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期 时间 会议内容 演讲嘉宾

08:30～08:40 主持人介绍领导和嘉宾

08:40～08:50 中国医师协会协会领导致辞 张雁灵  中国医师协会会长

08:50～09:00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领导致辞 曾益新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副主任

09:00～09:30
宣读“优秀带教老师”“优秀专业基地主任”“优秀住院医师”
“优秀住培基地负责人”“优秀住培管理工作者”名单，领导嘉
宾给获奖代表颁奖

石丽英  中国医师协会副秘书长

09:30～09:40

09:40～10:10 新形势下推进我国毕业后医学教育制度的思考与对策 陈昕煜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科教司副司长

10:10～10:50 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质量建设的问题与对策 齐学进  中国医师协会副会长

10:50～11:05 师资队伍建设是住培质量的重要保障 匡  铭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副院长

11:05～11:20 多措并举，提升外科住院医师临床实践能力 王建六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副院长

11:20～11:35 借鉴国际先进经验，推动临床教学模式创新 李文洲  武汉市第四医院（普爱医院）院长

11:35～11:50 地市级培训基地如何创造一流住院医师培训业绩 陆  滢  浙江省宁波市鄞州人民医院

2019年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高峰论坛日程

主会场                                             联络人：柳琪林 邢立颖 李鸣莉

会议厅：十七区一层主会场  B1+B2+B3

2019-8-
30

(星期五)
上午

大会开幕式                              主持人：石丽英

休   息

主题报告                                主持人：贾明艳



 12:00～13:00

日期 时间 会议内容 演讲嘉宾

14:00～14:25 国内外住院医师胜任力的比较与实践 李海潮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14:25～14:50 住培基地建立师资激励机制的重要性 匡  铭  中山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14:50～15:15 住培基地综合医院全科医学科的定位与发展 祝墡珠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15:15～15:40 培训基地与专业基地之间建立有效运作机制的重要性 沈  晔  浙江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5:40～16:00

16:00～16:25 住培工作中医学人文教育的重要性 王  仲  清华大学长庚医院

16:25～16:50 住培工作对培训基地整体医疗质量和医疗安全的提升作用 刘  进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麻醉科

16:50～17:15 培训基地领导重视对住培工作的促进作用 胡伟国  上海交大附属瑞金医院

17:15～17:40 住培基地职能管理部门的职责与运作设计思路 朱滨海  江苏省人民医院

 18:00～20:00

09:00～09:25 培训基地职能部门如何协调和落实师资激励政策 陈志桥  武汉大学附属中南医院

09:25～09:50 培训基地如何开展住院医师招收和入院教育 周玉皆  南京鼓楼医院

09:50～10:15 住院医师应急沟通与舆情应对 朱  凡  上海交大附属瑞金医院 

 10:15～10:35

第三单元                                          主持人：王  辉  付  斌

休  息

2019-8-31
(星期六)
上午

分论坛一：住培基地管理     总时间1天

会议厅：十七区一层 B16+B17

2019-8-30
(星期五)
下午

第一单元                                         主持人：夏志俊  蒋  莹

第二单元                                           主持人：彭义香  薄 红

晚  餐

休  息

午餐



10:35～11:00 住培管理信息化建设思路 程春燕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11:00～11:25 利用信息化手段加强培训基地与专业基地的住培教学一体化管理 谢小洁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11:25～11:50 培训基地院级督导的整改与落实 黎尚荣  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

 12:00～13:00

日期 时间 会议内容 演讲嘉宾

14:00～14:25 美国住院医师培训项目主任对培训质量的控制 姜  众   美国华人执业医师协会

14:25～14:50 教学小组放手让住院医生实践的关键 张文刚   美国华人执业医师协会

14:50～15:15 “顶岗负责制”在住培工作中实践与探索 阮积晨   温州医科大学第二临床医学院

15:15～15:40 住培师资培训与管理 陈韶华   浙江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5:40～16:00

16:00～16:25 住培考试命题的质量控制 李海潮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16:25～16:50 培训基地三环管理模式 唐丽娜   中山大学第五附属医院

16:50～17:15 住培师资胜任力的培养 刘继海   北京协和医院

17:15～17:40 进阶式培训设计与实施 周玉皆   南京鼓楼医院

17:40～18:05 临床教学理论 王筝扬   浙江大学附属邵逸夫医院

 18:05～20:00

08:30～8:55 专业基地评估的实践与体会 阮恒超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妇产医院

