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育部医学教育临床教学研究中心  

 国家级继续医学教育项目 2015-15-01-022（国） 

2015 年高等医学教育临床教学研究高峰论坛 

暨住院医师培训峰会 

会议通知（第三轮） 

 

尊敬的先生/女士： 

由教育部医学教育临床教学研究中心、教育部临床实践教学指导分委员会、

国家医学考试中心、人民卫生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中华医学教育杂志共同主

办的“2015 年高等医学教育临床教学研究高峰论坛暨住院医师培训峰会” 将于

2015年 9月 18日（周五）-19日（周六）在北京隆重举行。 

“高等医学教育临床教学研究高峰论坛”是国际性的医学教育学术大会，从

2012 年开始举办，每年一届，汇聚国内外知名专家针对医学教育领域的前沿问题

展开讨论，深入探讨医学教育的改革和发展，是中国医学教育领域重要的深度对话。 

本次论坛将以“临床医学人才培养：变革与创新”为主题，聚焦临床医学教

育中的热点话题，采用专题演讲和专题讨论相结合的方式，邀请国家部委权威人士

解读临床医学人才培养新政，广聚国内多所著名医学院校领军人物探讨新政下的策

略应对，并有来自哈佛、梅奥医学中心等的经验分享。本次论坛将为医学教育领域

的学者和专家带来全球最前沿的医学教育理念、研究成果和宝贵经验，为我国的临

床医学教育教学改革与发展提供新的思路。 

我们诚邀您参加此次论坛，并通过诸位专家的交流与合作，共同推进我国临床

医学教学改革的进程，提高我国临床医学教育的整体发展水平，培养卓越的医学人

才！ 

                                       教育部医学教育临床教学研究中心 

教育部临床医学专业实践教学指导分委员会 

                                                      二〇一五年八月 

  



一、组织机构 

主办单位： 教育部医学教育临床教学研究中心 

           教育部临床医学专业实践教学指导分委员会 

           国家医学考试中心 

           人民卫生出版社 

           高等教育出版社 

           中华医学教育杂志 

承办单位：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二、基本信息 

会议时间：2015 年 9 月 18 日（周五） 

会议地点：北京国谊饭店 

注册费用：会议免注册费，食宿自理 

官方网站：http://mededu.medmeeting.org 

官方微信：请搜索“Chinamededu”或扫描二维码，敬请您关注论坛微信，我们会在微信平

台及官网上陆续发送会议通知、会议内容等信息。 

 

三、报名： 

报名方式：请登陆官方网站 http://mededu.medmeeting.org 报名，会议免注册费。 

报名方法：可参照会议官网“会议动态”栏目“2015 年论坛报名指南”。 

特殊说明：论坛同时开设 3 个 Workshop，为促进深入交流，每单位限报名 2 人参加，每

个 Workshop 限 30 人报名，每人限报名 1 个 Workshop，额满为止。 

论坛咨询、报名事宜联系人：刘婧 （010）88325921，13331031682， E-mail：liujing56@163.com 

住宿、用餐事宜联系人：付瑶 （010）88325921，18611977320 

 

四、关于国家级继续医学教育学分： 

此次论坛可授予国家级继续医学教育 I 类学分 3 分【编号：2015-15-01-022（国）】。如需

获得学分，网站报名时需填写全部个人信息（包括非必填信息），并于酒店注册现场缴纳 15

元学分证工本费（本论坛不提供学分证刷卡）。学分证后期邮寄。 



五、会议日程： 

日期：2015 年 9 月 17 日          地点：北京国谊宾馆迎宾楼一层大厅 

9:00-20:00 报到注册 

 报到注册、领取胸牌及会议资料、办理国家级继续教育学分事宜 

 

 

日期：2015 年 9 月 18 日           地点：北京国谊宾馆贵宾楼二层谊和厅 

7:30-8:20 嘉宾签到 

8:20-9:00 开幕式 

 主持人 

陈  红 教授 

（教育部医学教育临床教学研究中心 副主任 

教育部临床实践教学指导分委员会 副主任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副院长） 

 

致欢迎辞 

王  杉 教授 

（教育部医学教育临床教学研究中心 主任 

教育部临床实践教学指导分委员会 主任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院长） 

 

领导讲话 

王启明 处长 （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农林医药处 处长 ） 

秦怀金 司长 （卫生与计划生育委员会科技教育司 司长） 

 

 

8:50-9:00 嘉宾合影 

 

 

 

 

 

 

 

 

 



日期：2015 年 9 月 18 日           地点：北京国谊宾馆贵宾楼二层谊和厅 

9:00-11:40 第 1 节  

 专题演讲： 

主持人： 

石应康 教授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医院管理研究所 所长） 

朱正纲 教授 （上海交通大学 教授） 

田勇泉 教授 （中南大学 副校长） 

周庆环 教授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教授） 

 

9:00-9:20 演讲题目：新医改与教改背景下的临床医学教育改革 

王启明 处长 （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农林医药处 处长） 

 

9:20-9:40 演讲题目：待定  

宋  玫 处长 （北京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科教处 处长） 

 

9:40-10:00 演讲题目：对我国毕业后医学教育的几点思考 

贾明艳 会长 （北京医学教育协会 会长） 

 

10:00-10:20 演讲题目：中美住院医师培训制度对比  

Prof. Stephen Clyde Yang （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胸外科 主任） 

 

10:20-10:40 演讲题目：基于国内外比较的中国临床医学专业教育标准研究  

王维民 教授 （北京大学医学部 副主任） 

 

10:40-11:00 演讲题目：医者的生活之道 

游苏宁 部长 （中华医学会继续教育部 部长） 

11:00-11:40 专题讨论 

主持人 

迟宝荣 教授（吉林大学 教授） 

 

