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届同济临床医学教育国际论坛通知
（第三轮）
国家级继续医学教育项目【2018-15-01-305 (国)】

各有关单位：
为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做好新时代立德树人工作，加强各院校的深入交流与合作，
推进新时期“新医科”教育改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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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 10 月 12-15 日在江城武汉举办第二届同济临床医学教育国际论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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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于 1900 年，已有 110 多年的发展历史及教
学历史，是国家卫健委主管的一所集医疗、教学、科研于一体的综合性三级甲等医院。作为
国家首批“双一流建设高校”附属医院，其综合实力居全国前列，华中地区第一。
同济医院（第二临床学院）临床技能实验教学中心为首批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拥
有中国科学院院士 1 名，中国工程院院士 1 名。教材课程建设成绩卓著。我院学生四次代表
华中科技大学参加“全国高等医学院校大学生临床技能竞赛”，先后获得特等奖 1 次，一等
奖 3 次。
本次高峰论坛，由湖北陈孝平科技发展基金会支持，同济医院与人民卫生出版社、德国
海德堡大学医学院联手合作，在 2017 年首届论坛的基础上，选取全新的视角与同道们共同
探讨临床医学教育的现状与未来。邀请国内外著名医学教育专家，通过大会报告、专题讨论
与实践操作工作坊相结合的方式，共同分享医学人文与临床沟通、在线开放课程建设、临床
医学教材建设、医学虚拟仿真系统运用等内容。
一、 会议时间地点
会议时间：10 月 12 日报道，10 月 13 日-14 日开会，10 月 15 日参观及离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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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议组织
会议主办：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
人民卫生出版社
支持单位：湖北陈孝平科技发展基金会

德国海德堡大学医学院
武汉医院协会科研与教学管理专业委员会
三、 会议主题
(一)登高望远篇——大会专题报告主题
1. 医学教育现状与未来
2. 临床医学沟通课程体系研究与实践
3. 在线开放课程与医学教育
4. 临床医学教材创新与融合
5. 医学虚拟仿真系统的应用研究及发展
6. 医学人文素养专题
(二)脚踏实地篇——分会场专题分享
分会场一：医学人文素养与临床医学沟通课程设计与应用
分会场二：在线开放课程建设专项培训暨人卫慕课课程建设与应用第三期交流论坛
分会场三：临床虚拟仿真教学的研究与应用
(三)活学活用篇——工作坊实操
工作坊一：医学人文素养与临床医学沟通课程课堂设计和实践操作
工作坊二：在线开放课程设计与实践体验
工作坊三：临床虚拟仿真教学课堂设计与实践操作
四、 参会人员
各医学院校及其附属医院、教学医院、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基地的临床教学师资，临床
技能中心教学人员、教学管理人员及其他相关人员。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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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 会议费用
会务费 14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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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 报名方式
本次会议报道地点为：
武汉梅园宾馆：湖北省武汉市硚口区汉口解放大道 1091 号(同济医院旁)
会议住宿酒店为：
武汉梅园宾馆：湖北省武汉市硚口区汉口解放大道 1091 号(同济医院旁)
亚洲大酒店：武汉市硚口区解放大道 616 号（同济医院对面）
蓝天宾馆：武汉市硚口区汉口解放大道 1049 号(同济医院旁)
会务联系人及电话：
张媛媛

027-83663520

13995578018

刘春艳

027-83663645

13971490408

报名邮箱：35567898@qq.com
注：第二分会场限额 100 人，额满该分会场不再接纳报名，报名时请注明。
报名咨询 QQ 群

微信二维码

附件 1：会议日程

会议日程安排
日期

时间

2018/10/12
2018/10/13

10:00-20:00
7:30-8:30
8:45-9:30
9:30-10:20

主讲人

教育部领导

10:20-10:30
10:30-11:00
11:00-11:30
11:30-12:00
2018/10/13

姜冠潮
北京大学医学院
王庭槐
中山大学
黄钢
上海健康医学院

12:30-13:30
13:30-14:45
14:45-15:15

参会代表报道，住宿，餐饮
武汉市学员报到
开幕式
学习贯彻新时代全国高校本科教育工作会议精神
扎实推进在线开放课程建设应用
茶歇
医学虚拟仿真中心的建设及发展
医学在线课程的现状与发展趋势
国家精品在线课程认定标准与要求
午餐(自助餐）

