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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进展
1.钟南山院士及研究团队在《柳叶刀—呼吸病学》杂志发表述评

受杂志社邀请，钟院士及团队概括了既往研究的重大发现与意义，

并对今后我国综合防治 COPD 的热点进行了探讨。该述评（第一作者：

关伟杰）已经在线发表：

（ http://thelancet.com/journals/lanres/article/PIIS2213-2600(16)3009

2-3/abstract。）

慢性阻塞性肺疾病（COPD）是常见的慢性呼吸病，而且对患者的

生活质量、肺功能影响显著，是我国疾病死亡率最高的疾病之一。钟南

山院士、冉丕鑫教授、周玉民教授一直从事 COPD 的防治工作，牵头组

织了全国大型流行病学调查，发现 COPD 在我国的患病率达 8.2%（2007

年数据）而且 35.1%的患者无显著的呼吸道症状；在我国 COPD 在非吸

烟者中的患病率为 5.2%，而且多数患者为女性且有长期接触生物燃料

病史。后期的流行病学调查首次证实了燃烧生物燃料是导致 COPD 发病

的重要因素。基于这些重要发现，研究团队基于社区对居民进行了为期

4 年的跟踪随访，采用综合干预措施（包括健康宣教、基于个体的药物

干预方案、肺康复等），结果发现这些措施使居民的肺功能下降速度减

缓、COPD 的发病率下降。其后，研究团队通过对社区居民进行炉灶升

级（取缔生物燃料使用）、改良厨房通风状况，经过为期 9 年的随访，

团队发现只有实现炉灶升级并且改良厨房通风的居民其肺功能下降速

度减缓、COPD 的发病率下降，而单独升级炉灶或改良厨房通风甚至不

实行干预措施者肺功能下降速度与 COPD 的发病率与 9 年前无显著差

异。该研究结果是流行病学的重大突破，因此最近获得 2014 年度“环境

流行病学最佳论文”（每年度仅 1 篇）。此论文奖项自 2008 年设立以来，

我国学者首次获此殊荣。

与西方发达国家不同，我国目前不同地区的医疗设施发展并不平

衡，不少社区机构尚无简易肺功能仪，因此可能漏诊了大量的 COPD 患

者。为此，研究团队开发了简易评价系统，并探讨了简易峰流速测定对

筛选 COPD 的有效性。结果发现这些策略均对 COPD 有较高的灵敏度、

http://thelancet.com/journals/lanres/article/PIIS2213-2600(16)30092-3/abstract
http://thelancet.com/journals/lanres/article/PIIS2213-2600(16)30092-3/abstr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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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异度、准确性。这些发现为我国实现社区筛选 COPD、群防群治提供

重要线索。

尽管治疗 COPD 的药物手段已取得长足进展，不少药物对我国社区

管理而言价格较高而且不容易获得，为此很有必要寻找简便有效的药

物。祛痰药物一直以来被应用于临床上，然而后期一些研究提示祛痰药

物有抗氧化作用。为此，在钟南山院士、郑劲平副所长的牵头下，研究

团队组织了全国多中心随机双盲临床试验以探讨了羧甲司坦对预防

COPD 急性加重的效果，结果发现羧甲司坦能够平均每年减少 COPD 患

者 24.5%的急性加重风险，而且药物疗效在反复急性加重者中更为显著。

该研究的重大意义在于证实了像羧甲司坦这种廉价药物将会适用于中

国的广大地区，具有重要的医疗与经济意义。该研究被《柳叶刀》杂志

评选为“2008 年度全球最佳论文”，这是我国学者在呼吸病学上获得的殊

荣，该研究发现也被写入了全球慢阻肺防治指南中。受羧甲司坦的疗效

启发，团队进一步发现高剂量 N-乙酰半胱氨酸也能有效减少 COPD 急

性加重风险，研究结果发表于《柳叶刀——呼吸病学》杂志上，进一步

证实了祛痰药物对 COPD 的重大价值。

基于以上的重大发现，研究团队今年获得全国科学进步奖二等奖，

冉丕鑫教授还获得习近平主席的亲自接见。

该述评的索引：Guan WJ, Ran PX, Zhong NS. Prevention and

management of COPD in China: successes and major challenges. Lancet

Respir Med. 2016.DOI: http://dx.doi.org/10.1016/S2213-2600(16)30092-3

http://dx.doi.org/10.1016/S2213-2600(16)3009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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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湘雅医院 2016年 1-6月成果：

发表文章共 11 篇，其中 SCI 9 篇

1）程田力 ,胡成平*,李敏，顾其华，安健 . miR-155 通过抑制 PTEN 的表

达促进 A549 细胞的侵袭与转移 . 中华肿瘤杂志 , 2016;38(2):86-92

2）Min Li, Jing -Jing Li, Qi-HuaGu, Jian An, Li-Ming Cao , Hua -Ping

Yang and Cheng -Ping Hu*.EGCG induces lung cancer A549 cell

apoptosisby regulating Ku70 acetylation Oncology Reports ，

2016.35:2339-2347.

3 ） Jingjing Qu, Min Li, Jian An, Wen Zhong, QihuaGu, Liming Cao,

Huaping Yang, Chengping Hu*.miR-33b inhibits tumor EMT and

migration in lungsquamous cell carcinoma by targeting TWIST1. Int J

ClinExpPathol 2016;9(2):789-801

4） Siyuan Tang, Chenping Hu, Cailan Zhang, Lianxiang He, Xuebing Li,

Jinnan Xiao*. Femorally Inserted Central Venous Catheter in Patients with

Superior Vena Cava Obstruction: Choice of the Optimal Exit Site. The

JOURNAL OF VASCULAR ACCESS(SCI,已接受 ).

5 ） Jiang J, Li Y, Hu C*, et al. Primary pleural intermediate

hemangioendothelioma with pleural effusion as the only manifestation.[J].

Journal of Thoracic Disease, 2016, 8(5).

6）谢雅利，李园园，胡成平 *.HIV 抗体阴性的马尔尼菲青霉菌病患者

的易感因素及免疫状态分析 .中国真菌学杂志，2016，11:（3）

7）Hu C, Xun Q, Li X， Jun TF*， et al. GLCCI1 Variation Is Associated

with Asthma Susceptibility and Inhaled Corticosteroid Response in a

Chinese Han Population.[J]. Archives of Medical Research, 2016,

47(2):118-125.

8）Hongyi Tan, Moli Li, Zhan Wan, Pinhua Pan*, Xiaoli Su,Chengpin Hu.

Sequence type191 of clonal complex 92 was a dominant

carbapenem-resistant Acinetobacter baumannii that causes nosocomial

pneumonia in intensive care units in a Teaching Hospital in Central China.

Clinical Laboratory， (SCI, Acce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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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Hongyi Tan, Lemeng Zhang, Zu Cao, Ben Liu, Pinhua Pan*, Haitao Li

and Xiaoli Su. Nerve Growth Factor Promotes Expression of Costimulatory

Molecules and Release of Cytokines in Dendritic Cells Involved in Th2

Response through LPS-induced p75NTR. Journal of Asthma.(SCI, Accept)

10） hongyi Tan, Xiaoshan Wang, Xiaogang Yang, Haitao Li, Ben Liu,

Pinhua Pan*. Oncogenic role of epithelial cell transforming sequence 2 in

lung

adenocarcinoma cells. Experimental and Therapeutic Medicine(SCI,

Accept)

11） li haitao, tan hongyi, hu yongbin, pan pinhua*, su xiaoli, hu chengpin.

Small protein A (SmpA) and phospholipase D (PLD) immunization play a

protective role in a mouse pneumonia model of Acinetobacter baumannii

infection. Molecular Medicine Report（SCI,Accepted）

参与制定专家共识和指南 4 部：

1）《合理应用抗流感病毒药物治疗专家共识》 中华医学杂志， 2016

年第 2 期

2）《中国晚期原发性肺癌诊治专家共识（2016 年版）》中国肺癌杂志，

2016 年

1 月第 19 卷第 1 期

3）《社区获得性肺炎诊断和治疗指南》中华结核与呼吸杂志，2016 年

4 期

4）《肺癌小样本取材相关问题的中国专家共识》中华内科杂志，

2016;55(5)406-413

主编或参编专著三本：

1）胡成平参编专著 :《临床诊疗知识库》万方医学网 2016 年 3 月；

2）胡成平参编专著 :《内科学：呼吸内科分册》人民卫生出版社 2016

年 5 月

3）卢敬梅副主编专著：《临床护理三基实践指导》第二版，北京：化

学工业出版社，2016 年 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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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浙医二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在急性肺损伤领域研究取得突破

近日，浙医二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的研究论文“Activation of

MTOR in pulmonary epithelium promotes LPS-induced acute lung

injury”被国际权威期刊 Autophagy（2016 年 IF9.108）接受发表。该

研究首次揭示了 MTOR 在急性肺损伤发病中的重要作用。

4.中山医院在缺血再关注肺损伤领域取得一定进展

Haiyan Ge; Huili Zhu; Nuo Xu; Dan Zhang; Jiaxian Ou; Guifang

Wang; Xiaocong Fang; Jian Zhou; Yuanlin Song; Chunxue Bai*.