参与专家  

6-8 位国内著名院校的医学教育专家共同参与 

 

讨论话题： 

解读医学人才培养的国家新政，探讨新医改与教改对临床医学教育的作用和影响。 

11:40-13:20 自助午餐（北京国谊宾馆贵宾楼 1 层谊悦厅） 

 

 

 

 



日期：2015 年 9 月 18 日           地点：北京国谊宾馆贵宾楼二层谊和厅 

13:20-15:40 第 2 节  

 专题演讲 

 

主持人 

余敏斌 教授 （中山大学 副校长） 

王以朋 教授 （北京协和医院 副院长） 

Dr. Yue Dong （美国梅奥诊所梅奥临床医学院 助理教授） 

 

13:20-13:40 演讲题目：2015 年美国医学教育体系介绍 

Prof. Hasan Bazari （哈佛大学麻省总医院内科住院医师培训项目 主任） 

 

13:40-14:00 演讲题目：医教协同——临床医学教育的机遇与挑战 

邹  扬 教授 （上海交通大学六院临床医学院 副院长） 

 

14:00-14:20 演讲题目：内科住院医师培训——大医的摇篮 

张奉春 教授 （北京协和医院内科学系 主任） 

 

14:20-14:40 演讲题目：目标为导向的管理在住院医师培训中的应用 

汤小东 教授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院长助理） 

 

14:40-15:20 专题讨论 

 

主持人 

王  仲 教授 （北京清华长庚医院 副院长） 

 

参与专家 

6-8 位国内著名院校的医学教育专家共同参与 

 

讨论话题： 

探讨各院校在医学人才培养新政下的应对策略，分享各院校的成功经验。 

15:20-15:40 茶歇 

 

 

 

 

 

 

 

 



日期：2015 年 9 月 18 日           地点：北京国谊宾馆贵宾楼二层谊和厅 

15:40-17:40 第 3 节：  

 专题演讲 

 

主持人 

陈安民 教授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 党委书记） 

王国林 教授 （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 副院长） 

 

15:40-16:00 演讲题目：模拟教学与住院医师培训的整合 

Prof. John Daniel Mitchell （美国哈佛大学医学院 BIDMC 医疗中心麻醉、重症监护与

疼痛医学科住院医师培训项目 主任） 

 

16:00-16:20 演讲题目：地平线报告介绍  

张铁道 教授 （北京开放大学 副校长） 

 

16:20-16:40 演讲题目：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 OSCE 实践与体会 

厉  岩 教授 （华中科技大学教务处 副处长） 

 

16:40-17:00 演讲题目：以能力为导向的医学模拟教学在住院医师培训中的应用 

姜冠潮 教授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临床能力培训中心 主任） 

 

17:00-17:40 专题讨论  

 

主持人 

何庆南 教授 （中南大学湘雅医学院 副院长） 

 

参与专家 

6-8 位国内著名院校的医学教育专家共同参与 

 

讨论话题： 

探讨现代医学教育技术及方法在临床医学教育中的应用。 

17:40 闭幕 

 

 

 

 

 

 

 

 



日期：2015 年 9 月 19 日           地点：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科教楼一层 102 教室 

8:00-9:00 报到 

9:00-11:30 临床教学工作坊 1  床旁实践教学中临床能力的培养 

 主讲人： 

Prof. Hasan Bazari （哈佛大学麻省总医院内科住院医师培训项目 主任） 

陈江天 教授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内科教研室 主任） 

朱凤雪 教授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外科教研室 主任） 

 

内容介绍： 

    本专题特邀哈佛大学麻省总医院内科住院医师培训项目主任 Hasan Bazari 教授

及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医学教育专家共同针对床旁实践中医学生及住院医师临床能

力的培养进行深入探讨和经验分享。 

 

11:30 结束 

 

 

 

 

 

日期：2015 年 9 月 19 日           地点：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科教楼一层 104 教室 

8:00-9:00 报到 

9:00-11:30 临床教学工作坊 2  医学模拟教学中心的建设与课程设置 

 主讲人： 

董  越 助理教授 （美国梅奥诊所梅奥临床医学院 助理教授） 

姜冠潮 教授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临床能力培训中心 主任） 

史  霆 主治医师 （上海瑞金临床医学院临床实训教研室 主任） 

 

内容介绍： 

    本专题特邀美国梅奥诊所梅奥临床医学院董越教授及国内医学模拟教学专家，

结合北京大学人民医院临床能力培训中心实际场景。深入交流模拟中心的环境设

计、设备配置、信息化建设、课程设置、模拟教学与传统教学的整合，非操作技能

在模拟环境下的培养、以及课程的开发等内容。 

11:30 结束 

 

 

 

 



日期：2015 年 9 月 19 日           地点：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科教楼一层 107 教室 

8:00-9:00 报到 

9:00-11:30 临床教学工作坊 3《腹腔镜外科基础模拟培训课程》的设置、实施与评价 

 主讲人： 

沈  凯 副主任医师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胃肠外科 副主任医师） 

尹慕军 主任医师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临床能力培训中心 副主任） 

 

内容介绍： 

    本专题结合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实际经验，以《腹腔镜外科基础模拟培训课程》

为例，探讨模拟教学课程的设置、培训管理、考核评价等。现场配有教学设备及器

材，邀您体验微创外科模拟课程的实际教学过程。 

11:30 结束 

 

 

 

 

 

 

日期：2015 年 9 月 19 日           地点：北京大学人民医院门诊楼地下二层临床能力培训中心 

8:00-12:00 自选参观北京大学人民医院临床能力培训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