民医院

三名、三院四名）。到目前为止，北京大学医学部全科医学学系已有研究生 21名。 

2、2013 年 9 月底，为了总结首批 10 名研究生一年来的学习情况，展示他们的学习风

貌，同时向新入学的 2013 级研究生传递全科医学的信息、借鉴上一届研究生培训的经验，

学系举办了以《我在北医全科第一年》为主题的演讲比赛。学系核心组成员、研究生导师及

10 名研究生为此作了充分的准备，研究生们分别从不同视角汇报了一年来的学习成果。无

论对他们本人、新入学的研究生，还是对导师队伍都是巨大的鼓舞。 

3、2013 年 10 月底，学系主任郑家强教授亲临北京，与全体师生一起，以社区的现实

需要为目的，共同讨论了首届全科医学研究生的研究方向，确定了他们的研究课题，并顺利

进行了开题工作。 

4、2013年 11月，在三个附属医院中，分别基于考核成绩和评估分数，各推选出一名

优秀者飞赴英国伯明翰，亲身体验英国全科医学的教程、英国全科医学诊所的实际工作及工

作流程。为期一个月的观摩学习，极为有力地推进了学生们对未来全科医生工作的模式的理

解。回国后，学系组织了学习汇报，学生们对英国的全科医学制度感触极深，对全科医生的

角色实质有了全新的理解，英国全科医生在实际工作中传达出的全人服务意识和生命全程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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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的理念以及作为健康把门人的重要作用给大家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增加了成为全科医

生的内心动力。 

5、基于北京和睦家医院服务模式更接近全科医生的特点，对未能到英国去参观学习的

同学，轮流安排到和睦家医院做一个月的轮转（因和睦家医院同时接待学习人数有限）。完

成这部分轮转的三位研究生共同反映，在和睦家医院同样感受到全科医生的工作状态和全人

照顾的内涵，对贯穿诊治过程中的人文精神很有感触，收获良多。 

6、在本年度举办的各种全科医生培训活动中（如：全国全科医师导师精品培训、全科

医学国际论坛等），每次都通知所有研究生作为志愿者参加或部分参与，共有 4人次在培训

活动中作为培训生发言，与全国各地参会人员分享经验与体会。不仅有利于研究生全面深入

了解国内外全科医学的动态和现状，锻炼其组织管理、演讲等能力，也展现了北医全科医学

培训的优质效果。 

（三）存在的问题 

1、根据研究生入学前，全科医学理论上的参差不齐的状况，原准备在研究生阶段统一

安排部分全科医学理论课，本年度尚未落实，授课内容及方式尚未考虑成熟。初步设想：自

2014 年 2月开始实施计划；导师分担授课任务；安排首批 2012级研究生承担部分授课内容

（其导师负责辅导）；内容包括：本科生阶段全科医学概论课程；社区医生常见疾病案例、

常见沟通困难案例；方法：授课、CBD或角色扮演。 

2、在医院轮转的时间和在社区的轮转如何安排才更为合适？目前的轮转计划和时间以

及先后顺序是否合理？ 

3、在轮转外科、妇科及其它小科时，由于时间短暂，学习过程与在内科不同，具体管

理病人的机会很少，基本处于观摩状态，如何改进？ 

4、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现状（与英国诊所比较）与学生的轮转学习需求之间的差距如

何缩小？ 

5、部分学生们对未来的全科医学岗位仍比较渺茫，如何解决？ 

（四） 下一步改进工作的计划 

1、完善和开始全科医学研究生阶段的课程、课件。并在第一批研究生中落实这些课程

内容（精神卫生方面等）。 

2、加强社区带教老师的培训，使之具备带领研究生社区实践的能力。 

3、在医院转科阶段，要加强各站点教师对全科医学的理解，使全科研究生尽量在短时

间内能够重点掌握全科常见多发病的诊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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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坚定学生们对未来从事全科医学的信心。 

三、师资培训部分 

（一）完成的师资培训项目 

全科医学学系致力于培养一流的全科医学师资队伍，逐步建立完善全科医学教育体系。

学系多次举办全国及医学部全科医学骨干师资培训，大力开展针对专科医师的系统培训，加

强专科医师的全科医学思维、理念、方法，使专科医师在全科医学起步阶段能够担负起培养

全科医师的重任。在师资培养过程中，学系注重与国际接轨，借鉴其他国家较完善的教学经

验，与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多名全科医学教授保持长期合作，多次邀请外国专家来京

进行师资培训。 

1、2013年 5月 26日学系联合北京大学第一医院邀请爱尔兰都柏林三一学院（Trinity 

College Dublin）公共卫生及初级卫生系全科医学教授 Thomas O’Dowd来京，举办首届北

京大学医学部全科医学师资培训。北大医院、人民医院、北医三院、积水潭医院、北京世纪

坛医院、中日友好医院、北京医院、首钢医院、民航医院、航天中心医院等 10家临床医院

各科室的 100余名医生参加了本次培训。 

2、 2013 年 6月 23日-27 日学系与全国医学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及医学部