Increased Lung Ischemia-Reperfusion Injury in Aquaporin 1-Null Mice

Is Mediated via Decreased Hypoxia-Inducible Factor 2Î± Stability.

American Journal of Respiratory Cell & Molecular Biology;Jun2016,

Vol. 54 Issue 6, p882 （ IF=4.082）

二、会议资讯
1.湘雅医院承办湖南省首届无创通气峰会暨第十五届湘雅呼吸论坛

6 月 11 日，由湖南省医学会呼吸病专业委员会主办，中南大学湘雅

医院（国家呼吸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核心单位）承办的湖南省第一届

无创通气峰会暨第十五届湘雅呼吸论坛胜利召开。国内近 800 位呼吸病

学专家学者出席会议，围绕无创通气及相关领域的新进展进行深入研

讨。会上，湘雅——飞利浦伟康无创通气学院正式揭牌，此举旨在提高

临床一线医务工作者对机械通气的认识和理解，湖南省医学会呼吸病学

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湘雅医院呼吸内科主任胡成平教授任该学院院

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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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了解，无创通气是指呼吸机通过口或鼻面罩与患者相连进行正压

通气，无需建立有创人工气道。当患者呼吸力学异常、呼吸肌疲劳等问

题明显而痰液引流问题又相对次要时，是应用无创通气的最佳时机。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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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通气早期主要用来辅助治疗睡眠呼吸综合征，近 10 余年来，该技术

已广泛用于治疗多种急、慢性呼吸衰竭。

无创通气峰会是湖南省呼吸病学领域的重要学术活动，本次大会为

期三天，邀请了国内知名专家从无创呼吸机工作原理、无创呼吸机力学

特点及临床应用、无创通气气道管理、无创通气共时的镇静策略、如何

改善无创通气患者的依从性等方面，全面讲解了无创通气相关基础知识

及最新进展，在端午佳节为大家献上了一场学术盛宴。课程结束后，会

议还安排了无创呼吸机操作演示，手把手教授大家如何使用无创呼吸

机，如何选择最合适的面罩，让大家对无创通气的了解更加直观。

大会主席胡成平教授表示，中南大学湘雅医院呼吸内科作为国家临

床重点专科、国家呼吸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核心单位、湖南省医学会呼

吸病学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单位，有责任和义务发挥自身优势，通过技

术辐射、人才培养、学科帮扶等多种途径，帮助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提升

水平。

2.贵州省第六届呼吸疑难病博士论坛暨慢性气道疾病研讨会召开

4 月 8 至 10 日，贵州省第六届呼吸疑难病博士论坛暨慢性气道疾病

研讨会在贵州省人民医院成功举办。10 余位国内知名专家和全省各地

500 余位医务人员，围绕“气道疾病防治，你我同参与”主题，就呼吸疑

难病和慢性气道疾病的热点、难点等问题开展探讨。

本次论坛为呼吸病学在“十三五”期间的科学发展指明了方向，论坛

内容丰富，前瞻性强、实用性强、紧跟前沿，涉及到慢阻肺诊治中的几

个临床问题、2015GINA 要点、2016 中国支气管哮喘防治指南要点、慢

性咳嗽的经验性治疗、支扩与慢阻肺的关系、感染后咳嗽的诊治、肺部

磨玻璃样结节的临床诊断策略、小气道病变临床评估进展、呼吸道感染

性疾病、小气道疾病的 CT 表现等目前慢性气道疾病领域的疑难问题。

中华医学会呼吸病学分会副主任委员、慢阻肺学组组长、中国医师协会

呼吸分会副会长、全国慢性气道疾病领域的著名专家康健，教育部“长

江学者”特聘教授、中华医学会呼吸病学分会副主任委员、哮喘学组组

长、中国医师协会呼吸分会副会长沈华浩，中华医学会呼吸病学分会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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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兼秘书、肺癌学组组长、中华医学会内科分会副主任委员、中国医师

协会呼吸分会副会长陈良安，中华医学会呼吸病学分会常委兼哮喘学组

副组长、全军呼吸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王长征，中华医学会呼吸病学分

会常委兼慢阻肺学组副组长、山东省呼吸分会主任委员肖伟，北京大学

第三医院呼吸科主任孙永昌，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呼吸科主任高占成，同

济大学附属同济医院副院长邱忠民，中华医学会放射学分会心胸学组副

组长陈起航等教授分别作了精彩纷呈的学术讲座。贵州省卫计委领导杨

克勤出席开幕式并讲话。

本次论坛由贵州省人民医院、贵州省呼吸疾病研究所、贵州省肺科

医院、贵州省呼吸内科医疗质量控制中心、国家呼吸疾病临床研究中心

核心单位主办，贵州大学生命科学学院、贵州基层呼吸联盟、贵州省医

学会呼吸病学分会协办。会议延续了一贯以来办会勤俭、安排紧凑的务

实作风，开幕式当天上午，能容纳 500 人的学术报告厅座无虚席，一些

参会代表只能坐在会议厅两侧临时添置的塑料凳子上聆听讲座。短短 1

天半时间安排了 15 场讲座，时长 50 分钟的专题讲座就达到 11 场。并

充分利用了晚上的会议时间，精心准备安排了疑难病案讨论。与会代表

们在“支气管结核致气道狭窄的介入治疗”、“肉芽肿性多血管炎”等病案

讨论中，争论激烈、各抒己见，充分展现了贵州青年一代呼吸人的学术

风采，整个会场洋溢着活泼、友好、谦虚、求真的良好气氛。与会代表

们在享受了白天专家们带来的学术大餐后，又参加这一场别开生面的学

术“夜宵”，虽然稍有疲惫，但都一致对夜间气氛热烈、各家争鸣的病案

讨论给予了肯定与好评。

据悉，贵州省呼吸疑难病博士论坛迄今已成功举办六届，其内容充

实、办会务实的风格受到广大医务工作者的赞誉与好评，参会人数逐年

递增。在中华医学会等全国性医学学术组织的关心支持下，在贵州省卫

计委、贵州省医学会的关怀扶持下，六年来，论坛已经成为业内交流经

验、分享信息、加强合作、共商发展的知名平台，在西部地区乃至全国

也逐渐具备了一定的影响力。本届论坛的成功举行，既是全国呼吸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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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和医学学会建设历史上的一次重要会议，更是对我省内科医学建设

发展的一次鞭策鼓劲！

贵州省基层呼吸防治联盟成立大会在我院召开

4 月 8 日，贵州省基层呼吸防治联盟成立大会在我院内科南楼 11

楼大会议厅举行。大会由我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主任叶贤伟教授主

持，我院党委书记、副院长兼贵州省呼吸疾病研究所所长、贵州医学会

呼吸病学分会主任委员张湘燕教授致辞。

贵州省医学会朱光成秘书长、贵州省卫计委卫生基层处刘岚处长分

别在会上讲话。

会议宣读了中国呼吸疾病防治联盟基层呼吸疾病防治联盟宗旨。颁

发了联盟主席、联盟执行主席、联盟副主席、联盟秘书、常委证证书。

我院党委书记张湘燕当选联盟主席，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主任叶贤伟当

选联盟执行主席。

张湘燕书记指出，只有做强基层，才能够解决看病难的问题，才能

够把三甲医院医生「解放」出来，去做他们本应该做的工作：解决危急

重症、疑难杂症、医学教育以及医学科研，只有这样我国呼吸系统疾病

的管理水平才能够提高。

据悉，自去年 9 月份在贵阳全国呼吸年会开幕式时候中国基层呼吸

疾病防治联盟成立自今，今年 2016 年 3 月 20 日，中国基层呼吸疾病防

治研讨会暨中国基层呼吸疾病防治联盟第一次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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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全国已经有 12 个省成立基层呼吸疾病防治联盟分支机构和工作委