第三单元                                  主持人：程春燕  张景峰

2019-8-31
(星期六)
上午

会议厅：十七区一层 B10+B11

2019-8-30
(星期五)
下午

第一单元                                   主持人：郑  青  罗林枝

第二单元                                  主持人：姚晨娇  陈  迟

晚  餐

休  息

第四单元                                         主持人：郭  媛  王  滔

分论坛二：专业基地主任/教学主任职责    总时间1天

午 餐

2019-8-31
(星期六)
上午



08:55～9:20 临床工作中教学科研的选题思路与基本方法 杨  萌   北京协和医院超声科

09:20～9:45 专业基地分层递进培训模式设计方法 张景峰   中国科技大学附属宁波华美医院

09:45～10:10 住培基地过程考核管理与实施 郑玉英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10:10～10:30

10:30～10:55 以胜任力为导向的临床实践技能考核实施 沈山梅   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鼓楼医院

10:55～11:20 以岗位胜任力为导向的形成性评价在住院医师培训中的应用 姚晨姣   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

11:20～11:45 专业基地和轮转科室教学活动设计与管理 游  蓁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12:00～13:00

日期 时间 会议内容 演讲嘉宾

14:00～14:25 住培考试命题的技巧 薛  静   浙江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14:25～14:50 临床教学常用方法及其应用 王筝扬   浙江大学附属邵逸夫医院

14:50～15:15 住培病例故事会设计方法 姜林娣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15:15～15:40 如何将住院医师带教与医疗工作密切结合 刘江辉   中山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急诊科

  15:40～16:00

16:00～16:25 大道至简 知行合一（内科临床思维教学） 陈  适   北京协和医院

16:25～16:50 住培中形成性评价的应用 顾  杰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16:50～17:40 临床病理专业住院医师带教模式经验介绍
韩安家   中山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病理科
姜  众   美国华人执业医师协会

第一单元                                     主持人：迟宝荣  张冯江

第二单元                                     主持人：方才妹  陈志桥

休  息

2019-8-30
(星期五)
下午

第四单元                                  主持人：蒋国平  谢 波

分论坛三：住培师资能力提升    总时间半天

会议厅：十七区一层 B18

午 餐

休  息2019-8-31
(星期六)
上午



  18:00～20:00

日期 时间 会议内容 演讲嘉宾

14:00～14:30 医患共情 王  仲   清华长庚医院

14:30～15:00 叙事医学
殳  儆   中国医学人文杂志（浙江新安国际医
院）

15:00～15:30 住院医师带教中如何体现人文理念 李力  陆军军医大学大坪医院

15:30～16:00 白求恩与白求恩精神 冯建玫   中国延安干部学院

  16:00～16:30 休  息

16:30～18:00 “五星教学法”在医患沟通教学中应用 沈 健   中国医师协会人文专委会

  18:00～20:00

日期 时间 会议内容 演讲嘉宾

8:30～09:00 中国医师协会住培基地评估指标说明 方才妹  浙江省医学科技教育发展中心

09:00～09:30 上海市住培督导实践与成效 周 蓉   上海市卫健委科教处

09:30～10:00 年度业务水平测试工作情况及下一步推进思路 李鸣莉  中国医师协会毕教部

 10:00～10:20 休  息

晚  餐

2019-8-31
(星期六)
上午

2019-8-31
(星期六)
上午

分论坛五：住培质控与评估   总时间半天

会议厅：十七区一层  B22

第一单元                                        主持人： 贾明艳  吴振龙

分论坛四：医学人文与住培     总时间半天

会议厅：十七区一层 B25

2019-8-30
(星期五)
下午

 第一单元                           主持人：赖铭裕  殳儆

                          第二单元                           主持人：余  情

晚  餐



10:20～11:00
利用好信息化管理手段，加强住培工作的监管力度（包括360度
评估工具试点阶段总结及轮转登记电子手册软件的设计应用）

邢立颖  中国医师协会毕教部

11:00～11:40
住培基地职能部门管理人员轮训与专业基地教学主任轮训项目的
设计与实施

耿晓北  中国医师协会特聘专家

  12:00～13:00

日期 时间 会议内容 演讲嘉宾

14:00～14:25 强化内涵建设，充分发挥模拟中心在人才培养中作用 姜冠潮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14:25～14:50 住培模拟课程建设 黎尚荣 中山大学第三医院

14:50～15:15 专科技术培训考核在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中的探索与实践 田  京 南方医科大学珠江医院

15:15～15:40 应用医学模拟进行考核与评价的研究与实践 王  钢 国家医学考试中心

 15:40～16:00

16:00～16:25 医学模拟师资团队建设之我见 王毅 海南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16:25～16:50 深圳市构建区域医学模拟教育体系的探索与实践 李馥宣 深圳市卫健委科教处

