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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 明
1、专科分会或专业学组每年度举办的学术会议和继续教育培训班要求纳入全省继续教育项目管理范畴，各专科分

会申报下一年度继续医学教育项目（学术会议或继续医学培训班）的截止日期为当年八月三十一日。国家级继续

教育项目申报网址：http://cmegsb.cma.org.cn、 省级继续教育项目申报网址：http://jscme.jsma.net.cn。

2、会议征文内容须具有科学性、先进性、实用性、重点突出，文字力求准确、精练、通顺，文责自负。

3、征文格式：提交 800～1000 字摘要一份，摘要包括目的、方法、结果、讨论四部分，不附图表，并按“论文

题目、作者单位、作者姓名、邮编、正文”顺序书写。文稿一律以 word 格式小 4号字排版。

4、会议投稿、注册途径：请登录江苏省医学会网站（www.jsma.net.cn）→学术活动→会议网页→投稿、注

册，或按照通知要求进行投稿注册。

5、为更新知识、促进临床诊疗规范，学术会议将邀请相关专业的专家作专题学术讲座，凡参加学习与交流的

代表均可获得相应的继续医学教育 I类学分。

6、学术会议或继续教育活动等的具体时间、地点以执行时的通知为准。

7、各类活动的最新信息请登录江苏省医学会网站（www.jsma.net.cn）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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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江苏省医学会学术会议计划表

序号 会议名称 时间 地点 人数 负责人 分会 联系人 类别

1
2019 年国际放射性药物治疗会议暨江苏省第十五次核医

学学术会议
8月 21-25 日 南京 400 王峰 核医学分会 韩秋娟

国际

会议
2

世界华人肾脏病大会暨江苏省第二十次肾脏病学学术会

议
12 月 5-8 日 南京 600 胡伟新 肾脏病学分会 冯玮

3 第十九次中国脑血管病大会 4月 11-13 日 南京 2000
徐运

刘春风
神经病学分会 徐秋云

全国

会议

4 中华医学会结核病学分会第十八次学术会议 6 月 苏州 2000 吴妹英 结核病学分会 李根

5
第九届全国健康管理示范基地建设研讨会暨第五届金陵

健康管理论坛
8 月 南京 1500

王虹

张群
健康管理学分会 乔荣华

6 中华医学会第十七次全国精神医学学术会议 8月 28-31 日 南京 4000
张宁

姚志剑
精神医学分会 徐秋云

7 中华医学会第二十四次全国眼科学术大会 9 月 4-8 日 苏州 8000 李甦雁 眼科学分会 朱闻天

8
中国长江医学论坛—2019 麻醉学年会暨江苏省第二十四

次麻醉学学术年会
3月 21-25 日 苏州 1100 杨建平 麻醉学分会 朱闻天

长江

论坛

9
中国长江医学论坛—2019 风湿病学年会暨江苏省第十六

次风湿病学学术会议
4月 19-21 日 南京 400 孙凌云 风湿病学分会 鲁佳菲

10
中国长江医学论坛-2019 重症医学年会暨江苏省第十次

重症医学大会
4月 18-21 日 常州 1000 杨毅 重症医学分会 徐秋云

11
中国长江医学论坛-2019 放射学年会暨江苏省第二十次

放射学学术会议
6月 14-16 日 连云港 900 李澄 放射学分会 韩秋娟

12
中国长江医学论坛—2019 呼吸病学年会暨江苏省第二十

五次呼吸病学学术会议
7月 5日-7 日 南京 1200 黄茂 呼吸病学分会 李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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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会议名称 时间 地点 人数 负责人 分会 联系人 类别