员会，基层联盟携手基层医生是推动呼吸疾病防治的重要平台，并积极

扩大其组织与影响力，切实加强我国基层呼吸疾病防治提供组织与队伍

保障。

3. CTVA全国多中心临床研究中期总结会召开

2016 年 6 月 24 日，由浙大医学院附属二院及广州呼吸疾病研究所

牵头的 CTVA 全国多中心临床研究中期总结会在深圳召开。来自浙医二

院沈华浩教授、浙医邵逸夫医院应可净教授、潍坊哮喘病医院魏春华教

授、上海瑞金医院汤葳教授、武汉同济医院刘先胜教授、烟台毓璜顶医

院唐宁波教授、复旦中山医院金美玲教授、西京医院张艰教授及吴昌归

教授、广东医学院陈敏教授、沈阳军区总医院籍彬彬教授、CRO 公司北

京柯林利康公司李华刚经理等参会。会议总结了目前全国各中心的病例

入组情况，截止目前全国共入组 163 例，脱落 /失访 31 例。会议充分讨

论了目前临床研究存在的入组进度慢，入组后患者失访率过高的问题，

并提出了进一步改进的措施。最后沈华浩教授总结致辞，沈教授感谢各

临床研究中心对 CTVA 研究的大力支持，指出根据目前入组的情况，各

研究中心入组病例数不限，待全国入组总数达到后即关闭入组；并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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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入组的患者，各位专家需要亲自跟进患者的随访工作。与会专家纷

纷表示会后要进一步加快研究进度，力争早日完成病例入组任务。

4.中国早期肺癌诊治协作组成立

6 月 10 日，由中国癌症基金会主办、阿斯利康协办，中国早期肺癌

诊治协作组成立大会暨肺癌精准医学峰会在羊城广州举行。此次大会分

三个部分：中国早期肺癌诊治协作组成立；肺癌多学科合作；肺癌诊疗

一体化。

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北京中日友好医院院长、中国工程院院士

王辰，重庆新桥医院钱桂生教授，上海交通大学附属胸科医院韩宝惠教

授，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白春学教授，四川大学华西医院李为民院长，

上海市肺科医院周彩存教授，山东省肿瘤医院付院长李宝生教授，解放

军总医院陈良安教授，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康健教授，浙江大学

附属第一医院周建英教授，北京中日友好医院代华平教授，广州医科大

学附属第一医院李时悦教授等 150 多位主任级别教授出席了本次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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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继教培训
1.肺功能检查规范化培训万里行—广州站

2016 年 5 月 27 日 -28 日，肺功能检查规范化培训万里行 ----广州站

在广东省中医院隆重举行，由国家呼吸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国家呼

吸疾病医疗质量控制中心、中华医学会呼吸病学会、中国肺功能联盟主

办、广东省中医院承办。

此次会议邀请了郑劲平、张忠德、林琳、许银姬、周明娟、谢燕清、

陈远彬等多位呼吸领域专家作为授课专家和肺功能培训导师，培训和考

核的主要内容包括肺功能检查在慢阻肺、支气管哮喘等常见疾病中的应

用，肺功能的操作程序、质量控制和结果分析。70 余家单位，包括广东，

海南，湖南，云南，四川省医院的近 120 余名肺功能医生和技师参加了

培训，最终 48 名医生参加了医师考核、35 名护士和技师参加了技师考

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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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活动参与培训的单位主要包括广东省中医院、广州中医药大学

第一附属医院、广州药学院附属第一医院、东莞市石排医院、遂溪人民

医院、汕头市中心医院、佛山市南海区第七人民医院、佛山市第二人民

医院、开平市中心医院、深圳市南山区蛇口人民医院、南方医科大学深

圳医院、汕头市潮南民生医院、汕头市第三人民医院、肇庆市第二人民

医院、番禺中心医院、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三医院、广州市妇女儿童医

疗中心、港湾医院、越秀区光塔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番禺区第二人民

医院、广州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三医院芳村分院、白云区第二人民医院、

佛山市顺德区杏坛医院、佛山市顺德区均安医院、深圳市宝安区松岗人

民医院、龙门县人民医院、化州市人民医院、台山市中医院、台山市汶

村中心卫生院、新会区会城街道办事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江门市结核

病防治所、东莞市黄江医院、东莞市寮步医院、东莞市塘厦医院、肇庆

市第二人民医院、广州越秀区儿童医院、广东龙川县中医院、云南省岘

山县中医院、四川省成都市第一人民医院、四川省重庆市涪陵中医院、

湖南省邵阳市中西医结合医院、广东省南海社会福利中心康复医院、广

州市越秀区中医医院、海南省中医院、海南省农垦三亚医院等。共 70

余家医疗单位参与，分别来自广东、海南、湖南、云南、四川 5 个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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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中医院副院长张忠德教授在开幕式上致辞，指出了质量控制

在肺功能检查中的重要地位，阐述了“像量血压一样检查肺功能”活动的

重要意义并预祝本次活动顺利进行。

作为本次万里行活动的发起者和推动者，广州呼吸疾病研究所副所

长、中国肺功能联盟总负责人郑劲平教授在开幕式上致辞，他阐述了肺

功能检查规范化培训的意义和并预祝本次活动顺利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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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活动培训内容主要包括肺功能检查的临床应用、质量控制和结

果分析等。张忠德教授为在场学员讲授了“肺功能检查概述及对医院和

科室的建设意义”，内容精彩，鼓舞人心！

郑劲平教授用多个肺功能实例向参会人员讲述了 “肺功能检查的病

例分析”，内容丰富，积极调动起学员对肺功能检查的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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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中医院大呼吸科主任琳琳教授、广东省中医院大德总院呼吸

科主任许银姬教授分别就肺功能检查在支气管哮喘和慢阻肺中的应用

进行了详尽的讲述。广东省中医院肺功能室周明娟主任为大家讲述肺通

气功能检查的方法及质量控制。最后，广州呼吸疾病研究所的谢燕清博

士和广东省中医院陈远彬医生为学员们进行了具体的肺通气功能报告

解读和支气管舒张试验的方法及结果分析。

下午专家讲完课以后，分为医师和技师两个会场分别进行以下的内

容：医师理论考核+报告判读考试和技师 /护士肺功能操作演示和演练。

医师会场和技师会场的理论考试均采用无纸化考核办法，学员用手机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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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维码参加考试。医师组在理论考核后随即进行肺功能判读报告考试环

节。

技师会场现场由肺功能仪工程师的协助进行了肺量计检查操作的

模拟实践，给学员详细讲解仪器肺通气功能检查的过程、动作要领等，

并让学员进行操作练习，熟悉考试流程。

28 号上午 8 点由会议工作人员派发技师 /护士理论考试二维码和肺

功能报告试题进行理论和报告判读考试，八点半后考试结束，开始肺功

能操作技能考试。肺功能操作技能考试分为 5 组，每组配 3 名监考员，

包括 1 名考官、1 名副考官（巡考人员）和 1 名肺功能仪工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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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中医院周明娟教授主持，由广东省中医院肺功能培训中心陈

远彬、曾金妹、梁翠婷等担任考官，根据统一的考核评分标准对受训人

员进行严格考核。每位学员均需正确完成仪器定标（环境参数设置、流

量校准和线性验证），做好受试者检查前准备工作（受试者资料录入、

向受试者讲解并示范检查动作、安排受试者体位），熟练掌握肺量计的

用力肺活量检查（适当运用肢体语言、指挥受试者的口令清晰、与受试

者的呼吸相配合），并能对检查质量进行正确评估，以及对检查结果进

行正确判断。

本次考核的受试者招募的是广东省中医院的护工，参与免费肺功能

体检的积极性很高，但年龄大部分在 50 岁以上，文化水平低，语言偏

方言居多，直接增加了本次考核的难度。因为大部分学员是各单位肺功

能室的核心骨干，已具有丰富的肺功能检查经验，且经过前一天会议的

操作培训和实践演练，对肺量计检查的操作方法和质控要求有了更深入

的认识，最终顺利地通过了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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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会议通过对广东、海南、湖南、云南、四川 5 个省核心和基层

单位肺功能人员的培训与考核，初步构建了广州市肺功能规范化培训的

三级医院网络。期望各医院能够充分利用其地区影响力，积极发挥带头

作用，推动各地基层医院的肺功能检查规范化发展。

供稿：广东省中医院

2.肺功能检查规范化培训万里行---武汉站

2016 年 6 月 18-19 日，在号称“九省通衢”的中部城市武汉，由中华

医学会呼吸病学分会肺功能学组、国家呼吸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国

家呼吸疾病质量控制中心、中国肺功能联盟联合主办的“肺功能检查规

范化培训万里行 --武汉站”隆重举行。此次会议邀请了武汉同济医院和湖

北省妇幼医院多位呼吸病学教授作为培训导师，讲解肺功能检查与临床

应用。本次培训最大的亮点是首次增加了儿童肺功能专场，并对医师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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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师分别进行考核，使培训活动更加完整与规范。参加本次肺功能培训