16:50～17:15 医学模拟中心建设——郑大一附院经验分享 赵 松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17:15～17:40 模拟中心运营管理体系构建与成效 钱风华 吉林大学中日联谊医院

  18:05～20:00 晚  餐

休  息

午  餐

2019-8-31
(星期六)
上午

分论坛七：非直属教学医院住培管理能力    总时间半天

分论坛六：模拟教学与应用        总时间半天

会议厅：十七区一层 B26

2019-8-30
(星期五)
下午

第一单元  模拟中心内涵建设1                 主持人： 王毅、赵松

第二单元  模拟中心内涵建设2                  主持人：王钢、田京

第二单元                                        主持人： 王 辉  吴少林



日期 时间 会议内容 演讲嘉宾

14:00～14:25 从住培基地评估指标看基地建设发展新要求 方才妹  浙江省医学科技教育发展中心

14:25～14:50 狠抓强化训练，培养用人单位欢迎的住院医师 严  敏  浙大二院麻醉科

14:50～15:15 以胜任力为导向的形成性评价在住培工作中应用 黄  虑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15:15～15:40 住培工作实施中相关资料的管理 陈丽芬  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

  15:40～16:00

16:00～16:25 住培中临床思维能力训练的有效方式 陈慧玲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

16:25～16:50 全面落实住院医师待遇 陈国强   广东省佛山市第一人民医院

16:50～17:15 住培取经人的管理体悟 陈佳钢   江苏省无锡市人民医院

 18:00～20:00

日期 时间 会议内容 演讲嘉宾

14:00～14:25 基于教学临床的住院医师手术培训模式的探索和实施 高  杰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14:25～14:50 住院医师临床实践培训的质量控制 沈  宁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14:50～15:15 瑞金临床实践能力培训经验 史  霆 上海交通大学瑞金医院

15:15～15:40 置信职业行为（EPAs）——明日外科医生的钥匙和台阶 李  岩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15:40～16:00

晚  餐

休  息

分论坛八：临床实践技能提升      总时间半天

会议厅：十七区一层 B27

第一单元                                  主持人： 贾建国  朱凤雪

第二单元                                  主持人：沈宁  王珩

休  息

2019-8-30
(星期五)
下午

2019-8-30
(星期五)
下午

会议厅：十七区一层B12

2019-8-30
(星期五)
下午

第一单元                                     主持人：苏慧萍  罗庆东

第二单元                                   主持人：徐玉萍   徐天士



16:00～16:25 客观结构化评价在普通外科住院医师手术技能培训中的应用 郭  鹏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16:25～16:50 重视评估质量——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基础外科学院经验 胡文杰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6:50～17:15
住培临床实践能力之迭代培训-——西交大一附院模式的实践与探

索
刘华胜 西安交通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7:15～17:40 多渠道措施提升妇产科住培基地工作 杨  欣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18:05～20:00

日期 时间 会议内容 演讲嘉宾

14:00～14:25 全科住培与专培内容设计及发展思路 杜雪平  北京月坛社区卫生中心

14:25～14:50 全科住培4年动态评估及分析 郭爱民  首都医科大学全科学院

14:50～15:15 全科动态评估黄牌带来的变化
王东红 联勤保障部队第九四零医院（原兰州
军区总医院）

15:15～15:40 学科研究促进全科医学专业发展 黄志威  香港家庭医学学院

  15:40～16:00 休  息

16:00～16:25 拥抱社区、拥抱梦想——协和全科研究生圆梦月坛 王军霞  北京月坛社区卫生中心

16:25～16:50 全科规培后十年家庭医生签约实践 陈  晨   彭浦新村社区卫生中心

16:50～17:15 点亮回家的灯，共圆初心的梦（订单定向学员） 杜思远  南阳市宛城区红湾镇卫生院院长助理

17:15～17:40 三年全科师资培训效果分析 吴苏伟  中国医师协会

17:40～18:05 全科分层递进轮转考核方案的设计与实施 郭  媛   山东齐鲁医院

  18:05～20:00 晚  餐

2019-8-30
(星期五)
下午

分论坛九：全科医生培养   总时间半天

会议厅：十七区一层  B20

第一单元                                      主持人：杜雪平   方力争

第二单元                                       主持人：丁  静  刘翠中

晚  餐

2019-8-30
(星期五)
下午



日期 时间 会议内容 演讲嘉宾

14:00～14:30 呼吸与危重症医学专科培训质量建设及分层次教学活动经验介绍 时国朝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