13
中国长江医学论坛2019骨科学年会暨江苏省第二十一次

骨科学学术会议
8 月 南京 1500 范卫民 骨科学分会 徐秋云

长江

论坛
14

中国长江医学论坛-2019 神经病学年会暨江苏省第二十

二次神经病学学术会议
11 月

无锡/

常州
1000 刘春风 神经病学分会 徐秋云

15
2019 华东六省一市泌尿外科学术会议暨江苏省第二十次

泌尿外科学学术会议
4月 26-28 日 南京 1000 侯建全 泌尿外科学分会

冯玮

李根

区域

会议

16 第四届华东血管论坛暨江苏省第八次血管外科学术会议 5月 10-12 日 南京 600 李晓强 血管外科分会 朱闻天

17 2019 长三角互联网医疗与智慧健康学术论坛 9 月 南京 300
刘乃丰

徐凯

医学信息与智能

健康分会

数字医学分会

冯玮

李根

18 第十届江苏浙江急诊医学年会 9 月 无锡 1000 张劲松 急诊医学分会 徐秋云

19
第十四届华东六省一市神经外科学术会议暨江苏省第二

十三次神经外科学学术会议
9月 20-22 日 南京 500 刘宁 神经外科学分会 徐秋云

20
第九届苏鲁皮肤性病学学术会议暨江苏省第十九次皮肤

性病学学术会议
9 月 6-8 日 镇江 500 范卫新 皮肤性病学分会 朱闻天

21
2019 年长三角老年医学高峰论坛暨江苏省老年医学学术

年会
10 月 南京 400 丁国宪 老年医学分会 徐秋云

22
第十五届江浙沪儿科学术会议暨江苏省第十八次儿科学

学术会议
11 月 徐州 400 夏正坤 儿科学分会 冯玮

23 江苏省第十九次妇产科学学术会议 4 月 南通 450 张玉泉 妇产科学分会 韩秋娟

省年会

24 江苏省第六次职业病学学术会议 5 月 南京 100 朱宝立 职业病分会 朱闻天

25 江苏省第二次医学伦理学学术会议 5 月 南京 150 赵俊 医学伦理分会 朱闻天

26 江苏省第二次显微外科学学术会议 5 月 徐州 200 王培吉 显微外科学分会 鲁佳菲



第 4 页

序号 会议名称 时间 地点 人数 负责人 分会 联系人 类别

27 2019 年江苏省内科学学术会议 5 月 苏州 350 吴德沛 内科学分会 李根

省年会

28 2019 年热带病与寄生虫学前沿论坛 5 月 苏州 80 陈祥生
热带病与寄生虫

学分会
乔荣华

29 第五届金陵胰腺论坛 5 月 南京 300 邹晓平 胰腺病分会 乔荣华

30 江苏省第十四次围产医学学术会议 5 月 待定 260 周晓玉 围产医学分会 冯玮

31 江苏省第十一次临床医学工程学术会议 5 月 无锡 600 蒋红兵 临床医学工程 韩秋娟

32 江苏省第三次脑血管病学术会议 5月 10-12 日 南通 600 徐运 脑卒中分会 徐秋云

33 江苏省第二十三次血液学学术会议
5月31日-6月

2 日
无锡 300 徐开林 血液学分会 乔荣华

34 江苏省第十四次内分泌学学术会议 6 月 待定 500 杨涛 内分泌学分会 李根

35 江苏省第五次医学信息学学术会议 6 月 南京 80 刘乃丰
医学信息与智能

健康分会
冯玮

36 江苏省第十五次影像技术学术会议 6月 21-23 日 南通 140 周学军 影像技术分会 韩秋娟

37 江苏省第十九次超声医学学术会议 7 月 苏州 400 谭旭艳 超声医学分会 韩秋娟

38 江苏省第十九次消化病学学术会议 7 月 镇江 500 陈卫昌 消化病分会 乔荣华

39 江苏省第十九次输血学术会议 7 月 待定 200 周小玉 输血分会 乔荣华

40 江苏省第十六次消化内镜学学术年会 7 月 扬州 400 韩树堂 消化内镜分会 乔荣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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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会议名称 时间 地点 人数 负责人 分会 联系人 类别

41 江苏省第四次变态反应学术会议 7月 12-14 日 常州 150 程雷 变态反应学分会 朱闻天

省年会

42 江苏省第十六次外科学学术会议 7月 12-14 日 南京 600 李宁 外科学分会 乔荣华

43 江苏省第四次数字医学学术会议 8 月 徐州 150 徐凯 数字医学分会 冯玮

44 江苏省第十七次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学术会议 8月 23-25 日 镇江 400 高下
耳鼻咽喉-头颈外