的人员共 130 人，参加考核的有 83 人，其中医师 41 人，技师 /护士 42

人。

专家授课

武汉同济医院呼吸内科赵建平教授在开幕式上致辞并进行了“肺功

能检查概述及对科室建设的意义”讲座；张珍祥教授详细讲述了“肺功能

检查在慢阻肺中的应用及存在问题”；刘先胜教授阐述了“肺功能检查在

哮喘中的应用 ”；谢俊刚教授就 “肺通气功能检查的方法及质量控制 ”作

了专场报告；汪涛教授讲述了“支气管舒张试验的方法与结果分析”并现

场分享了 “肺功能检查的典型病例分析 ”；倪望老师对 “肺弥散功能测定

与临床应用”进行了详细讲解。湖北省妇幼医院的龙珍教授和舒俊华教

授，分别就“儿童与成人通气肺功能的差别”和“儿童潮气呼吸肺功能”进

行了详细的阐述。教授们妙语连珠，讲座内容充实生动；学员们学习热

情高涨，更是利用中午休息时间前往武汉同济医院肺功能室进行参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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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交流分享心得体会。

理论考核

在理论培训之前，学员先在网上进行了摸底考核；在一天的培训结

束后，再次进行网上理论考核和解读肺功能实例报告。学员们纷纷表示

受益匪浅，不仅牢记了肺功能检查的基本要求，更对其临床应用有了清

楚的认识。

技能操作考核

6 月 18 日下午理论考核结束后，肺功能仪工程师就“肺功能检查技

能操作演示与培训”进行了详细的讲解，技师 /护士分组练习。6 月 19 号

上午，开始技师 /护士的分组技能操作考核。考官认真严谨，学员一丝

不苟，考核顺利进行。

本次肺功能检查规范化培训万里行 --武汉站的成功举办有助于进一

步普及肺功能检查，使更多的医师技师掌握肺功能检查的基础知识和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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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提高对该项检查的重视度，认识其必要性和紧迫性，从而推进我国

肺功能检查临床应用与长远发展。

3.肺功能检查规范化培训万里行---上海站

2016 年 6 月 18 日 SMILE 全国肺功能检查临床应用与规范化培训

（成人及儿童） --上海站 ”在同济大学附属上海市肺科医院顺利召开。

“SMILE 全国肺功能检查临床应用与规范化培训 ”是由中华医学会呼吸

分会临床呼吸生理与肺功能学组、国家呼吸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国

家呼吸疾病医疗质量控制中心、中国肺功能联盟及各培训中心联合举办

的会议及活动。肺科医院肺功能科为上海三家肺功能培训中心之一，此

次与全国儿童肺功能协作组合作，首次在国内共同举办成人及儿童肺功

能培训会议，进一步加强和完善了肺功能检查的规范化培训工作！

合影留念

本次会议由我院肺功能科主任刘锦铭教授主持，中华医学会儿科分

会呼吸学组组长申昆玲教授亲赴本会致辞。

刘锦铭教授主持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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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昆玲教授致辞

会议同时邀请了包括郑劲平、朱蕾、孙兴国、宋元林、李善群、邱

忠民、张皓、高怡、蒋捍东、李庆云等国内著名肺功能及呼吸生理学专

家教授进行授课。本次肺功能培训会议吸引了全国各地包括江苏、浙江、

安徽、山东、天津、深圳、四川、云南、内蒙古、广东、贵州、福建、

新疆、宁夏、黑龙江、吉林、江西和湖南等省市多家医院的呼吸科及肺

功能专业 400 余名同道参会，本市瑞金、市一、华山、中山、同济、长

征、长海、新华、仁济和六院等多家三级医院及各区县二级医院同道也

参加了此次会议。

郑劲平教授耐心讲授“肺功能检查在外科手术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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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皓教授深入浅出地介绍“儿童肺通气功能检测”

朱蕾教授授课 高怡教授授课

蒋捍东教授授课 李庆云教授授课

本次肺功能培训会议采用理论授课与操作演示相结合的教学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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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演示现场

专家认真授课，学员们踊跃提问，与各位授课专家及老师进行了深

入交流和广泛探讨，赢得同道们的一致赞誉和肯定，取得良好的教学效

果。

技能操作训练现场

此次的肺功能培训会议及活动对规范开展肺功能检查，确保肺功能

检查质量控制，提高我国肺功能检测水平，推广肺功能临床应用及发展

具有重要意义和深远影响。

供稿：同济大学附属上海市肺科医院

4.肺功能检查规范化培训万里行—长沙站

2016 年 6 月 25 日，由国家呼吸疾病质量控制中心、中华医学会呼

吸病学分会、国家呼吸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中国肺功能联盟主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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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中南大学湘雅医院呼吸内科承办的“像量血压一样检查肺功能—肺功

能检查规范化培训万里行长沙站”的专题培训在湘雅医院举行。

会议由湘雅医院呼吸科肖奇明教授主持。邀请了广州呼吸疾病研究

所谢燕清博士，以及湘雅医院苏晓丽、李瑛、陆蓉莉、刘诗晴等多位呼

吸领域医师担任授课专家和肺功能培训导师，培训内容主要包括肺功能

检查在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支气管哮喘等常见疾病中的应用，肺功能检

查的操作方法、质量控制、结果分析等。

会场座无虚席，培训内容丰富，精彩纷呈，讲者们理论联系实际，

层次清晰，学员们听得津津有味，获益匪浅。来自内蒙古、广西、江西、

湖南等各地区基层医院医师、技术人员共 100 余人参加了培训，49 位医

师和技术人员参加了考核。

肖奇明教授讲授肺功能在慢性阻塞性肺疾病中的应用；谢燕清博士

讲授肺功能检查的概况以及支气管舒张试验的方法和结果分析；苏晓丽

教授讲授肺功能检查在哮喘中的应用；李瑛老师结合多个病例分析生动

形象的讲解肺功能检查的临床意义；陆蓉莉老师和刘诗晴老师分别就肺

功能检查的方法、质量控制、报告解读进行讲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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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还分别对医师和技术人员进行理论和实践考核，理论考试均采

用无纸化考核办法，学员用手机扫描指定的二维码完成在线答题。医师

理论考核后随即进行肺功能结果判读考核。技术人员则由肺功能仪工程

师现场进行“肺功能检查操作演示及分析”，详细讲解仪器肺通气功能的

检查过程、动作要领、注意事项等，随后现场进行肺功能操作技能考核，

并对指定的肺功能报告判读。

本次活动活动圆满成功，极大的推动了肺功能的普及，加强了学员

们对肺功能更深层次的认识，促进了其操作流程和检查质量的规范，而

且提高了临床医师的诊疗水平。对推动基层医疗单位建立肺功能规范化

检查和质量控制体系具有重要的助力作用。

5. 全国肺功能检查规范化培训万里行--喀什站

异域风情的喀什，鲜花盛开、瓜果飘香。由国家呼吸疾病临床医学

研究中心、国家呼吸疾病医疗质量控制中心、中华医学会呼吸分会临床

呼吸生理与肺功能学组、中国肺功能联盟、新疆呼吸病分会、新疆肺功

能联盟联合举办的“像量血压一样检查肺功能”为主题的“全国肺功能检

查规范化培训万里行 --喀什站”活动于 6 月 10 日 -11 日顺利举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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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呼吸分会对本次活动表示极度重视，主任委员杨晓红教授亲自

挂帅，新疆肺功能学组组长王惠妩教授亲自筹备培训工作。并特邀郑劲

平教授、高怡教授亲临现场培训、指导。

培训活动开始前，首先由喀什地区第一医院阿院长代表喀什地区医

院致开幕辞，并对来喀什讲学指导的专家表示感谢和热烈欢迎。致辞后

举行授牌仪式，在学员的热烈掌声中，由肺功能联盟总负责人郑劲平教

授和新疆医学会呼吸病分会主任委员杨晓红教授亲自为喀什地区第一

人民医院和喀什地区二人民医院颁发“肺功能技术推广网络单位”牌匾。

培训开始后首先接着由郑劲平教授主讲《肺功能检查概述及科室建

设》、《肺功能检查病例分析》。

郑劲平教授在授课

接着由杨晓红主任讲解《肺功能检查在 COPD 中的应用》，王惠妩

主任讲解《肺功能检查在哮喘疾病中的应用》，高怡教授讲解《肺通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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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检查结果分析》，各位专家思路清晰，循循善诱，有理有据，娓娓

道来，引人入胜，并紧密结合临床，深入浅出，举例论证，举重若轻，

重点突出，学员们听得津津有味，受益匪浅。

杨晓红教授在授课

王惠妩教授在授课

尤其当高怡教授讲解《肺通气功能检查结果分析》结束时，学员们

意犹未尽，纷纷要求高怡教授延长讲课时间，能再多听一会儿，再多学

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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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怡教授在授课