14:30～15:00 心血管病学专科联合开展远程教学活动的经验交流 韩晓宁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15:00～15:30 香港内科医生专科培训的现状及前瞻 李锦滔   香港内科医学院院长

15:30～16:00 从年青院士看香港内科专科培训与考核 陈智曦   香港内科医学院院务委员会

16:00～16:20

16:20～18:00 以《结肠癌》为例展示如何开展专培临床教学查房
潘华洋、李存子、李超 等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8:00～20:00

日期 时间 会议内容 演讲嘉宾

主持人：荆涛 罗群

14:00～14:40 国家医疗卫生信息化规划 沈剑锋  国家卫健委规划和信息化司

14:40～15:10 中国医师协会毕业后医学教育平台建设情况 柳琪林  中国医师协会毕业后医学教育部

15:10～15:40 上海市毕业后医学教育信息系统建设的规划和思考 张勘  上海市卫健委科教处

15:40～16:10 医院信息系统项目建设概述 刘春玲  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信息中心

16:10～16:20

晚  餐

8月30日
(星期五)
下午

8月30日
(星期五)
下午

分论坛十一：住培信息化   总时间一天

会议厅：十七区一层  B8

  第一单元

休息

分论坛十：专培制度试点进展   总时间半天

会议厅：十七区一层B21

2019-
8-30
(星期
五)
下午

    第一单元         主持人： 张 力  李小鹰

  休 息

    第二单元          主持人：张静云  毛节明



主持人：阮积晨 王滔

16:20～16:50 教学信息系统在医院整体信息规划中的地位和作用 郑青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

16:50～17:20 多媒体+模拟训练+临床测试三步教学法在手术技能培训中的应用 赵宁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

17:20～17:50 手术视频示教在规范化培训中的实践与应用 谭海东  中日友好医院

18:00～20:00

主持人：荆涛 陈声宇

08:30～09:00 以岗位胜任力为导向的教学管理一体化系统建设实践 王洪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第六人民医院

09:00～09:30 在线考试系统在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中的改革探索 张莹尹  杭州市卫健委科教处

09:30～10:00 用对工具PK用好数据 罗茜  同济大学附属东方医院

10:00～10:10

主持人：陈志桥 钱风华

10:10～10:40 OSCE系统在技能微格教学中的应用与思考 徐天士  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10:40～11:10 依托“数字科教”全面推进教学管理 戴向军  克拉玛依中心医院

11:10～11:40 利用信息技术实现医学临床思维考试的模式探索 向阳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12:00～13:00

08:30～11:30
通过设计严谨科学的教学案例，综合运用模拟教学工具和手段，
构建高仿真临床情境，使学员在实践中经历、反思、学习临床知
识与技能。

联络人：史霆  上海交大瑞金医院
指导老师：匡洁、王佳玉、严俊 上海交大瑞金
医院
住院医师: 韩山、刘浩、赵禹程 北大人民医院

12:00～13:30

午餐

晚  餐

8月30日
(星期五)
下午

8月31日
（星期
六）
上午

 第一单元

休息

  第二单元

工作坊1：医学情境模拟课程设计与实践
会议厅：十七区一层 B18

2019-8-31
(星期六)
上午

午 餐

 第二单元



日期 时间 讲题 演讲嘉宾

8:30～9:00 我亲历的医患沟通——体会和经验 王建六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9:00～9:30 外科医患沟通的人文基础 刘彦国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9:30～10:00 妇产科医患沟通演示及点评 孔亮，陈超   北京妇产医院

10:00～10:30 内科医患沟通演示及点评 吴  芸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10:30～11:00 外科医患沟通演示及点评 李  虎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11:00～11:30 医护沟通演示及点评 王  静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11:30～12:00 医患沟通与医患沟通体会大家谈

 12:00～13:00

日期 时间 会议内容 演讲嘉宾

08:30-8:55 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基地模拟课程规划设计与实施 刘 婧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08:55-9:20 情景模拟教学在内科住培课程的整合和应用 吴 静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

09:20-9:45 腹腔镜模拟培训课程设计及运用 胡建昆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09:45-10:10 产科培训课程设计 王晓怡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三医院

