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举办首届同济临床医学教育高峰论坛第二轮通知
国家级继续医学教育项目【2017-15-01-104（国）】
各有关单位：
2017 年是实施“十三五”规划的重要一年，为了准确把握新时期面临的新挑战，加强各
院校的深入交流与合作，进一步推动临床医学教育发展，促进临床技能教学，培养卓越医学
人才，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定于 2017 年 8 月 11-14 日在美丽的江城——武
汉举办首届同济临床医学教育高峰论坛，诚邀贵单位安排相关人员参加，共同交流学习。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第二临床学院）承担着华中科技大学 10 多个专
业的临床教学任务。学院现有国家级精品资源共享课 4 门，国家级双语教学示范课程 3 门，
国家级教学团队 1 个，国家级教学名师 1 人，宝钢教育基金优秀教师特等奖 1 人。获多项省
部级及以上教学成果奖。主编国家级规划教材 20 余部。
2005 年学院率先在湖北省建成以高科技模拟设备为基础，集示教、操作、考核、科研等
多功能为一体的临床技能实验教学中心。中心是首批国家级临床技能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和国
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联席会议临床（及公卫）学组副组长单位。经过中心培训的学校代表
队在教育部举办的全国高等医学院校大学生临床技能竞赛中分获特等奖和一等奖。2016 年承
担“第七届全国高等医学院校大学生临床技能竞赛”总决赛的所有命题、审题、项目测试、
模型改造工作、竞赛流程设计与场地布置等核心工作。
此次盛会，我们希望与同道们共同探讨临床医学教育的现状与未来、深入交流在临床医
学教育中遇到的困惑与难题。通过专题报告、专题讨论与实践操作工作坊相结合的方式，使
参会老师可以共同分享与探讨在临床技能中心建设和运营管理、医学虚拟和模拟教学体系建
设、大学生临床技能竞赛选手培训以及教师教学能力建设体系研究与实践等方面的内容，为
在临床教学中的应用奠定坚实的基础。
一、 会议时间地点
会议时间： 8 月 11 日报道， 8 月 12 日-13 日开会，14 日离会。
会议地点：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
武汉市硚口区解放大道 1095 号
二、 会议内容
（一）专题学术报告

1. 加强医学人文教育，夯实学生人文底蕴
2. 如何使用模拟教学手段实现临床能力评估
3. 大学生临床技能竞赛经验分享
4. 模拟技术在医学人才培养中的应用
5. 智慧型临床技能中心建设、实践和管理
（二）分会场专题分享
分会场一：临床模拟、虚拟教育应用体会和标准化病人培训与应用
分会场二：临床思维能力培养和案例开发应用
分会场三：临床教师各环节教学能力专项培训
（三）工作坊
工作坊一：临床模拟和虚拟教学课堂设计与实践操作
工作坊二：临床思维能力培养课堂设计和实践操作
工作坊三：临床教师理论课、教学法课堂设计
（四）参观临床技能中心
三、 参会人员
各医学院校（附属医院）、教学医院、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基地的临床教学师资，临床
技能中心的教学人员、教学管理人员及其他相关医护人员。
四、 授予学分
本项目为国家级继续医学教育项目，报到注册参加会议的代表将授予国家级 I 类继续医
学教育学分 6 学分（请学员务必携带医疗教育一卡通）。
五、 会议费用
会务费 1280 元/人（含餐饮），分会场及工作坊不另收费。住宿由会务组统一安排，住
宿及交通费自理。
缴费方式：报到当天现金（刷卡）支付。
六、 报名方式
本次会议报道地点为：亚洲大酒店，

会议住宿酒店为：亚洲大酒店、武汉梅园宾馆
报道酒店及住宿酒店地址、住宿费用标准及交通信息详见附件。（请与会代表在回执上
明确填写用房需求及用房时间，以便我们进行合理安排）
8 月时值暑假期间，武汉用房紧张，请参会代表 7 月 30 日前将报名回执传至会务组，说
明用房需求，以便会务组提前做好住宿安排。
会务联系人及电话：
张媛媛

83663553

13995578018

刘思卉

83663645

18607190677

报名邮箱：35567898@qq.com

报名咨询 QQ 群：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
附属同济医院

微信二维码：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
第二临床学院
2017 年 7 月 17 日