疆内其他专家新疆医科大学一附院肺功能室赵伟老师讲解了《肺通

气功能检查方法及质控》，附属中医院肺功能室杨卫江老师讲解了《肺

功能操作培训》，自治区人民医院肺功能室古力巴哈尔老师讲解了《支

气管舒张试验的方法及结果分析》，3 位专家讲课风采各异，内容精彩

纷呈。讲课结束后，郑劲平教授对学员们提出的相关问题作了详尽解答，

他的博学多识受到学员们的赞赏。

11 日下午，受李莉主任之邀，肺功能专家高怡教授、王惠妩主任及

赵伟老师亲临喀什第一医院呼吸科肺功能室指导工作，从校正到具体操

作解决了存在的问题，为贵院肺功能顺利开展及规范化操作提供了技术

支持。

专家在肺功能室指导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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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培训考核共有 63 名医技人员参加听课，37 名医师参加规范化

培训医师考核、18 名技师参加了技师组笔试及操作考核。考核分成四个

组，每组由 1 名主考老师及 1 名巡考员组成，考核过程秩序井然，严格

按照肺功能检查规范化培训考核标准进行。

操作技能考核井然有序

本次活动首次在少数民族地区进行，参加培训的绝大多数是维吾尔

族医务人员，他们克服语言差异的障碍，认真学习理论知识，反复练习

操作，授课老师更是反复讲解，不厌其烦，使学员尽可能在短时间内掌

握了培训内容。

本次规范化培训活动赢得了学员们的一致赞誉和肯定，大家均表

示，希望多举办此类培训活动。通过培训，使学员深切感受到肺功能检

查质量控制的重要性，准确的肺功能检查结果源自于高质量肺功能检

查。该活动为南疆地区的各级医院开启了肺功能规范化检查培训的新篇

章，对提高少数民族地区肺功能检查的质量控制、普及肺功能检查、推

动少数民族地区肺功能事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同时为南疆地区肺功能

规范化检查与质量控制体系培训网络的逐步建立奠定了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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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稿：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赵 伟

新疆医科大学附属中医院 杨卫江

6.肺功能检查规范化培训万里行---银川站

2016 年 5 月 28 日 -29 日，时值初夏，天朗气清、碧落如洗，在美

丽的塞上湖城银川，由国家呼吸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国家呼吸疾病

医疗质量控制中心、中华医学会呼吸病学分会肺功能学组、中国肺功能

联盟联合主办，宁夏医学会呼吸病学分会肺功能学组、宁夏医科大学总

医院培训教育基地及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肺功能室共同承办的“宁夏第

六届肺功能检查临床应用与质量控制学习班暨肺功能检查规范化培训

万里行——银川站”顺利举行。

本次会议从 2015 年度开始运作，并成功报批 2016 年度宁夏回族自

治区区级继续医学教育项目。2 月份分别在宁夏肺功能联盟微信平台

——生命源于呼吸、宁夏肺功能联盟、宁夏呼吸分会和呼吸医师协会微

信群启动了报名程序。截止 4 月 30 日，共有 41 名医师和 48 名技师 /护

士，成功报名参加本次肺功能检查规范化培训与考核，其中有 6 名学员

来自陕西，涵盖近 30 家医院。

会议准备期间，会务组成员精诚团结、分工合作：领导审核、专家

聘请、课件寄送、日程安排、学员食宿、岗位设置合理有序；根据学员

数量，主动联系考核设备供给、科学分组，并适时安排了各组的监考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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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短时间内备齐了培训与考核使用的所有物料，包括背景搭建、横幅、

各种标识牌、胸卡、桌卡、考核材料等；还制作了形式多样、赏心悦目

的会议邀请函、各种通知、注意事项、会议备忘、考核专用二维码等；

选定银川国际交流中心作为大会会址，更是点睛之作！所有这些都为会

议的如期、顺利举行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此次会议十分荣幸地邀请到了高怡、王惠妩、刘华、郑西卫、陈更

业、许旺、赵晓燕、陈娟、张旭华等多名国内及区内著名的呼吸病学及

肺功能专家亲临现场，分别就“肺功能检查概述及对科室建设的意义”、

“肺功能检查在慢阻肺中的应用”、“肺功能检查在哮喘中的应用”、“肺功

能检查前的准备”、“肺通气功能检查的结果分析”、“支气管舒张试验方

法及结果分析”、“肺功能检查方法及质量控制”、“肺功能检查病例分析”

等科目进行了专题讲座；特别是高怡教授和王惠妩教授的病例分析，理

论联系实际，内容丰富、精彩纷呈，让大家受益匪浅、茅塞顿开，更加

增强了做好做强肺功能检查的信心！会议期间，全体人员孜孜以求、废

寝忘食，不知疲倦、兴趣盎然！



134

在午间仅有的半个小时简餐时间里，我们还对来自基层一线在宁夏

肺功能联盟微信群中积极参加讨论和交流、中肯建议的多名医、技师进

行了表彰和奖励，并有幸邀请了高怡和王惠妩教授向获奖者现场颁发了

联盟专门定制的奖牌。

在几近一整天的理论培训及医技师的网上正式考核结束后，技师分

会场，耶格和欧姆龙工程师就“肺功能检查技能操作演示与培训”进行了

更为详细的讲解。随后即开始了技师 /护士正式的分组技能操作考核，

ABCD 四个组别，考官工作严谨，工程师职责分明，学员们一丝不苟、

互相配合、顺序进行，全部考核结束时已近深夜。统计结果显示，2016

年肺功能检查规范化培训——银川站，共有来自全区及周边省区 160 余

名学员参加了培训，有 37 名医师和 46 名技师 /护士参加了规范化培训

的全程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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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早上，还有近 30 名学员先后到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内外科

肺功能室，实地进行了考察、参观、学习交流与经验分享。小小的检查

室也是人群熙攘、摩肩接踵、人声鼎沸，谈起肺功能检查，大家激情迸

发、滔滔不倦、感慨良多、大有相见恨晚之意。分手时互留信息、互送

祝福、数目以对、情深义重，惜别之情油然而生。

好一个“肺功能联盟”！ 好一个“呼吸大家庭”！

本次会议全程得到了中华医学会呼吸病学分会肺功能学组、中国肺

功能联盟、宁夏医学会呼吸病学分会、阿斯利康宁夏分公司、会议第三

方筹备组、康尔富盛公司、陕西富盛公司、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培训教

育基地和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等部门各级领导和同志们的关注，并给予

了大力的帮助与支持，一并致谢！

供稿：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

7.肺功能检查规范化培训万里行--杭州站（第三轮）

绿柳扶风迎盛客，红花傍水伫游人。

2016 年 5 月 28 日上午，在美丽的西子湖畔，浙江省肺功能联盟成

立大会暨肺功能检查规范化培训万里行杭州站（第三轮）隆重举行。

经中国肺功能联盟、浙江省医学会批准，筹备了将近一年的浙江省

肺功能联盟正式成立。浙江省肺功能联盟的成立是浙江省呼吸界的盛大

喜事，更是对肺功能事业的肯定和支持。省医学会高度重视，并在大会

上专程致辞祝贺。第一届联盟组长由钦光跃教授担任，聘请了沈华浩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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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郑劲平教授、周建英教授和应可净教授为顾问。成立仪式后进行了

学术交流活动，郑劲平、朱蕾、刘锦铭等著名专家进行了精彩报告，会

场气氛热烈。

中午短暂休息后，接着进行了下午的专场活动 --肺功能检查规范化

培训会。活动由承办方—-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呼吸科李雯教

授致开幕辞，特别邀请广州呼吸疾病研究所郑劲平教授、浙医二院呼吸

科的颜伏归、陈晓、黄刚、张斌等多位专家进行授课。培训会按照学组

的统一标准进行，全省各地有二十余家医院参与且选派了 70 名学员参

加，其中有 46 名参加了考核。

29 日培训会继续进行。与以往略有不同的是分为了医师分会场与技

师 /护士分会场同步进行，医师分会场由陈晓、陈芳老师主持进行了肺

功能检查的病例分析会，技师分会场由沈斌老师对操作考核前《肺通气

功能检查的方法及质量控制》作进一步的讲述，黄刚老师用心介绍《支

气管舒张试验的方法及结果分析》，由工程师作肺功能仪器操作演示并

且分组练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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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考核地点选择了浙医二院的肺功能室，分为 4个小组进行考核，