科分会
朱闻天

45 2019 年江苏省心身与行为医学学术会议 8月 23-25 日 南通 200 袁勇贵
心身与行为医学

分会
徐秋云

46
2019 年江苏省肿瘤学学术年会暨 2019 年金陵肝胆肝移

植论坛
9 月 南京 800 李相成 肿瘤学分会 韩秋娟

47 江苏省第十三次骨质疏松与骨矿盐疾病年会 9 月 常州 300 成金罗
骨质疏松与骨矿

盐分会
朱闻天

48 江苏省第十八次放射肿瘤治疗学学术会议 9 月 苏州 300
田野

周菊英

放射肿瘤治疗分

会
韩秋娟

49 江苏省第五次心血管外科学术会议 9 月 南京 200 陈鑫
心血管外科学分

会
李根

50 江苏省第四次心电生理与起搏学术会议 9 月 南京 500
曹克将

陈明龙

心电生理与起搏

学分会
李根

51 江苏省第五次运动医疗学术会议 9 月 镇江 100 王彤 运动医疗分会 徐秋云

52 江苏省第十三次全科医学学术会议 9 月 8-12 日 南京 300 黄敏 全科医学分会 鲁佳菲

53 江苏省第五次激光医学会议 10 月 南京 120 林彤 激光医学分会 鲁佳菲

54 江苏省第六次临床药学学术会议 10 月 待定 200 缪丽燕 临床药学分会 朱闻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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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会议名称 时间 地点 人数 负责人 分会 联系人 类别

55 江苏省第五次结核病学学术会议 10 月 扬州 200 吴妹英 结核病学分会 李根

省年会

56 2019 年江苏省病理学学术会议 10 月 无锡 200 孟凡青 病理学分会 徐秋云

57 江苏省第二十次眼科学学术会议 10 月 17-20 日 徐州 500 李甦雁 眼科学分会 朱闻天

58 江苏省第十六次整形烧伤外科学学术会议 11 月 无锡 200 吕国忠
整形烧伤外科学

分会
鲁佳菲

59 江苏省第二十三次心血管病学学术会议 11 月 宿迁 800 徐标 心血管病学分会 李根

60 江苏省第十一次微循环学学术会议 11 月 徐州 150 李东野 微循环学分会 李根

61 江苏省第六次临床流行病学学术会议 11 月 南京 150 许家仁
临床流行病学分

会
李根

62 江苏省第五次胸外科学术会议 11 月 南京 300 陈亮 胸外科学分会 李根

63 江苏省第十四次高压氧医学学术会议 11 月 南京 150 陈林生 高压氧医学分会 李根

64 江苏省十九次临床检验学术会议 11 月 南京 500 许文荣 检验学分会 乔荣华

65 江苏省第六次介入医学学术年会 11 月 扬州 450 顾建平 介入医学分会 鲁佳菲

66 江苏省第十五次微生物与免疫学分会学术会议 11 月 南京 100 王立新
微生物与免疫学

分会
乔荣华

67 江苏省第五次创伤医学学术会议 11 月 南京 300 任建安 创伤医学分会 徐秋云

68 江苏省第二十一次感染病学学术会议 待定 无锡 300 甘建和 感染病分会 乔荣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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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会议名称 时间 地点 人数 负责人 分会 联系人 类别

69 江苏省第十次医学美学与美容学术会议 待定 待定 150 章宏伟
医学美学与美容

分会
鲁佳菲

省年会

70 江苏省第十八次小儿外科学术会议 待定 待定 150 莫绪明 小儿外科学分会 朱闻天

71 江苏省第六次灾难医学学术会议 待定 连云港 100 张均 灾难医学分会 朱闻天

72 江苏省第五次疼痛医学学术会议 待定 待定 150 鲍红光 疼痛医学分会 朱闻天

73 江苏省第十一次肿瘤化疗与生物治疗学术会议 待定 待定 350 刘宝瑞
肿瘤化疗与生物

治疗分会
朱闻天

74 江苏省第十三次男科学学术会议 待定 待定 300 商学军 男科学分会 冯玮

75 江苏省第四次生殖医学学术会议 待定 南京 450 姚兵 生殖医学分会 冯玮

76 2019 年江苏省医学会器官移植学学术会议 待定 待定 100 陈静瑜 器官移植分会 冯玮

77 江苏省第八次医学遗传学学术会议 待定 待定 150 谢维 医学遗传学分会 冯玮

78 江苏省第四次科学普及学术会议 待定 盐城 80 鲁翔 科学普及分会 鲁佳菲

79 第十届全国乳腺癌高峰论坛（南京） 7 月 南京 200 唐金海
省医学会

省抗癌协会
韩秋娟

专题会

80
2019 年江苏省医学会消化病学分会消化道肿瘤学组专题

学术会议
3 月 徐州 300 吴萍 消化病分会 乔荣华

81
2019 年江苏省医学会放射学分会骨关节学组专题学术会

议
4 月 苏州 200

龚沈初

谢道海
放射学分会 韩秋娟

82
2019 年江苏省消化内镜学分会消化道早癌学组专题学术

会议
4 月 南京 150 韩树堂 消化内镜分会 乔荣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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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会议名称 时间 地点 人数 负责人 分会 联系人 类别