研究生院联合主办全国全科医学师资骨干精品培训班。英国伯明翰中西大区全科医生培训中

心主任 Martin Wilkinson，英国医学科学院院士、英国伯明翰大学教授、北京大学全科医

学系主任郑家强以及来自英国的全科医师培训师 Edward Ng、Vinit Kundra、Sarabjit Soorae

作为主要培训专家参加开幕式并全程参与师资培训。来自全国各地的 130余名全科医学专业

学位研究生指导教师、带教老师及管理人员参加了培训。 

3、2013年 10月 19日-20 日，学系与医学部、北京大学第一医院联合主办首届北医全科

医学国际论坛暨第二届全国全科医学师资骨干精品培训班。全国各地全科医学教学和管理骨

干 400 余人参加培训、200 余学员参加论坛。 

4、2013年 10月 23日，学系与北京大学第一医院联合举办第二届全科医学教学骨干研

讨会。与北大医院、北大人民医院、北医三院各临床专业全科医学教学骨干 40余人，共同

探讨了全科医学住院医师/专业研究生规范化培养相关内容。 

5、2013 年 11月 3日至 7日配合继续教育处举办为期 5天的新疆全科医生骨干师资培

训班。 

6、2013 年 12月学系组织第二批北医系统全科医学导师和管理者赴英国参观学习。 

（二）学系申请的全科医学继续教育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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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负责人 工作单位 项目名称 项目编号 

迟春花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全国全科医学师资骨干

精品培训班 
2013-16-00- 054 (国) 

郑亚安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社区急症的全科医学诊

治学习班 
2013-16-00- 055 (国) 

迟春花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全国全科医学师资骨干

精品培训班 

2014年国家级继教项目

（已初步审核通过） 

刘薇薇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全科医学中的患者安全

管理高级研讨班 

2014年国家级继教项目

（已初步审核通过） 

刘薇薇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全科医学中的医疗质量

管理研讨班 

2014年国家级继教项目

（已初步审核通过） 

刘薇薇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社区卫生服务中的患者

安全管理学习班 

2014年国家级继教项目

（已初步审核通过） 

四、 全科医学专业技术职称评聘工作方面 

1、经过前期一系列调研，我们草拟的申请经学系讨论通过，2013年 6月正式向医学部

领导提交了“完善全科医学专业技术职称评聘方式的申请”。 

2、得到医学部领导的批复后，我们组织起草了“北京大学医学部全科医师二阶段培训

细则”，已上缴学系讨论待通过。希望上级部门尽早批复“北京大学医学部全科医师二阶段

培训细则”，尽快组建北京大学医学部全科医学专业技术职称评聘专家组，为进一步完善全

科医学专业技术职称评聘方式、早日解决医学部系统全科医师系列职称晋升问题创造条件。 

五、获得社会资助或全科医学项目的资金支持 

（一）与辉瑞中国签署三年合作协议 

获得资助经费：前两项 195万，第三项协议计划待补充、经费待定。 

合作内容包括三个部分： 

1、全科医学研究生师资海外（英国伯明翰大学）交流项目。   

（1）与英国伯明翰大学及英国国家医学教育局合作；师资来源主要是英国伯明翰大学优

秀全科医生及全科医学教育专家； 

（2）由全国开展全科医学教育的高校推荐骨干师资，由北医进行筛选确定； 

（3）每年 4批，每批 15-20人；每次交流时间一周，地点：英国伯明翰大学；交流内容：

全科医学理论与教学方法及临床观摩。 

2、北医全科医学国际论坛暨全国全科医学师资骨干培训班。 

3、全科医学继续职业教育与能力发展项目。预计每年 5～6场。具体计划： 

（1）北京大学医学部发起，与各地卫生厅/局全科医学培训中心合作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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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培训对象包括全科医生、中国社区卫生管理者、当地卫生行政相关管理者；培训

内容包括全科理念、疾病知识、沟通技巧等内容。 

学系将第三个项目的首个试点区域放在北京市，并已经开始与北京市卫生局、海淀区及

西城区卫生局接触并展开合作，计划对选定的八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进行系统培训。目的：

培养一批合格的全科医学师资；进一步完善全科医学师资培训系统；建立我国一流、国际上

有影响力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引进国外先进全科模式，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社区中心运行

机制和模式。该项目具有示范性及可推广性。 

（二）北京市教育委员会“北京市支持中央在京高校共建项目-北京大学医学部全科

医学培训基地建设项目”：获得经费支持 20万。项目内容包括三项：全科医学培训、全科医

学核心课程体系建设及编写全科医学教材。三项工作均已启动。 

（三）编写全科医学研究生教材“全科医学诊治精要”：获得 2013年北京大学医学科

学出版基金资助（5000 元）。编写工作进展顺利。 

六、与其他机构的合作 

（一）与英国国家医学教育局和伯明翰大学的合作：学系促进医学部、全国医学专业

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与英国国家医学教育局和伯明翰大学的战略合作，将于 2014年