延续以往每组 1 名主考老师及 1 名巡考员的组成模式，严格按照肺功能

检查规范化培训考核标准进行。整个过程学员积极性高，考核过程井然

有序，完成顺利，理论及操作考均优于历史成绩。按照学组的要求，技

师回原单位后，参照培训的质控标准，1 个月内完成 10 份以上的肺功能

报告，并上传至评审系统，以保证培训的质量。

“像量血压一样检查肺功能”为主题的肺功能检查规范化培训

SMILE 项目，给众多从事肺功能项目的医务人员带来了更深层次的

了解与启发，而浙江省肺功能联盟的成立，为全省的肺功能规范化检查

与质量控制体系培训网络的逐步建立打好坚实基础。

夕风送暖，青山留步。本次肺功能检查规范化培训万里行活动在导

师与学员们依依不舍的道别中圆满落幕。培训会由国家呼吸疾病临床医

学研究中心、中华医学会呼吸病学会肺功能学组、中国肺功能联盟主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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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肺功能规范化培训单位——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承办，对世

界健康基金会的大力支持表示感谢！

供稿：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8.肺功能检查规范化培训万里行--南京站

2016 年 6 月 3 日，雨后南京，以蓝天碧云及清新的空气，迎来了第

二期南京站“肺功能检查规范化培训万里行”会议的召开。本次培训，在

中国肺功能学组统一规划下，由江苏省 COPD 学组及江苏省人民医院负

责承办。在江苏省人民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学科的黄茂主任和孙培莉主任

的组织安排下，于下午 13：00 按照计划顺利召开。来自江苏和安徽各

地 53 家医院的 159 位学员参加了本次培训。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本次

培训荣幸地邀请了上海肺科医院的杨文兰教授和其肺功能检测中心的

郑卫和曹元老师全程参加了本次培训，并给予了授课培训及肺功能仪操

作考核的指导。

为促进本次培训的顺利进行，中国肺功能学组秘书高怡教授在本次

培训各项环节的准备工作中均给予了极大帮助，确保了本次培训任务顺

利完成。

为更好地准备本次南京站的第二期肺功能培训，在孙培莉主任组织

与协调下，在培训前 1 月即建立了江苏省肺功能培训第 2 期 2016 微信

群和筹备组群，并联系了培训用肺功能仪器的相关厂家进行肺功能操作

及考核操作的相关培训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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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由大会主席黄茂教授致辞开始，黄主任高度评价了本次会议的

重要性，指出肺功能检查的操作和解读对于指导临床呼吸科医生诊断和

治疗疾病有很重要的意义，随后黄主任也亲自给学员介绍了“肺功能检

查的概述以及其对科室建设的意义”。来自于苏州大学一附院呼吸科的

张秀琴主任为学员介绍了“肺功能检查在慢阻肺患者中的应用”，张主任

不仅从 COPD 发病机制，而且从呼吸生理及肺功能基础介绍肺功能在慢

阻肺诊断与管理的主要价值；“肺功能检查在哮喘患者中的应用”由来自

南京军区总医院的辛晓峰教授介绍，辛教授以生动的语言强调：肺功能

“流（气流）”是要吹的！肺功能对哮喘患者诊断与管理是重要的客观评

估方法。随后来自上海市肺科医院的杨文兰主任应邀给大家做了主题为

《肺通气功能检查的方法和质量控制》和《肺通气功能检查的报告解读》

专题讲座，杨主任是临床呼吸科医生和资深的肺功能专家，她非常详尽

地介绍了肺通气功能检查报告的解读，并从肺通气功能质控的角度谈在

临床操作中遇到的各种问题。随后一个环节是由来自江苏省人民医院的

姚欣主任做主题为《支气管舒张试验的方法和结果分析》的专题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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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孙培莉主任做了“肺功能检查的病例分析”，孙主任从一线临

床和肺功能检查室双重角度和学员们分享了涉及慢阻肺、哮喘、大气道

阻塞的肺功能 F-V 曲线及肺功能参数特点。最后，参会的学员通过扫描

二维码进行网络答题，顺利完成培训后的理论考试。

随后，医师组紧凑有序的进行肺功能报告判读考试。3 日下午的会

议一直进行到下午 18：30。由于本次会议内容非常契合临床大家的需求，

学员们均专心致志地听课并积极提问和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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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日上午会议从 8：30 开始，首先由来自肺功能仪工程师介绍仪器

的操作步骤及原理，并现场操作演示。本次培训，学员学习及操作踊跃，

学习热情高涨。

会议的最后一个环节以技师组的肺功能报告判读及操作考试考核

告终。虽然肺功能报告判读有些难度，但学员们结合杨文兰主任的讲课

内容及培训讲义，一番认真分析过后均完成了报告判读。肺功能操作技

能考核在杨文兰教授、孙培莉教授、郑卫老师、曹元老师、我院肺功能

室颜萍老师指导，及我科研究生志愿团队积极参与下，在 12：00 顺利

完成。

培训结束时，广大学员都表示本次学习内容非常贴近一线临床和肺

功能检查实践的需要，让临床一线呼吸科医生了解如何利用肺功能检查

指导疾病的诊断和治疗，也让肺功能室的医生或技师学会如何做好有质

量并满足临床需要的肺功能检查，并衷心希望这样的培训也将继续办下

去，培训更多的临床和肺功能检查室的医生。

培训会议已结束 2 周了，但肺功能的学习与肺功能报告的讨论依然

在进行中。在我们江苏省 2 期 201606 肺功能培训微信群中，期待肺功

能讨论中也有您的加入！

供稿：江苏省人民医院 孙培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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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贵州省医学会呼吸病学分会巡讲 2016年第 3~6站举行

由贵州省医学会呼吸分会主办，贵州省呼吸内科医疗质量控制中

心、贵州省人民医院 /贵州省呼吸疾病研究所 /贵州省肺科医院承办的贵

州省医学会呼吸病学分会巡讲进行。

2016 年 5 月 7 日上、下午，分别在德江县民族中医院、印江县人民

医院举行贵州省医学会呼吸病学分会巡讲 2016 年第 3 站。此次巡讲与

以往授课的形式有些不同，采取了紧贴临床的教学查房，在实践中发现

问题、提出问题、解决问题。分别由贵州省人民医院叶贤伟博士、赵丽

主治医师，万自芬主任医师、张翊玲博士对两院的呼吸内科、ICU 病房

进行教学查房，吴瑞明主任护师对护理质量进行督导，均结合最新知识

进展、技术规范，由浅及深、由窄及宽、多学科融合进行现场讲解，尤

其是对规范抗生素的临床应用进行了重点阐述，得到了两院医务人员的

热情支持。专家组在德江县民族中医院还对新技术开展、病房管理进行

了指导。

2016 年 5 月 8 日，巡讲 2016 年第 4 站在铜仁市人民医院顺利召开。

此次巡讲专家团队由贵州省人民医院叶贤伟博士、刘维佳博士、万自芬

主任医师、张翊玲博士、吴瑞明主任护师、赵丽主治医师组成。巡讲充

分结合基层实际，就临床诊治经验展开专题讲座，如“良性中央气道狭

窄的现状与处理、基层医院肺栓塞诊治策略思考、机械通气在危重患者

中的应用、糖皮质激素在呼吸系统疾病中的合理应用”、 “优质护理病

房的创建”，会议主题突出、内容丰富。本次活动得到了铜仁市人民医

院领导、各临床科室以及铜仁地区各县级医院的大力支持，紧凑有序、

反响强烈。会后叶贤伟博士还带领巡讲专家团参观了该院的新院区，并

亲临呼吸科病房，对疑难病例进行现场查房指导。

2016 年 5 月 14 日，巡讲 2016 年的第 5 站在毕节地区人民医院顺利

举行。此次巡讲专家团队由贵州省人民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科主任

叶贤伟教授、贵阳市儿童医院呼吸内科科主任靳蓉教授、贵州省人民医

院中医科张葵教授、贵州省人民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徐艳菊主治医

师组成。巡讲充分结合基层实际，就临床诊治经验展开专题讲座，如“良

性中央气道狭窄的现状与处理”、“支气管镜在儿科中的临床应用”、“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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阻肺稳定期免疫抑制剂的使用”及“呼吸道吸入药物在临床的应用价