83 2019 年江苏省肿瘤病理学术会议 4月 12-14 日 南京 150 张智弘 病理学分会 徐秋云

专题会

84 2019 年江苏省医学会放射学分会神经学组专题学术会议 5 月 镇江 200
殷信道

王冬青
放射学分会 韩秋娟

85
2019 年江苏省医学会外科学分会营养外科学组专题学术

会议
5 月 镇江 80 王新颖 外科学分会 乔荣华

86
2019 年江苏省医学会消化内镜学分会 ERCP 学组专题学

术会议
5 月 待定 100 韩树堂 消化内镜分会 乔荣华

87 2019 年江苏省医学会放射学分会心胸学组专题学术会议 5月 10-12 日 南通 300
陈宏伟

吴献华
放射学分会 韩秋娟

88
2019 年江苏省医学会介入医学分会肿瘤介入学组专题学

术会议
5月 18-21 日 徐州 100 张庆桥 介入医学分会 鲁佳菲

89 第七届金陵肥胖及代谢疾病手术治疗进展高峰论坛 5 月 4-5 日 待定 200 梁辉 外科学分会 乔荣华

90
2019 年江苏省医学会急诊医学分会中毒学组专题学术会

议
6 月 南京 150 张劲松 急诊医学分会 徐秋云

91
2019 年江苏省医学会重症医学分会重症呼吸学组专题学

术会议
6 月 扬州 200 杨毅 重症医学分会 徐秋云

92
2019 年江苏省医学会皮肤性病学分会毛发学组专题学术

会议
6 月 南京 100 范卫新 皮肤性病学分会 朱闻天

93 2019 年江苏省医学会物理医学与康复医学分会学术论坛 7 月 苏州 300 杨卫新
物理医学与康复

医学分会
李根

94
2019 年江苏省医学会放射学分会分子与功能影像学组专

题学术会议
7 月 镇江 150 单秀红 放射学分会 韩秋娟

95 江苏省第七届手外科学术会议 7 月 南京 150 芮永军 骨科学分会 徐秋云

96
2019 年江苏省医学会重症医学分会重症循环学组专题学

术会议
7 月 苏州 200 顾勤 重症医学分会 徐秋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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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
2019 年江苏省医学会重症医学分会重症感染学组专题学

术会议
8 月 待定 200 曹权 重症医学分会 徐秋云

专题会

98 2019 年江苏省数字骨科专题学术会议 8 月 南京 100 徐凯 数字医学分会 冯玮

99
2019 年江苏省医学会糖尿病学分会糖尿病足学组专题学

术会议
8 月 苏州 500 王爱萍 糖尿病学分会 李根

100 江苏省第八次 CT、MRI 专题学术会议 8 月 徐州 300
沈钧康

师毅冰
放射学分会 韩秋娟

101 2019 年江苏省医学会放射学分会腹部学组专题学术会议 9 月 7-8 日 南京 300
居胜红

沈文荣
放射学分会 韩秋娟

102 2019 年江苏省医学会风湿病学分会青年医师论坛 9 月 南京 120 张华勇 风湿病学分会 鲁佳菲

103 2019 年江苏省医学会放射学分会儿科学组专题学术会议 9 月 南京 200 唐文伟 放射学分会 韩秋娟

104
2019 年江苏省医学会重症医学分会重症消化与营养学组

专题学术会议
9 月 待定 200 李维勤 重症医学分会 徐秋云

105 2019 年江苏省医学会泌尿外科学分会青年医师论坛 10 月 11-13 日 待定 80 侯建全 泌尿外科学分会 冯玮

106
2019 年江苏省医学会心血管外科学分会重症心血管病论

坛
10 月 待定 200 沈振亚

心血管外科学分

会
李根

107 2019 年苏鲁浙三省皮肤病理学术会议 10 月 南京 100 孙建方 皮肤性病学分会 朱闻天

108
2019 年江苏省第八届立体定向放射治疗学组专题学术会

议
10 月 南京 150 朱锡旭

放射肿瘤治疗分

会
韩秋娟

109 江苏省第三次医学 3D 打印专题学术会议 11 月 南京 100 徐凯 数字医学分会 冯玮

110
2019 年江苏省医学会外科学分会胃肠外科学组专题学术

会议
11 月 南京 800

管文贤

陈环球
外科学分会 乔荣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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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会议名称 时间 地点 人数 负责人 分会 联系人 类别