4月签订合作备忘录，在全科医学领域深化合作，并探讨其他临床专业毕业后培训方面的合

作。 

（二）与和睦家医疗全科实践与教育中心的合作 

和睦家医疗科实践与教育中心（CPCPE）拥有高质量的全科医学资源。2013年 7月，北

大医院教育处和 CPCPE签署了在全科医学领域的合作协议，并聘请了三位全科医生 Evelyn 

Yu-Ting Fang（方玉婷）、Andy Huei Ming Wang(王惠民)、Andrew Perrett（裴安平）为北

大医院全科医学讲师。该中心承诺向全科医学学系提供全科教学和医疗实践的资源。在过去

的一年多时间中，该中心的教学负责人方玉婷医生组织数位来自海外、资深的全科医生、药

剂师等人员，通过坚持在每月一次的全科医学英语沙龙中授课与指导讨论、参加北大医学部

举办的全国全科医学师资培训等形式，对北大医学部全科医学研究生进行了零距离的指导和

交流，同学们的全科医学理念、英语素养等都有显著提升。三位首批全科医学硕士研究生在

北京和睦家医院完成了为期 3周的学习，完善了他们的全科医学理念，提高了全科实践及管

理技能，增强了他们学习全科医学的动力。 

（三）与英国医学杂志集团的合作 

英国医学杂志集团（BMJ group）拥有丰富、一流的全科医学资源。学系积极与该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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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邀请该集团中国区负责人及其团队为学系师生讲授医学网络资源使用，促进该集团提

供免费试用部分全科医学电子资源的机会，提升师生们获取全科医学信息的能力，也将会促

进全科教学及评估工作的完善。 

（四）中国医学论坛全科医学周刊合作 

1、开展社区培训项目。学系与全科医学周刊联合主办了“慢病论坛-COPD 全科论坛”，

走进什刹海社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结合社区中心实际病例，与社区医生一起探讨疾病的诊

断、社区最佳管理。 

2、与全科医学周刊合办、开辟了“全科思维训练营”专栏，每月一期，以慢性疾病具

体病例为线索，结合专科专家的优势及全科思维方式，系统阐述慢性疾病的优化管理，收到

读者的好评。 

七、学系成员及导师全科医学相关社会兼职 

姓名 工作单位 全科医学相关社会兼职 

迟春花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中国医师协会全科医师分会常委； 

中国女医师协会全科医学专家委员会委员； 

北京市健康医学科普专家； 

《中国全科医学》编委； 

《家庭医生》杂志编委。 

苗懿德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中华医学会《健康世界》编委 

刘薇薇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海峡两岸医药卫生交流协会全科医学分会专家委员

会委员； 

中国女医师协会全科医学分会专家委员会委员； 

《中国全科医学》编委； 

《全科医学周刊》编委。 

高嵩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北京市全科医师规范化培训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陈狄 北京积水潭医院 北京医师协会全科专科医师分会常务理事 

白文佩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北京市住院医师规范化培养全科医学委员会委员 

李月 
航天中心医院永定路

社区服务中心 

北京医学教育协会理事； 

中国医师协会全科医师分会理事； 

北京医师协会全科专家委员会委员； 

2013年北京市社区卫生首席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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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医学部风湿免疫学学系 2013 年度工作总结 

