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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辞

　　值此“第二届中医医师规范化培训高峰论坛”召开之际，

组委会向参加论坛的各位领导、专家、管理人员、带教医师、

培训学员表示诚挚的欢迎！

　　经过八年努力，中医规培制度机制基本建立健全，培训基

地内涵建设得到加强，培训质量不断提升，培训效果得到初步

显现。实践强有力地证明，中医能够以其博大的胸怀，学习汲

取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制度的优点，并遵循中医药人才培养规

律进行创新，具有中医特色的医师规范化培训模式基本形成。

中医不但要进行医师规范化培训，而且也能够做好医师规范化

培训！

　　在看到成绩的同时，我们也应清醒地认识到，医教协同不

顺畅、中医思维不突出、工作发展不平衡、培训学员待遇较低

等问题还亟待解决。 

　　第二届中医规培高峰论坛将按照习总书记“传承精华  守正

创新”总要求，紧紧围绕“遵循规律 聚焦质量 创新发展”主

题，坚持问题导向，集合全行业的智慧，坚定意志，凝聚力量，

交流经验与做法，探索解决存问题之策，为推动全国中医医师

规范化培训工作蓬勃发展而不断努力。

　　预祝论坛圆满成功，祝所有参会代表身体健康，工作顺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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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办单位：

承办单位：

协办单位：

支持单位：

中国医师协会

中国医师协会中医规培专家指导委员会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龙华医院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岳阳中西医结合医院

辽宁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辽宁省中医院

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河北省中医院

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山东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广东省中山市中医院

挪度中国有限公司

天津天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组织架构

组织架构

主论坛

模拟教学与技能培训分论坛

顶层设计与基地建设分论坛

培训对象的组织与管理

教学质量与改革创新

中医全科与基层实践

带教老师与师承老师

中医规培评估与结果应用

中医经典与中医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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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3日上午

主论坛

主持人致开幕词
中医规培专家委员会主任委员讲话
中国医师协会领导讲话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领导讲话

08:30-08:40 
08:40-09:00
09:00-09:30
09:30-10:10

开幕式

11月13日下午-30日

顶层设计与基地建设分论坛

国家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现状与分析
优秀国家中医住培基地（省级）建设经验分享
轮转培训科室谈中医规培组织与管理
中医规培基地工作指南（第一版）解读
省级中医住培工作开展情况经验介绍
省级中医院如何发挥龙头作用
党建引领，真抓实干，积极推动住培工作
高质量发展的探索
国医大师论中医人才培养

齐学进 中国医师协会
陈   青 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喻   斌 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郑金福 中国医师协会中医部
柯   忠 广东省中医药局
陈晓虎 江苏省中医院
杨鸫祥 辽宁省中医院

熊继柏 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张伯礼院士谈中医与防疫
中医规培系统评估报告
贵州省中医药管理局介绍中医全科医生（含订单定向）培养与使用做法
成都中医药大学介绍医教协同经验与做法
结业中医规培学员谈中医规培

10:10-10:40
10:40-11:10 
11:10-11:30
11:30-12:00
12:00-12:20

主题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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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3日下午-30日

带教老师与师承老师

黄   虑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田   理 成都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四川省中医院
陈   迟 同济大学附属东方医院
蔡定芳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宋   瑜 上海中医大学附属龙华医院  

从“要我教”到“我来教”——谈住院医师规范化
培训师资成长
以岗位胜任力为导向的中医住院医师规范化
培训高质量建设实践与思考
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绩效管理
中医规培师资培养与中医师承
中医规培与师承教育之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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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0日-30日

教学质量与改革创新

周   嘉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岳阳中西
             医结合医院
徐晓璐 上海长海医院
余小萍 上海曙光医院
陈世耀 上海中山医院
曾雪萍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岳阳中西
　　　　医结合医院
严   理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岳阳中西
　　　　医结合医院

基于职业胜任力的中医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
基地教学体系构建
多元化教学方法与理念在住培教学中的应用
基于临床思维导向的教学查房组织与实施
晨报活动及病例汇报的组织与实施
中医住培临床带教的组织与实施

优秀教学查房示范展示

11月20日-30日

中医全科与基层实践

王新陆 原山东省政协副主席，原山东
　　　　中医药大学
郝微微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曙光医院
郭　栋 山东中医药大学中医全科医学
　　　　研究中心
常淑玲 北京市西城区预防医学会
於　堃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复兴医院
　　　　月坛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林伟刚  山东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基层中医药发展趋势展望

中医类别全科医生规范化培训工作经验介绍
中医全科医学人才培养的实现路径

中医全科基层培养基地建设与管理实践
中医全科诊疗思维训练的门诊教学体会

中医规培轮转科室临床培训工作经验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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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训对象的组织与管理

中医经方在临床带教中的运用
如何带教培养中医的临证思维
住培基地与培训对象管理
如何成长为优秀的住培医师

中医规培师承考核的内容及要求
中医全科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心得与体会

怎样通过住培将自己变成一名合格的临床医师

住培学员学习心得体会
住培学员学习心得体会
不忘初心，规培Always Online
健康乡村与基层全科医师

王新志 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朱翠玲 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任献青  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张   霞 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儿科医学院
张维怡 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李彬彬 上海中医药大学 龙华医院
              (全科)
袁捡仔 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委培)
赵俊波 北京市中医院 (专硕住培)
李本超 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董   灿 江苏南京市中医院 (本院住培)
祁   通 甘肃省中医院 (全科订单定向)

11月13日下午-30日

11月13日下午-30日

模拟教学与技能培训分论坛

《中医住培技能实训中心建设使用标准
(讨论稿)》解读与课程概述
中山市中医院住培基地建设与管理
医学情景模拟教学工作
急诊、重症模拟课程建设与课程实施
外科技能课程设计与实施
如何开展工作坊教学（教学实践分享）
临床技能结构化考试设计与运行实践
临床技能模拟实训中心管理实践
模拟示范工作坊课堂-中医技能示范课堂
外科示范工作坊-急腹症临床思维培养