Charles Pozner
哈弗大学医学院附
属布莱根妇女医院
刘传勇
山东大学

15:25-15:40

Necessary Fallibility: It’s alright to be human
在线开放课程建设与混合式教学实践—以《医学生理
学》为例
茶歇

15:40-17:00

海德堡大学医学院
培训团队

Implementation on clinical medicine communication
at the Medical faculty in Heidelberg

17:00-17:30

周二华
华中科技大学

沟通的理论基础探讨

17:30-19:00

2018/10/14

内容

晚餐（自助餐）

分会场一：医学人文素养与临床医学沟通课程设计与应用
主题报告
沈健
8:30-9:00
基于学习者为中心的医患沟通教与学
中国医师协会
王军明
9:00-9:30
临床医学沟通课程的思考与构建
华中科技大学
郭威
9:30-10:00
临床医学沟通案例设计
华中科技大学
10:00-10:20
茶歇
海德堡大学医学院
Train the trainer on communication training with
10:20-11:20
培训团队
Simulated Patients (SP)
杜俊峰
11:20-11:40
批判性思维在临床医患沟通的应用
华中科技大学
赵刚
11:40-12:10
临床医患沟通之艺术
华中科技大学
分会场二：在线开放课程建设专项培训暨人卫慕课课程建设与应用第三期交流论坛
主题报告
李学菊
8:30-9:15
人卫慕课在线课程建设要求及标准
人民卫生出版社
陈训威
9:15-10:00
基于 MOOC 的混合式教学模式初探
武汉大学

10:00-10:20
10:20-11:00
11:00-11:50

茶歇
张虹
《眼科学》慕课建设的思考
华中科技大学
邱猛
慕课平台在院校教育中的应用
人民卫生出版社
分会场三：临床虚拟仿真教学的研究与应用
主题报告

8:30-9:00
9:00-9:30
9:30-10:00

吴静
中南大学
喻荣彬
南京医科大学
海德堡大学医学院
培训团队

10:00-10:20
10:20-10:50
10:50-11:20
11:20-11:50
2018/10/14

祝伟
华中科技大学
程才
华中科技大学
肖毅
华中科技大学

12:00-13:30

14:30-17:00

临床综合能力训练考核系统的构建——ESP
Medical simulation techniques at the Medical
faculty in Heidelberg
茶歇
虚拟仿真教学在急诊医学中的应用
《外科学》虚拟仿真教学的研究与应用
如何运用虚拟设备进行临床技能教学课程的设计与实践以骨髓穿刺为例提高技能教学的质量和效率
午餐（自助餐）

海德堡大学医学院
培训团队/王军明/
郭威/王海灏
2018/10/14

虚拟仿真教学研究及临床应用

李学菊/邱猛/宋鑫
鑫/刘文琪/陈瑜
周琦/祝伟/程才/
肖毅

工作坊一：医学人文素养与临床医学沟通课程课堂设计
和实践操作
SP 的模拟培训
沟通案例的设计
工作坊二：在线开放课程建设专项培训暨人卫慕课课程
建设与应用第三期交流论坛
慕课课程设计及微视频样片点评
慕课录制体验
工作坊三：临床虚拟仿真教学课堂设计与实践操作
虚拟仿真实践教学设计
虚拟仿真实践操作体验

2018/10/14

18:30-20:00

晚餐（自助餐）

2018/10/15

8:30-11:00

光谷院区和中法新城院区参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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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纳税人识别号

联系方式

会议版块选择
（单选，
请用√注明）
预订房间

单位电话

手机号

E-Mail

微信号

1. 医学人文素养与临床医学沟通□
2. 在线开放课程与人卫慕课课程建设与应用□
3. 临床虚拟仿真教学□
单间：

计划到达方式

预计返程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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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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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10月8日前将回执传给会务组以便更好地为您提供服务。

张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