值”，会议主题突出、内容丰富。本次活动得到了毕节地区人民医院党

委书记常琦教授、及各临床科室以及当地各县级医院的大力支持，紧凑

有序、反响强烈。会后叶贤伟教授还带领巡讲专家团亲临该院的呼吸科

病房，对疑难病例进行现场查房指导。

2016 年 5 月 15 日，巡讲第 6 站在六盘水市第二人民医院顺利召开。

此次巡讲专家团队分别由贵州省人民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科主任

叶贤伟教授、贵阳市儿童医院呼吸内科科主任靳蓉教授、贵州省人民医

院中医科张葵教授、贵州省人民医

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徐艳菊主治医师担岗。六盘水市第二人民医院领

导高度重视，组织参会人数达 200 多人。讲座以临床实用为标准，结合

当地基层的实际需求，选题考究、注重规范、讲求实效，就目前临床诊

治经验展开专题讲座内容包括“支气管镜介入诊疗在成人的良性中央气

道狭窄的处理、支气管镜在儿科中的临床应用、慢阻肺稳定期免疫抑制

剂的使用及呼吸道吸入药物在临床的应用价值”等讲题。受到当地基层

医生的热烈反响及一致好评，均表示受益匪浅。叶贤伟教授还利用会议

间隙，参观了该院呼吸内科病房，并对疑难病例进行现场查房指导。

据悉，贵州省医学会呼吸病学分会巡讲自 2015 年始走向县级医院，

受到基层医务人员的一致好评，叶贤伟教授表示该活动对于提升基层医

生的诊疗技术水平、推动呼吸疾病防治的意义重大，还要将此活动继续

推行下去，真正贯彻王辰院士提出的“携手基层医师、推动呼吸疾病防

治”的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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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综合报道
1.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参加广东第一家中国肺癌防治联盟肺结节诊治分中心
挂牌仪式

肺结节筛查确实对发现早期肺癌有效！7 日下午，中国工程院院士

钟南山在广东第一家中国肺癌防治联盟肺结节诊治分中心——广州医

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肺结节诊治分中心挂牌仪式上表示，目前中国肺癌

早期诊断率很低，5 年生存率仅约 15.6%，主要原因是约 75%的患者在

诊断时已属晚期肺癌。他提醒，肺癌最关键的还是早期发现早治疗。建

议 45 岁以上、吸烟、有家族史、长期暴露于污染空气中等高危因素的

人群最好每年进行肺结节筛查。据悉，中国肺癌防治联盟建立的肺结节

诊治中心每年可使十万患者中的 90%生存十年以上。

据介绍，肺癌是世界上发病率最高，死亡率最高的恶性肿瘤。全世

界每年新发肺癌病例数为 160 万，占所有恶性肿瘤的 13%，而肺癌导致

的死亡患者每年有 140 万，占所有恶性肿瘤死亡的 18%。英国著名肿瘤

学家 R. Peto 预言：如果我国不及时控制吸烟和空气污染，到 2025 年我

国每年肺癌将超过 100 万，成为世界第一肺癌大国。但是，目前中国肺

癌早期诊断率很低，5 年生存率仅约 15.6%，主要原因是约 75%的患者

在诊断时已属晚期肺癌。其主要原因是早期肺癌往往表现为无症状的肺

结节，而目前的诊疗水平很难对大多数肺结节做出及时准确诊断，致使

诊断延后，丧失最佳治疗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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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早期肺癌及时、正确诊断困难的原因在于缺乏普及筛查肺结节、

缺乏科学鉴别诊断方法、缺乏统一判读标准、缺乏专家把关，致使诊断

时间延误。

钟南山指出，目前肺癌的治疗特别重视中晚期患者的治疗，如果某

种治疗方法能够延长 3 个月的生命，“大家就欢欣鼓舞了”。

“但是，到了中晚期，即使用最好的靶向药，通常最多延长半年的生

命，最理想的也就是延长 3～4 年，这对于人的一生来说，是非常短的，”

他说，相反，如果能早期发现早期诊治，患者存活时间远远不止 3 年，

甚至可能一辈子根治了，所以早期筛查和治理特别关键。

“早期发现中，肺结节筛查对最后诊断肺癌是否有帮助国外已经争论

了 20 年”，钟南山说，近 5 年开始明确，肺结节筛查确实对发现早期肺

癌有效。“不过，国内国外不同，在国外，肺部小结节是恶性肿瘤的比

例约 20%，但在中国，发现的肺部小结节，恶性肿瘤的比例占 50～60%。”

钟南山提醒，肺部小结节切下来后，并非就一劳永逸了。通常还要

对小结节进行基因分析，再根据情况制定治疗方案。因此，同样是肺部

小结节，五年存活率的差异比较大。“高危的，5 年存活率为 44%；中危

的，5 年存活率为 60%左右；低危的，5 年存活率一般会超过 70%。”

广医一院院长何建行也表示，早期发现肺癌群体中，大约有 90%以

上的生存率，而这些治疗完的群体中，有 15%左右会容易复发，所以医

生治完会根据不同病人建议是否需要化疗等辅助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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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南山介绍，引发肺癌的诱因有很多中，除了吸烟是一个非常明确

的因素外，大气污染也是主要患病的原因之一，不过 ，具体在何种程

度下暴露在多大污染级别的空气中对肺癌有直接影响，目前还有待于临

床对人体、动物的进一步试验观察 。

钟南山表示，目前肺癌发病率，广州为 50-60/10 万，北京为 70-90/10

万，上海为 90-100/10 万，靠近农村发病率就比较低 ，他认为这跟城市

中大气污染程度较农村更高有一定关系。他建议，45 岁以上、吸烟、有

家族史、长期暴露于污染空气中等高危因素的人群最好每年进行肺结节

筛查。

2.中国肺癌防治联盟肺结节诊治中心落户厦门三院

2016 年 4 月 28 日下午，“中国肺癌防治联盟厦门三院肺结节诊治分

中心”授牌仪式在门诊三楼会议室隆重举行。中国肺癌防治联盟主席、

复旦大学呼吸病研究所所长白春学教授专程莅临我院并与黄建隆副院

长、卢晔主任共同为肺结节诊治中心揭牌。会议由呼吸二科主任卢晔主

持，参加会议的对象有医院领导、呼吸科、普外科、胸心外科、医学影

像部、肿瘤科、病理科等科室主任以及骨干医生 100 余人参加了授牌仪

式。

黄建隆副院长代表医院在仪式上致欢迎辞，为白春学教授一行介绍

了三院发展历史及在肺癌防治方面工作进展情况。

白春学教授表示：中国肺癌防治联盟旨在开展肺癌早期诊断、防治

管理，是进一步规范诊治、技术普及推广及学术交流等搭建良好的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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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肺癌防治联盟厦门三院肺结节诊治分中心的成立，通过重点筛查高

危人群，早期发现肿瘤，并通过规范化诊疗以期达到彻底治愈肿瘤患者，

造福一方百姓，将有力推动三院肺癌多学科诊治体系的建立以及技术水

平的提升。三院借助这一合作平台，进一步提高肺癌防治及肺结节早期

诊断能力，为患者提供更为优质的医疗诊治服务。

授牌仪式结束后，还举行了“肺部结节与慢性咳嗽青年学者沙龙会

议”。

白春学教授现场解读《亚太及中国肺结节诊治指南》，讲授了中国

肺结节的流行病学，发病率与死亡率，肺癌早期诊断策略的重要性，恶

性肿瘤的预测模型，直径<8mm 实性结节的管理，三加二式肺结节诊治

法物联网医学，牵头亚太国家地区肺结节指南，肺结节的诊治等相关内

容。呼吸二科卢晔主任做了《慢性咳嗽患者的诊治》报告。两位专家的

精彩讲座让与会人员受益匪浅。

中国肺癌防治联盟厦门三院肺结节诊治分中心的成立标志着我院

正式加入中国肺癌防治联盟 ,致力于建立肺结节 -肺癌诊治体系，由呼吸

内科、胸心外科、肿瘤科、医学影像部、病理科、检验科等组建成一支

多学科合作的专家团队，将肺癌防治关口前移，依靠现代化诊断方法，

筛查高危人群，开展早期诊断。对于筛查出的肺癌病人，按照肺癌综合

治疗的理念进行无缝衔接，使患者得到“一站式”的诊疗服务以达到对肺

癌的早发现、早诊断、综合治疗和现代管理，最大限度的保证肺癌患者

的生命质量，为老百姓的身体健康保驾护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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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湘雅医院呼吸内科医师在第十九届世界介入支气管镜及食管镜大会上展风采

“第十九届世界介入支气管镜及食管镜大会”是世界支气管病学及介

入肺脏病学协会与国际支气管食管协会的一个联席会议，是全球该领域

学术水平最高的盛会，每两年举行一次。本届大会为期四天，集专题讲

座、论文交流、手把手演示和小组讨论等多种形式于一体，共设立 120

余个专项。来自世界 50 个国家的 1500 名呼吸介入病学专家和学者聚集

一堂，共同探讨和分享着当今世界上最先进的支气管镜介入技术和诊治

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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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23 日，湘雅医院呼吸内科李园园主治医师前期投稿论文