北京大学医学部风湿免疫学学系成立于 2011年。在 2013年度成功举办了风湿免疫学疑

难病例讨论会、类风湿关节炎国际论坛、特殊主题学术研讨会等学术活动。 

一、风湿免疫学学系工作汇报及工作计划启动 

在 2013年 1月进行了学系各单位工作汇报，各单位汇报了 2012年工作进展。2012 年

学系所属各科室在临床工作的开展、教学成果以及科研工作方面都取得了很多的成绩，大家

在本次会上一一展示，不仅增进了彼此之间的了解，而且促进了彼此之间合作创新的机会。 

学系委员们还就学系 2013年的工作重点进行了讨论。风湿免疫学学系主任栗占国教授

做了总结性发言，强调了学科互动交流的必要性，并对学系 2013年的工作计划进行了展望

和布置。（图 1） 

二、2013年风湿免疫学疑难病例讨论会 

北京大学医学部风湿免疫学学系年度活动暨风湿病中枢系统感染研讨会于 2013年 1月

12日在北京举行。会议由人民医院风湿免疫科主办，学系所属 9家医学部附属和教学医院

风湿免疫科主任、学科骨干及在校生和进修医积极参与了此次会议，学系主任人民医院栗占

国教授、副主任北大一院张卓莉教授、人民医院苏茵教授、三院刘湘源教授、北京医院黄慈

波教授、中日友好医院王国春教授及积水潭医院伍沪生教授出席并担任会议主持。 

    会议第一部分针对风湿病患者中枢系统感染的主题，邀请了宣武医院神经内科的郭冬梅

教授、以及人民医院血研所的许兰平教授分别就中枢系统感染和免疫功能低下患者的机会性

感染进行了深入、系统的讲解（图 2-3），之后人民医院风湿免疫科姚海红医生通过典型病

例的讲解及系统的文献回顾对风湿病患者合并中枢系统感染做了较为全面的总结。学系委员、

学科骨干及到场的研究生们进行了现场提问及热烈的讨论。 

三、类风湿关节炎国际论坛（IFRA 2013） 

由北京大学医学部主办的第五届“类风湿关节炎国际论坛”于 2013年 9月 14~15日在

京隆重召开。本次论坛邀请到 30余位国内外著名风湿病及免疫学专家到会。来自美国、英

国、加拿大、瑞典、以色列、荷兰、日本、香港及我国的风湿病学和免疫学领域近 500名学

者齐聚北京，进行了 36场精彩的大会演讲及 3场“专家面对面”专题答疑讨论，就类风湿

关节炎的发病机制、诊断及规范治疗和相关领域的最新进展做学术报告。进一步加强了国内

外在类风湿关节炎基础和临床研究领域的深入沟通和交流。会前的风湿免疫学科研究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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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骨干技能拓展高研班，对基础及临床科研研究方法、糖组学的临床应用、高通量生物标记

物的筛选等问题进行探讨。 

    会议由北京大学医学部主办，北京大学医学部风湿免疫学学系所属的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协办。学系主任、各副主任在会议的策划、实施过程

中担任了重要工作，并在大会上作为主持人或讲者，学系骨干担任了会场同声传译等工作，

为会议的成功召开做出了贡献。学系所属各医院风湿免疫科医师、在院研究生共 70 余人积

极参会，并分别参与了会议的筹备、会务支持、交流及组织服务等工作。学系各单位通过此

次活动加深彼此间交流，为进一步的合作创造了更好的条件。 

 

 
 
 
 

 

 
风湿免疫学学系年度工作汇报会议（2013 年 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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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医学部放射肿瘤学系 2013 年度工作总结 

2013 是放射肿瘤学系是成立的第 2 年，本年度我们工作的重点是放在对内宣传和对外

联系上。现将 2013年的工作总结如下: 

一、利用各种机会，大力宣传放射肿瘤学系  

 5 月 3 日上午，在北京大学医学部 4 教举办抗癌科普宣传讲座 1 次，让本科生初步了解肿

瘤，了解放射肿瘤学系。 

5.22 日上午，在北医领导的大力支持和学系成员的共同努力下，放射肿瘤学系成立一

周年庆典仪式在北京友谊宾馆礼堂隆重举行，医学部相关领导、各成员单位相关领导及中华

医学会放射肿瘤分会、中国抗癌协会放疗专业委员会、北京医师协会放疗专家委员会相关负

责人均参加了该仪式并讲话。当天下午举办了肿瘤放疗相关学术讲座，晚上举办了庆典晚会，

达到宣传放射肿瘤学系的目的。 

二、利用北大放射肿瘤学系平台，开展多种学术活动 

（一）2013年，以肿瘤医院为主体，在北医系统内部，举办放疗临床及相关讲座 31次，

放射物理及放射生物学讲座 8次。此外，还组织研究生英语读书报告会 29次。 

（二） 邀请国外专家举办讲座 3次，并组织各医院专家参加交流，其中包括邀请国外专

家介绍国外住院医师培训制度等。 

(三)  参加并组织大型会议多次。如 2013.9.2-5 主办国际放射性粒子组织间近距离治

疗肿瘤学术大会；2013年 10月 19日组织参加中美放射肿瘤进展论坛；2013年 10月 25-27

主办全国性继续教育项目—全球肿瘤放疗进展论坛；2013年 11月 1组织参加亚洲肿瘤放疗

学术论坛等。 

（四）参与卫生部《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基地标准（放射肿瘤科）细则》及《住院医师

规范化培训标准（放射肿瘤科）细则》的起草工作；参与北京市《肿瘤放射治疗专科医师培

训细则（草案）》的起草工作。 

三、 完善“北京大学放射肿瘤学系”网站。 

经过一多年的努力，已初步建成“北京大学放射肿瘤学系”网站，域名为：

www.pkuro.net。内容已初步充实。 

四、 开设《放射肿瘤学入门》选修课程 

 2013 年下学期后半学期在北医本部开始了 18 课时的《放射肿瘤学入门》选修课，并获得

了好评。 

五、2014年规划 

在 2013年基础上，重点抓以下几点： 

1）继续完善课程的实施. 

2）加大学系与国内外相关学术团体交流的广度与深度 

3）加强系内交流 

4）编写北医本科肿瘤放疗教材 

5）聘请国际知名专家为学系客座教授 

http://www.pkuro.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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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医学部胸外科学学系 2013 年度工作总结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胸外科学系于 2012年 6月 6日成立。人民医院胸外科王俊教授担任

学系第一届主任，来自 14家附属医院和教学医院胸外科的主任、副主任共 20人组成北京大

学医学部胸外科学学系第一届成员。 

学系于 2013年主要完成以下工作： 

1. 召开第十八届全国胸腔镜胸部微创手术学习班。会议由北京大学医学部胸外科学学系、

中华医学会胸心血管学分会胸腔镜学组联合主办，来自全国 100余名胸外科医师参会； 

2. 联合开展研究生、住院医师一阶段考核，研究生毕业答辩； 

3. 组织学系成员单位编写、修订北京大学医学部八年制医学生胸外科教学大纲 

4. 教材编写 

a) 《外科学》全国高等学校五年制本科临床医学专业教材，陈孝平主编，人卫出版社，

第八版，肺部疾病章节的编写。 

b) 《外科学》，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出版，王宇主编，十二五规划教材，第三版，肺