111 第四届江苏男科青年论坛暨第三届江苏男科显微论坛 11 月 南通 50 商学军 男科学分会 冯玮

专题会

112
2019 年江苏省医学会消化内镜学分会 EUS 学组专题学术

会议
12 月 南京 100 韩树堂 消化内镜分会 乔荣华

113 第二届江苏儿童保健及发育行为学术会议 待定 待定 200 夏正坤 儿科学分会 冯玮

114
2019 年江苏省医学会泌尿外科学分会泌尿结石专题学术

会议
待定 待定 200 侯建全 泌尿外科学分会 冯玮

115
2019 年江苏省医学会泌尿外科学分会泌尿外微创专题学

术会议
待定 待定 200 侯建全 泌尿外科学分会 冯玮

学术会议联系人：

徐秋云 电话：025-83620692，邮箱：15050542928@163.com ；

朱闻天 电话：025-83620678，邮箱：zhangny1983@163.com ；

冯 玮 电话：025-83620692，邮箱：fwjsyxh@163.com ；

乔荣华 电话：025-83620695，邮箱：qiaoronghua948@163.com ；

李 根 电话：025-83620678，邮箱：jsyxh01@126.com ；

鲁佳菲 电话：025-83620692，邮箱：jyjiafei@163.com ；

韩秋娟 电话：025-83620695，邮箱：jsma@vip.163.com 。

mailto:15050542928@163.com
mailto:zhangny1983@163.com
mailto:qiaoronghua948@163.com
mailto:jsyxh01@126.com
mailto:jyjiafei@163.com
mailto:jsma@vip.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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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江苏省医学会继续教育活动计划表

继续医学教育培训班（联系人：戈皓 025-83620690,cmajsedu@vip.163.com）

序号 培训班名称 时间 地点 项目负责人 分会

1 金陵胃肠疾病诊治进展高峰论坛 3月 南京 徐泽宽
外科学分会、江苏省人民医院、

江苏省抗癌协会

2 数字医学在临床上的应用 6月 常州 徐凯 数字医学分会

3 重症患者循环监测与治疗专题会议 7月 苏州 顾勤 重症医学分会

4 呼吸病诊治进展学习班 7月 5日-7 日 南京 黄茂 呼吸病学分会

5 脑卒中诊疗进展学习班 8月 南京 徐运 脑卒中分会

6 风湿免疫病新技术新进展 9月 南京 孙凌云 风湿病学分会

7 新生儿复苏核心技术知识更新及基本技能培训 9 月 9-13 日 宿迁 周晓玉 围产医学分会

8 江苏省首届数字与微创脊柱外科交流专题会 10 月 无锡 徐凯 数字医学分会

9 2019 年全国皮肤病理学习班 10 月 14-17 日 南京 孙建方 皮肤性病学分会

10 心律失常的规范化诊治 10 月 25-27 日 徐州 曹克将 心电生理与起搏学分会

11 结核实验室诊断及免疫治疗 10 月 扬州 吴妹英 结核病学分会

12 江苏省第 11 次 ACR/EULAR 新进展研讨会(云会议) 11 月 南京 孙凌云 风湿病学分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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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培训班名称 时间 地点 项目负责人 分会

13 结直肠疾病高峰论坛 11 月 南京 孙跃明
外科学分会、江苏省人民医院、

江苏省抗癌协会

14 间充质干细胞治疗自身免疫病新进展国家级学习班 12 月 南京 孙凌云 风湿病学分会、南京鼓楼医院

15 第十五届腔内泌尿外科学术研讨会 12 月 南京 王增军
泌尿外科学分会、江苏省人民医

院

16 妇产科新进展学习班 待定
泰州或南

京
张玉泉 妇产科学分会

17 不孕症诊疗新进展 待定 待定 姚兵 生殖医学分会

18 医学遗传学与精准医学培训班 待定 待定 谢维 医学遗传学分会

健康江苏学术巡讲、送教到基层、学术沙龙（联系人：逯丽丽 025-83620690,cmajsedu@vip.163.com）

序号 活动名称及内容 时间 地点 项目负责人 分会

1

健康江苏学

术巡讲 -

血管外科专场 3月 宿迁 李晓强 血管外科分会

2 “瑞意扬名”讲堂儿科专场
3月、5 月、7 月、

9月、11 月、12 月

淮安、扬州、

苏州、镇江、

南通、无锡

夏正坤 儿科学分会

3 “瑞意扬名”讲堂急诊专场 4月、7 月 无锡、盐城 张劲松 急诊医学分会

4 “瑞意扬名”讲堂风湿病专场 4月、9 月 常州、扬州 孙凌云 风湿病学分会

5 “瑞意扬名”讲堂麻醉专场 5月、8 月 南京、徐州 杨建平 麻醉医学分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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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活动名称及内容 时间 地点 项目负责人 分会