黄建龙  中山市中医院

高大伟  中山市中医院
闫昱江  陕西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刘江辉  中山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陈流华  中山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刘   茵  中山市中医院
黄   杏  中山市中医院
孙奕纯  中山市中医院
李品能  中山市中医院
石传科  中山市中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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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规培评估阶段总结分析
2021版中医规培基地评估指标解读
中医规培评估迎检准备要求
中医规培评估专家谈评估
受评基地谈评估
以评促建，以评促改，全面提升住培教学
内涵质量

郑金福 中国医师协会
王艳君 河北省中医院
仇   菲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曙光医院
路   波 陕西省中医院
叶   松 湖北省中医院
雒军强 宝鸡市中医院

11月20日-30日

11月20日-30日

中医规培评估与结果应用

中医经典与中医思维

 中医临床思维体系的构建
《黄帝内经》中医临床思维的探讨
《伤寒论》中医临床思维的探讨
 中医全科临床思维的培养
 从胞宫生理和病理谈中医妇科临床思维
 从经典角度谈中医临床思维
 师承授受经验谈

刘清泉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
翟双庆 北京中医药大学
王庆国 北京中医药大学
姜建国 山东中医药大学
丛慧芳 黑龙江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王宪庆 黑龙江省鸡西市铁路医院
张智龙 天津中医药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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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届中医医师规范化培训高峰论坛
学习和考试须知

会议时间及观看方式
（一）会议时间
       1. 现场直播时间：2021年11月13日上午
       2. 线上学习时间：2021年11月13日下午-30日
       3. 考试开放时间：2021年12月1日 8:00-12月5日20:00
       4. 补考开放时间：2021年12月8日12:00-12月11日20:00
（二）直播及回放观看方式
       1. 参培人员可使用电脑、Pad、手机，通过以下3种方式打开大会网页收看直播和回放。
      （1）打开中国医师协会毕业后医学教育网https://www.ccgme-cmda.cn，点击首页大图
即可进入。
      （2）打开全国毕教网络课堂https://study.ccgme-cmda.cn/，点击首页大图即可进入。
      （3）直接访问大会网页https://www.ccgme-cmda.cn/2021zhongyi 进入。
       2. 请使用谷歌Chrome浏览器收看直播和回放，其他浏览器可能会存在兼容性不够好，导致
异常情况。
       3. 请在谷歌Chrome浏览器中直接输入网址打开网页，勿在微信或其他聊天软件里直接点击
链接，这样有可能造成异常情况。
       4. 为方便使用，建议将网址加到浏览器的书签栏里。

学习要求
       1. 参会人员须参加主论坛并在2021年11月30日前至少完成30个分论坛课程（主论坛和“培
训对象的组织与管理”分论坛不计入30个课程，课程数量以平台监测数据为准）
       2. 学完30个课程后，请对本次大会进行评价，评价完成后，方可进行考试。从题库里抽题，
由系统自动组卷。
       3. 考试时间：2021年12月1日-12月5日。考试结果于2021年12月8日12:00之后在学习平
台发布并通过短信通知。
       4. 考试通过将获得国家级I类学分6分和中国医师协会师资培训证书。
       5. 如学习完成率未达标或考试未通过，可在2021年12月8日12:00-12月11日20:00期间进行
重修和补考，补考结果于2021年12月14日12:00之后在学习平台发布并通过短信通知。
       6. 补考重修后学习完成率仍不达标或考试未通过者，不予发放学分和师资培训证书。
       7. 规培学员可观看主论坛、“培训对象的组织与管理”分论坛、“中医经典与中医思维”分
论坛，不需要考试，无学分和师资培训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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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事项
       1. 由于疫情影响，主论坛现场人员须持秘书处现场参会通知函方可进入。
       2. 在做好疫情防控工作的前提下，为保证培训效果，各培训基地可视情在医院设立分会场，
集中组织基地领导、带教老师等相关人员线上参加主论坛、分论坛现场直播。
       3. 论坛召开期间，务请按照本地区要求，做好疫情防控工作，以保护参加培训人员的安全。

联系方式
中国医师协会      郭   玥 010-63313705        林   聪 010-63319310 
注册与缴费         李   嫒 138 1033 3785
                         臧   青 138 1033 3710
                         李宛霖 138 1033 6173
                         吴冬雪 138 1033 2785
                         田小娟 138 1033 6853
课程观看与考试：4000018080（08:00-20:00）



技能
考试

中医
住培

无缝对接国家中医过程管理平台



第二届中医医师规范化培训高峰论坛

2021年11月13日-30日



2021年11月13日-30日

第二届中医医师规范化培训高峰论坛

遵循规律  聚焦质量  创新发展



2021年11月13日-30日

第二届中医医师规范化培训高峰论坛

遵循规律  聚焦质量  创新发展



2021年11月13日-30日

第二届中医医师规范化培训高峰论坛

遵循规律  聚焦质量  创新发展



2021年11月13日-30日

第二届中医医师规范化培训高峰论坛

遵循规律  聚焦质量  创新发展



2021年11月13日-30日

第二届中医医师规范化培训高峰论坛

遵循规律  聚焦质量  创新发展


	封面.pdf
	封二和欢迎辞.pdf
	目录-01.pdf
	02-03版.pdf
	04-05版.pdf
	06-07版.pdf
	08-09版.pdf
	10-11版.pdf
	12-13版.pdf
	14-15版.pdf
	16-17版.pdf
	18-19版.pdf
	20-21版.pdf
	22-23版.pd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