部及纵隔疾病章节的编写。 

c) 《胸心外科学》，卫生部住院医师规范化教材，王俊教授副主编，负责组织全国胸

外专家编写，学系成员参与。 

d) 《胸外科学》，卫生部研究生规范化教材，王俊教授主编，负责组织全国胸外专家

编写，学系成员参与。 

5. 召开胸外科学学系学术总结交流。在京 12家学系单位参加，交流相关技术经验，同时

每个学系成员单位报告各自 2013年的工作成绩与 2014年工作计划，商议学系 2014年

主要工作； 

6. 申报多项课题，获得 863，国家自然基金，省部级课题近 10项；发表论文 20余篇。 

 

附：北京大学医学部胸外科学学系学术年会总结 

2014年 1月 10日，北京大学医学部胸外科学学系在北京举办学术年会。北京大学第一

医院，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北京大学肿瘤医院，卫生部中日友好医院，

卫生部北京医院，北京积水潭医院，北京首钢医院，解放军 306医院，民航总医院，北京世

纪坛医院，航天中心医院，北京仁和医院共计 13家学系成员单位参加此次会议。 

会议由北京大学医学部胸外科学学系秘书，北京大学肿瘤医院胸外科主任陈克能教授主

持。各家单位总结了过去一年各自在医、教、研各方面的成绩，展示各自的学科特色。与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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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就医疗新技术、新进展、学系内部合作、2014 发展规划等展开热烈讨论。 

北京大学医学部胸外科学学系主任，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胸外科主任王俊教授对一年来学

系的工作做出总结，他指出过去的一年里，我们胸外科学学系各个成员单位都取得很大成绩，

硕果累累。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手术量大。2013 年我们学系 14 家单位累计手术量达到 6000 例以上，年手术量

超过 1000例的有四家； 

第二，技术新。即各单位开展很多新手术。如第一医院的气管移植手术；积水潭医院的

胸壁巨大肿瘤切除胸壁重建术；人民医院的同步放化疗后胸腔镜肺叶切除术； 

第三，发展快。传统的发展较好单位继续保持了在国内的优势地位。同时，学系中一些

单位胸外科虽然成立不久，但发展迅速，并形成自己的特色。如积水潭医院的胸外伤治疗，

306 医院航天医学等 

第四，科研成果丰硕。学系累计发表 SCI论文 20 余篇；获得包括 863 课题，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省部级课题累计近 10项；培养 10余名博士、硕士研究生。 

第五，编写教材。2013 年我们主编或参编 4 本教材，涵盖了医学生、住院医师、研究

生、内镜专科医师的培训教材。这些教材包括：《外科学》第八版（全国高等学校五年制本

科临床医学专业教材，陈孝平主编，人卫出版社出版）。《外科学》第三版，（王宇主编，北

京大学医学出版社出版，十二五规划教材）；《胸心外科学》王俊教授副主编（卫计委住院医

师规范化教材）；《胸外科学》王俊教授副主编，（卫计委研究生规范化教材），王俊教授主编。 

最后，王俊主任总结了未来学系工作的规划。2014 年学系成员单位将共同申报科研课

题，开展多中心临床研究，加强学术交流，联合培养学生，组织中青年医师论坛，共同编写

学术专著。学系成员单位将进一步互相支持，加强合作，共同发展，把北京大学医学部胸外

科学学系建设成医、教、研各个领域全面领先的学术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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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医学部血液病学学系 2013 年度工作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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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 2013-4-1 日成立。

在成立的半年内，在学系主任黄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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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北京大学血液病研究所为核心单位，学系内部北大医院、北京航天中心医院 2 家

参加单位，联合申请获得了北京大学临床研究项目“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第一次缓解期单倍

体相合造血干细胞移植和化疗比较的多中心、平行、随机对照研究。于 2013年 11月 2日获

得北京大学生物医学伦理委员会批准。准备纳入 300例病人，研究时间为 2014-2017年。2013

年 11月 12日多中心合作单位在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血液科进行了方案培训。2013年 12月 26

日召开了启动会前多中心方案培训，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血液科全体医生、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血液科主要负责人、北京大学航天临床医学院血液科主要负责人参加了方案培训。并就项目

执行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问题进行了讨论。为下一步启动该研究奠定基础。2013年 12月在国