附件 1：

首届同济临床医学教育高峰论坛
会议日程
日期
8 月 11 日
星期五

10:00-20:00
12:00-14:00
17:30-20:30
6:30-8:00
8:30-9:00
9:00-9:40
9:40-10:20
10:20-10:35
10:35-11:05
11:05-11:35

8 月 12 日
星期六

11:35-12:05
12:10-13:30

内容

地点

参会代表报道
午餐（自助餐）
晚餐（自助餐）
早餐（自助餐）
开幕式
学术报告
《加强医学人文教育，夯实学生人文底蕴》
原同济医科大学副校长
文历阳
《如何使用模拟教学手段实现临床能力评估》
美国迈阿密米勒医学院副教授 Dr.Ross Scalese
茶歇
《大学生临床技能竞赛经验分享》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教学办公室主任 周琦
《模拟技术在医学人才培养中的应用》
北京大学临床能力培训中心主任
姜冠潮
《智慧型临床技能中心建设、实践和管理》
四川大学华西临床技能中心主任
蒲丹
午餐(自助餐）

亚洲大酒店一楼大堂
亚洲大酒店餐厅
亚洲大酒店餐厅
亚洲大酒店餐厅

同济医院
行政楼三楼学术报告厅

同济医院行政楼四楼餐厅

分会场一：临床模拟和虚拟教育应用体会和标准化病人培训与应用
14:30-15:00
15:00-15:30
15:30-16:00
16:00-16:15
16:15-16:45

主题报告
《SP 的培训与应用》
四川大学华西临床技能中心主任
蒲丹
《模拟和虚拟教学中的人文素质教育》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儿科学系教学主任
《综合急救智能训练系统在急救技能教学中的应用》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光谷院区医疗办副主任

陈瑜
祝伟

茶歇
《临床模拟教学的探索与实践-以模拟眼底检查的开发为例》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眼科学教研室
杜皓

第二临床学院
二大教室

16:45-17:15

《O2O 模式在临床技能教学中的应用》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临床技能训练中心主任

杨光耀

分会场二：临床思维能力培养和案例开发应用
14:30-15:00
15:00-15:30
15:30-16:00
16:00-16:15
8 月 12 日
星期六

16:15-16:45
16:45-17:15

主题报告
《临床医学专业实施研究性教学的探讨》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原内科学系主任 刘文励
《临床思维能力培养和案例开发应用》
美国迈阿密米勒医学院副教授
Dr.Ross Scalese
《临床技能培训中的临床思维和协作意识》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小儿外科副主任
张文
茶歇
《如何设计好一个虚拟案例——临床思维的教学练考评》
上海瑞金医院职后教育办公室主任
蒋莹
《教学法与临床思维培养》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传染病学教研室教学主任 郭威

第二临床学院
三大教室

分会场三：临床教师各环节教学能力专项培训
14:30-15:00
15:00-15:30
15:30-16:00
16:00-16:15
16:15-16:45
18:00-20:00

8 月 13 日
星期日

8:30-11:30

14:30-16:30

《临床教师教学能力培养体系的研究与实践》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教学办公室副主任
万宝俊
《PBL 的原则与实践》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眼科学教研室教学主任 王军明
《Sandwich 教学法在临床教学中的应用》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妇产科生殖医学专科副主任
岳静
茶歇
《传统大课的授课技巧与教师讲课比赛经验总结》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外科学系副教授
王海灏
晚餐（自助餐）

第二临床学院
四大教室

同济医院行政楼四楼餐厅

工作坊一：临床模拟和虚拟教学课堂设计与实践操作

第二临床学院

二大教室

工作坊二：临床思维能力培养课堂设计和实践操作

第二临床学院

三大教室

工作坊三：临床教师理论课、教学法课堂设计

第二临床学院

四大教室

参观临床技能中心

附件 2：参会回执

参 会 回 执
姓名

性别

学历

职务

职称

单位全称
单位电话

手机号

E-Mail

微信号

联系方式

预订房间

单间：

间

标间（男）床：

张床

标间（女）床：

抵达日期/时间

车次/航班

返程日期/时间

车次/航班

计划到达方式

预计返程方式

备注
1、请把回执回传给会务组；
2、不需要安排住宿的人员，请在回执中说明；
3、请务必在2017年7月30日前将回执传给会务组以便更好地为您提供服务。

张床

附件 3

交通及会议酒店信息
亚洲大酒店
地址：武汉市硚口区解放大道 616 号（同济医院对面）
电话：027-83807777; 027-83808080
住宿标准：
标间协议价：350 元/间/天（两人）