6

健康江苏学

术巡讲 -

“瑞意扬名”讲堂肾脏病专场 5月、10 月 南京、宿迁 胡伟新 肾脏病学分会

7 “瑞意扬名”讲堂骨科专场 6月、10 月 苏州、连云港 范卫民 骨科学分会

8 “瑞意扬名”讲堂内分泌专场 6月、11 月 镇江、淮安 杨涛 内分泌学分会

9 “瑞意扬名”讲堂重症专场 7月、9 月 南通、苏州 杨毅 重症医学分会

10 呼吸道感染规范化诊疗专场 3月、5 月、8月 盐城 黄茂 呼吸病学分会

11 心身与行为专场
3 月、5 月、7 月、10

月

镇江、泰州、

常州
袁勇贵 心身与行为学分会

12 耳鼻咽喉头颈外科手把手面对面
3 月、5 月、8 月、11

月
待定 高下 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分会

13 社区医院心电图诊断专场 4月 南京 曹克将 心电生理与起搏学分会

14 肾脏疾病指南及进展 4月、7 月、11 月
扬州、徐州、

盐城
胡伟新 肾脏病学分会

15 创伤分级诊治专场 5月 南京 任建安 创伤医学分会

16 中青年麻醉医师技能培训专场
5 月、8月、11 月、

12 月
待定 杨建平 麻醉学分会

17 甲状腺疾病的早诊早治专场 5月、9 月 常熟 王峰 核医学分会

18 病理诊断专场 6月、12 月 苏州、徐州 孟凡青 病理学分会

19 世界过敏日知识讲座 7月 南京 范卫新 皮肤性病学分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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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活动名称及内容 时间 地点 项目负责人 分会

20

健康江苏学

术巡讲 -

ICD11 精神、行为或神经发育障碍（中

文版）解读
9月 扬州 姚志剑 精神医学分会

21 世界艾滋病日知识讲座 12 月 南京 范卫新 皮肤性病学分会

22 帕金森病门诊专场 4期
南通、盐城、

徐州、扬州
张颖冬 神经病学分会

23 神经内科诊疗技术进展专场 5期

南通、南京、

盐城、徐州、

扬州

张颖冬 神经病学分会

24 骨质疏松性骨折规范化诊疗巡讲专场 上半年

苏州、无锡、

常州、徐州、

淮安、连云港

范卫民 骨科学分会

25 肝病规范化诊治专场 下半年

常州、南京、

无锡、徐州、

连云港、镇江、

泰州、南通、

盐城

李军 感染病学分会

26
“谈镜说艾 与爱同行”消化系疾病规范

化诊疗
待定 待定 陈卫昌 消化病分会

27 心血管疾病专场 待定 待定 徐标 心血管病学分会

28 糖尿病及其并发症规范化诊疗专场 待定 待定 成兴波 糖尿病学分会

29 近视防控专场 待定 待定 林彤 激光医学分会

30
送教到

基层 -

超声医学基础理论与临床技能培训班 待定
徐州、淮安、

盐城、连云港
谭旭艳 超声医学分会

31
激光技术在基层医院泌尿外科的应用推

广系列活动
3月 江阴 林彤 激光医学分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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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活动名称及内容 时间 地点 项目负责人 分会

32

送教到

基层 -

风湿病学进展 3月、9 月、11 月 待定 孙凌云 风湿病学分会

33 功能神经外科诊疗规范 4月 南京 刘宏毅 神经外科学分会

34 麻醉医师临床知识与技能
4 月、7月、10 月、

11 月
待定 杨建平 麻醉学分会

35 小儿麻醉走基层活动 4月、8 月 待定 杨建平 麻醉学分会

36 脑卒中绿色通道建设
4 月、8 月、9 月、10

月

江阴、泰州、

盐城、扬州、

淮安

徐运 脑卒中分会

37 内科疾病诊治新进展 5月 苏州 吴德沛 内科学分会

38 急救技能培训班 5月、9 月、10 月
泰州、徐州、

丹阳
张劲松 急诊医学分会

39 脑血管病诊疗规范 7月 苏州 王中 神经外科学分会

40 微生物与免疫学进展 7月 徐州 王立新 微生物与免疫学分会

41 结核病督导下基层 8月 待定 吴妹英 结核病学分会

42 颅内肿瘤诊疗规范 11 月 南京 刘宁 神经外科学分会

43 气道管理下基层 10 月 南通市 杨建平 麻醉学分会

44

学术沙龙 -

疼痛专场 1月、5 月、9月
南京、无锡、

盐城
鲍红光 疼痛医学分会

45 内科疾病专场
3 月、8月、10 月、

11 月

常州、淮安、

泰州、苏州
吴德沛 内科学分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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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活动名称及内容 时间 地点 项目负责人 分会