际临床试验注册网站进行注册（http://clinicaltrials.gov）登记。 

2、2013年 9月 6日至 8日，中华医学会血液学分会与北京大学血液病研究所联合主办

了北京国际造血干细胞移植会议暨中华医学会第八届全国造血干细胞移植学术会议，现任学

系主任、中华医学会血液学分会候任主任委员、亚太血液联盟主席黄晓军教授担任大会主席。

大会主题围绕造血干细胞移植模式、移植后合并症和复发等多个方面，涉及临床和基础研究、

前沿和热点问题探讨等。会议共收到征文 421篇，其中包括医疗相关文章 3 7 4篇，护理内

容的文章 4 7篇，来自十余个国家及地区的 500余名专家齐聚一堂，共享精彩学术盛宴。会

议综合了特邀报告、大会发言、论文讨论、壁报等多种形式，对造血干细胞移植基础及临床

研究进展等问题进行了充分交流与讨论。 

3、学系主任黄晓军教授为主编，学系内部成员及全国其他单位著名血液病学专家参编，

编写《实用造血干细胞移植》，预计于 2014年出版。本书为国内第一本以实用为目的的造血

干细胞移植指导用书，很好的为国内血液科医生服务，期望成为血液病界有影响力的专著，

提高国内的造血干细胞移植水平。 

二、学系成果 

(一) 北京大学血液病研究所 

1. 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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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年度有 6 人参与讲大课，共 10 次 20 课时。1 人参与血液科见习的带教工作，较好的

完成了教学任务，受到教办老师及学生的一致好评； 

2）各个病房组织定期小讲课，开展多次教学活动，包括如何撰写教学论文、住院医师培训、

标准化病人的应用等； 

3）1人积极参加北京大学人民医院中青年医师教学技能比赛。2人获得北京大学人民医院教

学课题。1 人发表教学论文 1篇； 

4）本年度作为组长单位承担北京市住院医师第一阶段考试、北京大学医学部主治医师资格

考试、北京大学医学部转博考试血液科命题工作； 

5）申报并举办国家级继续教育项目 2项：中国医师协会血液科医师论坛(暨血液恶性肿瘤诊

治进展学习班)、造血干细胞移植护理进展及造血干细胞移植病房管理学习班；市级继续教

育项目 1项：第二届造血干细胞移植及白血病化疗护理进展学习班。在中国医师协会血液医

师分会的领导下，在全国范围内开展血液系统疾病规范化诊治培训班 6次，平均 100人/场，

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中国医师协会血液科医师抗感染论坛 4次，平均 80人/场。科室对进修医

师进行认真的管理、培训； 

6）承担进修医内科百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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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个省市的进修医师 30 名，进修护士 25 人。定期组织进修医师护

士进行专业先进知识及技术的讲座。 

7）参与编写第 54届美国血液年会“教育文集”汇编，造血干细胞移植护理进展及管理学习

班教材，血液病护理进展学习班教材等。 

2. 科研： 

1） 2013年度内血研所共计发表 SCI论文 35篇，其中 JCO、Blood、leukemia各 1篇，最高

SCI 影响因子 18.372； 

2） 2013 年度授权专利 7 项；2013 年度内多人承担或获得多项国家或省部级课题，已知今

年新获批基金项目 13项，接近 1135万；在研项目 30项，共计金额 2510万。 

3） 2013年度内获北京大学医学部发明专利奖 2项分别为：1、基于 MAGE-C2/CT10 基因辅助

诊断多发性骨髓瘤患者的定量检测试剂盒，获奖人员：黄晓军，阮国瑞，江滨等；2、

一种辅助诊断多发性骨髓瘤的试剂盒，获奖人员：阮国瑞，黄晓军，张瑶等。 

4） 本年度北大血研所再次获得北京大学人民医院优秀科研团队，截止目前已经蝉联 6年。 

5） 本年度年血研所在血液病学届国际性会议，包括 BTG、ASBMT、EHA、EBMT、ASH、APBMT

共有大会发言 12 人，均为年轻医师，其中主鸿鹄副主任医师在 BTG 大会上获得最佳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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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报告奖，赵翔宇主治医师获 2013 年 ASH Travel Award。同时 2013年 12 月刘代红教

授应邀在全世界规模最大的血液病学年会-美国血液学年会上对全球血液病学的医生进

行继续教育，内容主要为我所原创的造血干细胞移植体系的建立与完善。 

6） 参加国内会议并发言 40人次。通过这些参会发言，向国内外展示了血研所的研究成果，

提高了血研所、人民医院的知名度，扩大了影响力。 

7） 本年度 3人被分别派往美国 MD Anderson癌症中心、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血液和凝血实验室及荷兰莱顿大学进行学术访问交流。 

8） 2012 年多位国际知名专家包括意大利都灵大学血液病学系骨髓瘤组主任 Antonio 

Palumbo教授、MDanderson肿瘤中心 Parmar Simrit教授来、荷兰莱顿大学 WillemEduard 

Fibbe 教授、德国汉诺威大学的 Arnold Ganser教授等来我所进行学术交流和访问。 

9） 黄晓军教授荣获欧洲骨髓移植协会（ European Group for Blood and Marrow 

Transplantation, EBMT ） 颁 布 的 “ 欧 洲 骨 髓 移 植 协 会 圣 安 东 尼 成 就 奖 ”