单间协议价：350 元/间/天

交通线路：


武汉天河国际机场——亚洲大酒店

1）轨道交通 2 号线 天河机场站上车（光谷广场方向）15 站——循礼门站换乘轨道交
通 1 号线（东吴大道方向）3 站——崇仁路站下车（D 出口）——步行 490 米到达。
2）武汉天河国际机场乘出租车到达，共 28.4 公里，32 分钟，约 80 元


汉口火车站——亚洲大酒店

1）轨道交通 2 号线 汉口火车站上车（光谷广场方向）5 站——循礼门站换乘轨道交
通 1 号线（东吴大道方向）3 站——崇仁路站下车（D 出口）——步行 490 米到达。
2）轨道交通 2 号线 汉口火车站上车（光谷广场方向）3 站——青年路站（B 出口）
下车步行 170 米到 青年路地铁青年路站 换乘 208 路（或 720 路） 1 站——解放大道航
空路站下车——步行 630 米到达。
3）汉口火车站乘出租车到达，共 6.4 公里，17 分钟，约 18 元


武昌火车站——亚洲大酒店

1）轨道交通 4 号线 武昌火车站上车（武汉火车站方向）2 站——中南路站换乘轨道
交通 2 号线（天河机场方向）6 站——循礼门站换乘轨道交通 1 号线（东吴大道方向）3
站——崇仁路站下车（D 出口）——步行 490 米到达。
2）武昌火车站乘出租车到达共 10.2 公里，23 分钟，约 26 元


武汉火车站——亚洲大酒店

1）轨道交通 4 号线 武汉火车站上车（黄金口方向）11 站——洪山广场站换乘轨道交
通 2 号线（天河机场方向）5 站——循礼门站换乘轨道交通 1 号线（东吴大道方向）3 站
——崇仁路站下车（D 出口）——步行 490 米到达。
2）武汉火车站乘出租车到达共 21.9 公里，42 分钟，约 60 元
武汉梅园宾馆
地址：湖北省武汉市硚口区汉口解放大道 1091 号(同济医院旁)
电话：027-83639699;027-83602060
住宿标准：
标间协议价：268 元/间/天（两人）、286 元/间/天（两人）、342 元/间/天（两人）
单间协议价： 268 元/间/天、286 元/间/天、342 元/间/天
交通线路：


武汉天河国际机场——武汉梅园宾馆

1）轨道交通 2 号线 天河机场站上车（光谷广场方向）13 站——青年路站（B 出口）
下车步行 170 米到 青年路地铁青年路站换乘 208 路（或 720 路）2 站——解放大道同济
医院站下车——步行 50 米到达。
2）武汉天河国际机场乘出租车到达，共 28.4 公里，32 分钟，约 80 元


汉口火车站——武汉梅园宾馆

1）轨道交通 2 号线 汉口火车站上车（光谷广场方向）3 站——青年路站（B 出口）
下车步行 170 米到 青年路地铁青年路站换乘 208 路（或 720 路）2 站——解放大道同济
医院站下车——步行 50 米到达。
2）10 路 汉口火车站上车 5 站——青年路雪松路下车换乘 208 路（或 720 路）3 站
——解放大道同济医院站下车——步行 50 米到达。
3）汉口火车站乘出租车到达，共 5.9 公里，22 分钟，约 16 元


武昌火车站——武汉梅园宾馆

1）轨道交通 4 号线 武昌火车站上车（武汉火车站方向）2 站——中南路站换乘轨道
交通 2 号线（天河机场方向）7 站——中山公园站（D 出口）下车步行 110 米到解放大

道中山公园站换乘 712 路（或 802 路、508 路、549 路、1 路）2 站——解放大道同济医
院站下车——步行 50 米到达。
2）武昌火车站乘出租车到达共 13.2 公里，41 分钟，约 32 元


武汉火车站——武汉梅园宾馆

1）轨道交通 4 号线 武汉火车站上车（黄金口方向）11 站——洪山广场站换乘轨道交
通 2 号线（天河机场方向）6 站——中山公园站（D 出口）下车步行 110 米到解放大道
中山公园站换乘 712 路（或 802 路、508 路、549 路、1 路）2 站——解放大道同济医院
站下车——步行 50 米到达。
2）武汉火车站乘出租车到达共 22.5 公里，42 分钟，约 59 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