  10:10-10:20 休  息

2019-8-31
(星期六)
上午

会议厅：十七区一层 B26

第一单元  培训基地与专业基地的课程规划设计     主持人：蒲丹、黎尚荣

   第二单元  各类型模拟课程的开发与设计         主持人：唐碧云、朱滨海
2019-8-31
(星期六)
上午

会议厅：十七区一层 B25

2019-8-31
(星期六)
上午

                          点评嘉宾：王建六，刘彦国，赵旸，孔亮，陈超，吴芸，李虎，王静

午餐

工作坊3：模拟课程设计

工作坊2：医患有效沟通技巧演练



10:20-10:45
刮宫操作定量评价和智能训练系统的开发及在临床技能操作训练
中的应用

鹿 群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10:45-11:10 医患沟通模拟培训课程的设计与实施 蒲 丹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11:10-11:35 跨专业模拟课程设计要素 李 萍 上海交通大学六院

11:35-12:00 情境案例演示——腹痛的鉴别诊断
安海燕、李佳、鞠辉、陈哲、关烁、胥小芳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12:00～13:00

日期 时间 会议内容 演讲嘉宾

08:30～9:30 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过程考核要求 王亚军 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

09:40～10:30 出科考核录像观看与讨论 赵 妍  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

10:30～11:30 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出科考核设计与实施（小结） 陈丽芬  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

11:30～12:00 提问与讨论 李大蓉 王亚军 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

  12:00～13:00

日期 时间 会议内容 讲者

8:30～9:00 临床思维与临床决策 张  晖  北京协和医院

9:00～9:30 临床教学查房的特点 王江山  北京协和医院

9:30～10:00 教学查房的教案设计 刘继海  北京协和医院

10:00～10:15 休 息

午 餐

午 餐

工作坊4：出科考核组织与实施
会议厅：十七区一层B12

2019-8-31
(星期六)
上午

工作坊5： 临床思维工作坊（临床教学查房教案设计）

2019-8-31
(星期六)
上午

会场：十七区一层 B27

2019-8-31
(星期六)
上午



10:15～11:00 基于视频的讨论 刘继海 张晖  北京协和医院

11:00～12:00 教学查房中的师生互动 团队

  12:00～13:00 午 餐

日期 时间 会议内容 演讲嘉宾

8:30～8:45 香港大学深圳医院住培与专培实践 卢宠茂   香港大学深圳医院院长

8:45～9:00 日常考核与反馈在香港大学深圳医院不同专科的应用与管理 刘晓明   香港大学深圳医院科教总监

9:00～10:20 工作坊：带教老师对住培医师看诊的评估与反馈 黄志威 香港大学深圳医院全科主管

10:20～10:30

10:30～11:50 工作坊:导师对住培医师阶段性工作的评估与反馈 颜婉嫦 张丽  香港大学深圳医院妇产科主管

11:50～12:00 讨论环节：手术科室与非手术科室日常评估与反馈的技巧 上述讲者全体

12:00～13:00

日期 时间 会议内容 演讲嘉宾

08:30～08:45 介绍 (Objective Structured Clinical Examination -OSCE)

08:45～09:00 在HKCOG应用 OSCE- 结构化口试（SOE）型式

09:00～09:15 在HKCOG应用 OSCE- 英国妇产科学院院员试（MRCOG）型式

09:15～09:45 互动环节1：OSCE模拟试题1 - 与患者沟通（附视频），与会者
尝试为考生的表现评分

09:45～10:15 休 息

午 餐

工作坊7：OSCE临床口试试题的设计（以妇产科为例）
会场：十七区一层 B21

2019-8-31
(星期六)
上午

1.陈嘉伦医生 香港妇产科学院（HKCOG）副院
长
2.卢子健医生 香港妇产科学院（HKCOG）教育
委员会秘书
3.陈洁霜医生 香港妇产科学院（HKCOG）代表
4.刘嘉荣医生 香港妇产科学院（HKCOG）代表

2019-8-31
(星期六)
上午

工作坊6：形成性评价反馈（日常考核的反馈）
会议厅：十七区一层B20                                                               主持人：白明珠   樊敬文

2019-8-31
(星期六)
上午

休息



10:15～10:45 互动环节2：OSCE模拟试题2 - 与同事沟通（附视频），与会者
尝试为考生的表现评分

10:45～11:15 互动环节3：与会者尝试撰写OSCE试题(8人一组)

11:15～11:30 互动环节4：讨论与会者撰写的OSCE试题

11:30～12:00 探讨OSCE在内陆医院的推广与应用

12:00～13:00

2019-8-31
(星期六)
上午

1.陈嘉伦医生 香港妇产科学院（HKCOG）副院
长
2.卢子健医生 香港妇产科学院（HKCOG）教育
委员会秘书
3.陈洁霜医生 香港妇产科学院（HKCOG）代表
4.刘嘉荣医生 香港妇产科学院（HKCOG）代表

午 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