（Saint-Antoine-EBMT Achievement Award）。该奖项是 EBMT依据法国法律设立的国际

性医疗奖项，用于表彰对血液病诊治领域中做出科学创新及卓越成就个人或团体。EBMT

奖项评审委员会强调此次授奖为奖励黄晓军教授在创立、完善亲属单倍型造血干细胞移

植事业中所做出的突出贡献。 

10） 黄晓军所长荣获第四届国际恶性血液病大会授予的“全球血液肿瘤学术研究杰出贡献

奖” 

11） 黄晓军所长当选为中华医学会血液学分会第九届委员会主任委员。 

(二)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血液科 

1. 教学 

1） 血液科各级医师均按要求完成了本年度的教学绩效。科室副高以上人员配合医学部教改，

做了多次联合备课，进行周密的教学计划，进一步完善血液系统的本科教学系统改革，

规范和充实 CBL案例教学。 

2） 积极配合教育处要求，进行岗位胜任力导向的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 

3） 血液科王颖等 3位教师参与市级课题 1项；王颖医师牵头承担国家级课题 1项；血液科

王颖、欧晋平、王茫桔、李渊、王莉红 5 位教师参与北京市 2013 年住院医师临床能力

大赛（内科）的组织、出题、裁判工作。 

4） 2013年度撰写教学文章共 3篇。 

5） 血液科王颖医师获北京大学校级教学成果一等奖 1项及二等奖 1项。王颖医师获北京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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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优秀教师奖项，梁赜隐医师获院级优秀青年教师奖项，王倩医师获 2013 年度内科优

秀主治医师。血液科本年度圆满组织了血液肿瘤高峰论坛，全院近 300位学员参加了继

续教育学习。 

2. 科研 

1） 本年度血液内科共获得基金课题 3项； 

2） 全年发表文章共 20 篇，其中核心期刊发表 10 篇，SCI 收录 10 篇，论文数量尤其 SCI

文章较去年大幅增长（增长率 400%）； 

3） 2013年度参加国内国际会议交流共 10次，其中大会投稿 15篇，国内大会报告 2例，国

际大会墙报 4篇。我科本年度圆满结束 1项国际多中心临床试验，并先后开展了 7项临

床药理基地试验，其中包括 3项国际多中心临床试验。 

(三)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血液科 

1. 教学 

1）2013 年度我科参加了 8 年制临床和药学院的内科学理论授课以及见习带教等教学工作，

今年根据医学部、医院及教育处对临床医学教学改革的指导精神和具体部署，血液科将 8

年制教学任务按照内容需要分为理论授课、CBL教学（导师引入式教学）、PBL教学及见习带

教。教研组按照教学方案对于理论授课和见习授课进行教学准备和教学安排，并组织科室所

有教师进行集体备课。 

2）对于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工作采用主治医师“一对一”带教，提高规范化培训的效果。

科内人员的继续教育工作完成较好，全体人员完成学分要求，并参加科室每周一次的疑难病

例讨论和每 2周 1次的科内业务学习。对于进修医师能够做到认真执行座谈会制度，加强对

于进修医师的临床及理论知识的指导； 

3）2013年我科继续举办了国家级继教项目——淋巴瘤诊疗进展学习班，参加人数 200余人，

在国内享有较高的声誉； 

4）承担区县级继续教育项目 7次，并按时完成。 

2. 科研 

1）2013年全科人员共发表论文 13篇，其中 medline收录 3篇，核心期刊收录 10篇； 

2）获得北京市自然科学基金 1项。 

(四) 北京首钢医院血液科 

1. 教学： 

1） 完成北京大学医学部 2009 级医学英语班及 2010 级口腔班的血液病教学（授课与见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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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 

2） 完成辽宁医学院 2009级（实习带教）及 2010级（授课与见习）的血液病教学工作；完

成 18位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工作； 

3） 1名被评为北京大学首钢医院 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工作“ 优秀指导老师”；1名被评为

北京大学首钢医院教学工作  “优秀教师”。 

2. 科研： 

1） 新获课题课题《氟达拉滨治疗惰性淋巴瘤后免疫球蛋白定量观察》已经获准吴阶平医学

基金会临床科研专项资助基金； 

2） 计划与首钢 4所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本院体检中心合作，开展课题《通过对血细胞增高

者进行 JAK2 基因突变检测及 MPD早期诊治，降 MPD的并发症》的研究。 

3） 目前正在申请北京大学首钢医院临床重点项目。 

4） 发表核心期刊 2 篇；李德津参与金盾出版社 2013 年 2 月出版的《常见骨关节疾病防治

知识》一书中“血友病性关节炎”一章的编写。 

(五) 北京大学深圳医院 

2013 年度新获深圳市科技创新委员会资助项目 1 项；发表 SCI 论文 1 篇，核心期刊 7 篇。

有 20人次参加国际及国内学术会议，其中 2人有大会发言。 

(六) 北京积水潭医院 

1. 教学： 

1）完成北大医学部 5 年及 8 年制的血液学授课共计：9 学时，新增了 CBL 教学模式，收到

了良好的效果 

2）完成北大医学部 5年及 8年制临床实习教学工作,实习生: 26人,见习 26人 

3）完成大内科住院医师及全科医师培训授课工作 

4）完成北大医学部教学病历讨论 2学时—石磊 

5）白砚霞全院继续教育授课一次:” 多发性骨髓瘤的诊治” 