46

学术沙龙 -

麻醉专场 3月、7 月、10 月
镇江、宿迁、

南通
杨建平 麻醉学分会

47 代谢性疾病专场 4月、8 月、11 月
苏州、徐州、

南京
杨涛 内分泌学分会

48 急重症专场 6月、9 月、12 月
连云港、扬州、

徐州
张劲松 急诊医学分会

49 专家查房讲学
4 月、6月、7 月、8

月、9月

常州、扬州、

苏州
张毅 重症医学分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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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江苏省医学会科普宣教活动计划表

（联系人：李楠 025-83620679,cmajsedu@vip.163.com）

序号 形式或内容 时间 地点 项目负责人 分会

1

医师登

台科普

秀 -

预赛、复赛、决赛 下半年

预赛：各设区市

复赛：待定

决赛：南京

戈皓

鲁翔

继续教育部

科学普及分会

2

科普大

讲堂 -

失眠的病因及诊治 1月 南京 袁勇贵 心身与行为学分会

3 癫痫知识健康教育 2月 南京、苏州 张颖冬 神经病学分会

4 妇科疾病的防治 3月 南京 张玉泉 妇产科学分会

5 “世界睡眠日”-睡眠与呼吸 3月 21 日 南京 黄茂 呼吸病学分会

6
“世界睡眠日”-健康教育睡眠与心

理健康
3月 南京 姚志剑 精神医学分会

7 脑卒中防治
3月、4 月、5 月、9月、

12 月

南京、苏州、无锡、镇江、

南京
徐运 脑卒中分会

8 结核病防治 3月、8 月 苏州、镇江 吴妹英 结核病学分会

9 银屑病防治 4月 常州 林彤 激光医学分会

10 帕金森病知识健康教育 4月 苏州、南京、徐州 张颖冬 神经病学分会

11 放射学知识健康教育 4月、10 月 待定 李澄 放射学分会

12 心血管防治讲座 4 月、6 月、9月、10 月、 南京、南通、无锡、泰州 徐标 心血管病学分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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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形式或内容 时间 地点 项目负责人 分会

13

科普大

讲堂 -

风湿病防治防治讲座 4月、8 月 待定 孙凌云 风湿病学分会

14 糖尿病防治讲座 4月、8 月、10 月 苏州、盐城、南通 成兴波 糖尿病学分会

15 525 护肤日护肤知识讲座 5月 南京、扬州、常州 林彤 激光医学分会

16 创伤救治知识讲座 5月 南京 任建安 创伤医学分会

17 急危重症的识别与处置讲座 5月 丹阳 张劲松 急诊医学分会

18 认识颈椎病 5月 南京 成惠林 神经外科学分会

19 帕金森病的防治 5月 南京 刘宏毅 神经外科学分会

20 癫痫的防治 5月 南京 刘宏毅 神经外科学分会

21 职场压力与心理 5月 南京 袁勇贵 心身与行为学分会

22 骨科常见疾病的防治 5月、10 月 南京、苏州 范卫民 骨科学分会

23 社区和院内的心血管基础知识 6月 社区 李东野 微循环学分会

24 爱眼日健康教育 6 月 1-2 日 徐州、南京 李甦雁 眼科学分会

25 世界过敏日健康教育 7月 南京 范卫新 皮肤性病学分会

26 你所不知道的介入性超声 7月 南京 谭旭艳 超声医学分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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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形式或内容 时间 地点 项目负责人 分会

27

科普大

讲堂 -

产前超声那些事 8月 苏州 谭旭艳 超声医学分会

28 养老健康 8月 南京 丁国宪 老年医学分会

29 “记忆”健康知识讲座 8月 徐州、苏州、南京 张颖冬 神经病学分会

30 919 痤疮周 9月 扬州、常州 林彤 激光医学分会

31 早搏并非都与心脏病有关 9月 南京 曹克将 心电生理与起搏学分会

32 徒手心肺复苏（大学新生培训） 9月 徐州 张劲松 急诊医学分会

33 预防痴呆 9月 南京 姚志剑 精神医学分会

34 精神卫生 10 月 10 日 南京 姚志剑 精神医学分会

35 世界银屑病日健康教育 10 月 南京 范卫新 皮肤性病学分会

36 脑卒中早期识别 10 月 泰州 张劲松 急诊医学分会

37 脑卒中防治 10 月
南京、苏州、徐州、扬州、

南通
张颖冬 神经病学分会

38 关爱不孕不育人群构建和谐家庭 11 月 南京 姚兵 生殖医学

39 “心晴环保”健康教育 1-12 月 南京 姚志剑 精神医学分会

40 药师与你同行 1-12 月 待定 葛卫红 临床药学分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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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科普大

讲堂 -

情绪的识别和管理 待定 待定 袁勇贵 心身与行为学分会

42
家庭的生命周期和界限对青少年心

理成长的影响
待定 待定 袁勇贵 心身与行为学分会

43 新生适应障碍的表现和处理 待定 待定 袁勇贵 心身与行为学分会

44 心身与行为 待定 常州 袁勇贵 心身与行为学分会

45 骨质疏松的防治 待定 待定 成金罗 骨质疏松与骨矿盐分会

46

义诊活

动 -

神经病学分会义诊活动
2月、3 月、4 月、9月、

10 月
南京、苏州 张颖冬 神经病学分会

47 妇产科三八节健康义诊 3月 8日 南通 张玉泉 妇产科学分会

48
结核病学分会“3.24世界结核病日”

大型义诊
3月 24 日 待定 吴妹英 结核病学分会

49
肾脏病学分会世界肾脏病日大型义

诊活动
3月 南京 胡伟新 肾脏病学分会

50 激光医学分会义诊活动 3月、5 月、6月、9 月 待定 林彤 激光医学分会

51 呼吸病学分会义诊活动
3月、5 月、6 月、9月、

11 月、12 月

南京、太仓、盐城、泰州、

扬州
黄茂 呼吸病学分会

52 精神医学分会义诊活动
3 月 21 日、9月 10 日、9

月 21 日、10 月 10 日
待定 姚志剑 精神医学分会

53 骨科学分会义诊活动 4月、7 月、8月、11 月 徐州、南通、南京、苏州 范卫民 骨科学分会

54 神经外科分会义诊活动 4月、8 月、9月、10 月 宿迁、南京 刘宁 神经外科分会



第 21 页

序号 形式或内容 时间 地点 项目负责人 分会

55

义诊活

动 -

核医学分会甲状腺疾病大型义诊活

动
5月 南京 王峰 核医学分会

56 肿瘤学分会义诊活动 5月 待定 李相成 肿瘤学分会

57 内科学分会义诊活动 5月 苏州 吴德沛 内科学分会

58
创伤医学分会社区创伤救治宣教、

义诊
5月 南京、泰州、苏州 任建安 创伤医学分会

59 皮肤性病学分会义诊活动 5月、10 月 南京 范卫新 皮肤性病学分会

60 病理学分会义诊活动 5月、10 月 苏北、无锡 孟凡青 病理学分会

61 糖尿病学分会义诊活动 5月、10 月、11 月 待定 成兴波 糖尿病学分会

62 风湿病学分会义诊活动 5月、11 月 盐城、扬州 孙凌云 风湿病学分会

63 心血管病学分会义诊活动
5 月、6月、7 月、8月、9

月、10 月、11 月、12 月
待定 徐标 心血管病学分会

64 脑卒中分会义诊活动 5月 17 日、10 月 29 日 待定 徐运 脑卒中分会

65
变态反应学分会世界哮喘日义诊活

动
5月 1日 待定 程雷 变态反应学分会

66 眼科学分会 6.6 爱眼日义诊活动 6月 徐州、苏州、南京 李甦雁 眼科学分会

67 放射医学分会义诊活动 6月、12 月 待定 李澄 放射医学分会

68 世界骨质疏松日义诊活动 10 月 待定 成金罗 骨质疏松与骨矿盐分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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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

义诊活

动 -

男性健康日义诊活动 10 月 南京 王增军 男科学分会

70 心动过速及心动过缓咨询及义诊 11 月 南京 曹克将 心电生理与起搏学分会

71 养老健康咨询及义诊 11 月 南京 丁国宪 老年医学分会

72 急诊医学分会义诊活动 待定 泰州、徐州 张劲松 急诊医学分会

73 心身与行为分会义诊活动 待定 南京、常州 袁勇贵 心身与行为分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