2. 科研 

1）我科正在进行“硼替佐米为主的联合化疗对多发性骨髓瘤骨代谢的影响”的课题，正在

进行数据收集和整理阶段 

2）发表论文：核心期刊 2篇 

(七) 卫生部北京医院 

1. 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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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名骨干医生出国学习；1名骨干医生到北京大学血液病研究所进修造血干细胞移植； 

2. 科研 

1）2012、2013 年各组织北京老年白血病高峰论坛 1次； 

2）2013获得老年白血病分层治疗临床及实验研究科研课题一项，并准备在北京牵头进行老

年白血病的协助研究； 

3）2013 年度发表 SCI文章 3篇，发表核心期刊论文 6篇； 

4）2013年新增全国常委 1个：中国老年学学会老年肿瘤专业委员会淋巴血液肿瘤分委会常

务委员；新增全国委员 1个：中国淋巴瘤联盟委员；新增北京市委员 3个：北京医师协会血

液内科专科医师分会理事、北京医学会临床药学分会委员、北京医师协会内科专科医师分会

理事。 

(八) 北京世纪坛医院 

1、 教学：圆满完成了北医预防医学系理论课和实习课程的教学任务，无任何差错及不良投

诉。 

2、 科研：完成科研论文一篇；获得院级科研基金资助一项。 

(九) 北京航天中心医院 

1. 教学 

1） 继续承担北医本科教学，其中理论教学共 19学时，实践教学共 74学时； 

2） 科内组织本学科业务培训 29 次，每次 26 人； 

3） 共进行教学查房六次（三次为实习学生，三次为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基地演练）； 

4） 举办北京市市级求是疑难病例讨论会三次； 

5） 院内大内科巡诊暨京西移植论坛一次； 

6） 2013 年 11 月，科室通过了北京市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基地（内科）的资格审核，具备

培训内科住院医师的资质。 

2. 科研 

1） 独立承担《血液病患者肝脏铁沉积状态临床评估标准的研究》课题 1项； 

2） 与院外单位合作科研课题 2项：①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治疗标危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

的疗效评估；②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第一次缓解期单倍体相合造血干细胞移植和化疗比

较的多中心、平行、随机对照研究。 

3） 发表核心期刊论文 1篇； 

4） 科内医生参加国内外学术会议 16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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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2013年 9月，科室通过了脐带血造血干细胞移植资格的评审，填补了航天中心医院第三

类医疗技术的空白； 

6） 获得 2013年航天二院的 721优秀班组称号 

(十) 卫生部中日友好医院 

1． 教学：承担北医本科教学，包括北医留学生班，北中医 7年制班； 

2． 科研：2013年新获国自然青年项目 2项、教育部归国基金 1项、吴阶平基金会 1项、院

级课题 1项；发表核心期刊论文 2篇。 

(十一) 首都儿科研究所 

尚缺。 

三、学系下一年度计划 

1、 以学系名义组织学术会议； 

2、 以学系名义组织学系内部多中心病例讨论会 

3、将北京大学临床研究项目“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第一次缓解期单倍体相合造血干细胞移

植和化疗比较的多中心、平行、随机对照研究很好贯彻执行下去，指导临床、服务于临床同

时，在国际上发表高质量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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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医学部临床学系一览表 

 

序号 学系名称 成立时间 换届时间 现任学系主任 

1 核医学学系 2005.1.1 2013.4.1 王荣福 

2 传染病学学系 2005.1.1 2013.1.16 徐小元 

3 妇产科学学系 2005.1.1 2012.9.28 
魏丽惠（名誉主任）

王建六 

4 皮肤与性病学学系 2005.6.1 2011.5.1 张建中 

5 儿科学学系 2005.6.1 ------ 陈永红 

6 医学检验学学系 2005.6.1 2012.7.1 张婕 

7 眼科学学系 2005.10.1 2010.1.1 
曹安民（名誉主任）

马志中 

8 麻醉学学系 2006.6.1 2012.4.1 杨拔贤 

9 肾脏病学学系 2006.6.1 ------ 王海燕 

10 神经病学学系 2009.11.1 2014.4.1 樊东升 

11 重症医学学系 2009.11.1 2013.12.20 安友仲 

12 普通外科学学系 2010.7.1 ------ 冷希圣 

13 心血管外科学学系 2010.9.15 2013.9.15 万峰 

14 中西医结合学学系 2010.9.15 2013.9.15 韩晶岩 

15 心血管内科学学系 2010.12.10 ------ 胡大一 

16 全科医学学系 2011.5.15 2013.5.15 
郑家强 

迟春花（常务副主任） 

17 风湿免疫学学系 2011.7.1 ------ 栗占国 

18 放射肿瘤学学系 2012.2.9 ------ 朱广迎 

19 胸外科学学系 2012.4.1 ------ 王俊 

20 血液病学学系 2013.4.1 ------ 黄晓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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