《Bronchoscopic Findings of Endobronchial Tuberculosis: 1,221 Cases

Analysis》、《Primary pleural intermediate hemangioendothelioma: a case

report and literature review》和邓彭博主治医师投稿论文

《Brobronchoscopic Evidence of Endobronchial Hairs in Endobronchial

Teratoma》分别被大会组委会收录，和国内其他省市的 10 余位专家、

学者一道受邀赴意大利参加本次大会的口头交流和壁报展示，展示了中

国青年医师在呼吸介入诊治领域的风采。

据介绍，湘雅医院呼吸内科支气管镜 /介入肺脏病学团队在科主任、中

国支气管镜及介入肺脏病学会（CABIP）副主委胡成平教授及该学组组

长、中华医学会呼吸分会介入学组委员杨华平副教授的带领下，积极进

取、不断开拓，秉承“技术引进来、人才送出去”的先进理念，各项技术

达到与国际接轨和国内领先水平，每年诊治患者近万台次，为越来越多

的患者解除气道疾患带来希望和福音。在人才培养上，鼓励及推动越来

越多的青年医师参与国际交流，以“国际化”推动学科发展，在世界呼吸

的大舞台上更有力地展现出湘雅人的风采。

4.湘雅医院呼吸内科团队再次参加美国胸科协会年会交流

5 月 13 日至 18 日，2016 年美国胸科协会（AmericanThoracicSociety，

ATS）年会在美国旧金山举行。受胡成平教授委派，湘雅医院呼吸内科

潘频华教授、冯俊涛副教授、研究生屈晶晶及胡新月前往参加，与国外

同行进行了一系列学术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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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胸科协会（ATS）年会是全球规模最大、层次最高的呼吸病学

学术盛会，2016 年 ATS 年会吸引了来自全球 9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近

20，000 学者参加，盛况空前。本届 ATS 年会展示了肺癌、COPD、哮

喘、危重症监护和睡眠呼吸等领域的最新研究进展，为全球呼吸病学专

业人员提供了全方位的学习和交流平台。

湘雅医院呼吸内科有 3 篇学术论文在 2016 年 ATS 年会上进行了壁

报交流，其中胡新月同学的论文入选“90 秒专题发言”。

湘雅医院呼吸内科作为国家重点专科和国家呼吸疾病临床医学研

究中心核心单位，中南大学湘雅首届名医、呼吸科主任胡成平教授指出：

学科建设和培养学科人才仍是我科发展的主要目标，我们有责任及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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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鼓励年轻医生走出去学回来，积极参加国内外学术会议，拓宽视野，

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湘雅呼吸品牌。

5.钟南山院士荣膺第十一届光华工程科技奖成就奖

2016 年 6 月 1 日，中国工程院在北京召开第十三次院士大会，呼吸

疾病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钟南山院士荣获第十一届光华工程科技奖

——成就奖。

钟南山院士是我国著名的呼吸病学专家。历任广州呼吸疾病研究所

所长、广州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院长、广州医学院院长、中华医学会会

长。现任呼吸疾病国家重点实验室、国家呼吸系统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

心主任。他先后主持国家 973、863 等多个国家重大科研项目，在《新

英格兰医学杂志》等国际知名医学杂志上发表超过 200 篇论文；先后获

得包括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教育部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广东省科

技进步一等奖等国家级、省部级科技奖等奖励 20 余项。钟南山院士是

我国支气管哮喘、慢性咳嗽、慢性阻塞性肺病、重大呼吸道传染性疾病

（如 SARS、新型流感等）防治的领军人物。他率团队在 2003 年非典防

治中取得了全球最高的存活率，制定了我国非典 SARS,禽流感 H5N1,甲

流 H1N1 等重大急性传染病诊治指南；近年来又先后成功救治了禽流感

H7N9 及 H5N6、中东呼吸综合征 MERS 等重大急性传染病患者。钟南

山院士团队首次提出了“隐匿性哮喘”的概念及简易的哮喘治疗方法；首

次证实使用清洁燃料并改善室内通风状况可明显降低慢性阻塞性肺疾

病患病率，相关研究论文入选国际环境流行病学会 (ISEE) 2014 年度“环

境流行病学最佳论文”（每年度仅 1 篇；此论文奖为自 2008 年设立以来，

我国学者首次荣获得该奖项）。他牵头进行的全国多中心临床试验证实

了含硫氢基化合物（如羧甲司坦）可有效预防该病急性发作，研究成果

为我国 COPD 治疗提供重要指导意义，相关论文被评为 2008 年全球最

佳医学论文，并被列入《全球防治指南》的推荐 COPD 维持治疗药物。

光华工程科技奖由中国工程院管理，旨在奖励工程科技及工程管理

领域取得突出成绩和重要贡献的中国优秀工程师、科学家。自 2002 年

第四届光华工程科技奖起，在原设工程奖的基础上增设成就奖和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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奖。该奖每两年评选一次，每次产生工程奖、青年奖各十数名，但成就

奖仅有一名。成就奖用以表彰那些在工程科学领域作出过重要贡献和成

就的人，这也是我国社会力量设立的工程界最高奖励。这个两年一次的

奖项自 1986 年设立以来，仅有五位科学大家获此殊荣，他们分别是张

光斗、师昌旭、朱光亚、潘家铮和钱正英五位院士。光华工程科技奖成

就奖是我国工程界的最高奖。钟院士此次获奖为医药卫生领域第一人。

6.中国肺癌防治联盟肺结节诊治分中心落户长海医院

受环境恶化、生活方式改变等多种因素的影响，肺癌已经成为我国、

乃至全世界恶性肿瘤中的“第一杀手”，5 年生存率仅约 15%。

科学、规范的肺部结节筛查方法和统一的判读标准，对早期肺癌诊

断和预后起到关键性的作用。为此，中国肺癌防治联盟发起了“物联网

医学诊治肺结节推广应用计划——百千万工程”，旨在通过应用基于物

联网医学技术的三加二式肺结节鉴别诊断法，在全国范围内启动“百”家

肺结节诊治分中心，培养“千”名肺结节诊治名医，争取每年诊治十“万”

名以上早期肺癌患者，从而提升肺部结节的诊疗水平、培养专业医师队

伍，更好地服务于广大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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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7 日下午，“中国肺癌防治联盟长海肺结节诊治分中心”挂牌成立

仪式及学术活动在长海医院科技楼第三会议室隆重举行。本次挂牌成立

仪式由长海医院医教部陈剑伟主任主持，中国肺癌防治联盟主席白春学

教授，上海呼吸医师协会会长周新教授到场祝贺，长海医院张从昕院长、

医教部柯俊副主任、医疗科徐纪平科长等院机关领导，以及长海医院呼

吸与危重症医学科韩一平教授、赵立军副教授、胸心外科陈和忠主任、

赵铁军副教授、病理科郑建明主任、核医学科左长京主任、影像科陈炜

副教授、生晶副教授、放疗科张火俊主任等“肺癌协作组”核心成员参加

了挂牌仪式及随后的学术活动。

在挂牌仪式上，白冲主任介绍了“长海肺结节诊治分中心”的筹建情

况及工作目标。张从昕院长、白冲主任、白春学教授和周新教授共同为

分中心成立揭牌。张院长对分中心的成立表示衷心祝贺，并特别强调，

肺癌的早期诊疗是个世界难题，多学科协作模式已经成为各不同专业领

域进一步快速、可持续发展的大势所趋。中国肺癌防治联盟为全国从事

肺部结节诊治的单位和人员搭建了一个平台，长海医院有幸获得这样一

个“百里挑一”的机会，要抓住机遇，勇于创新，团结协作，争取早日攻

克这一医学难题，同时推动医院及各学科的发展更上一个新台阶。

揭牌仪式之后，由白春学教授、韩一平教授和赵铁军副教授先后就

当前国际对肺部结节诊疗的进展，从不同学科的角度进行了专题讲座。

与会人员进行了热烈的交流讨论，学术气氛热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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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内蒙古自治区首家早期肺癌肺结节诊治中心正式启动

2016 年 6 月 14 日上午 ,“中国肺癌防治联盟内蒙古自治区人民医院肺

结节诊治分中心”作为自治区首家在该项领域，针对早期肺癌筛查的诊

治中心在我院正式启动。上海呼吸病研究所所长、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

院呼吸科教授、中国肺癌防治联盟主席白春学，内蒙古自治区医学会秘

书长邓丹宇，呼和浩特市卫计委主任金满义出席了启动仪式 , 白春学教

授、孙德俊院长为仪式致辞。启动仪式由袁军副院长主持。仪式上，孙

德俊院长与白春学教授、邓丹宇秘书长、金满义主任为诊治分中心揭牌，

标志着该中心正式启动运营。

在仪式后的学术讲座中，白春学教授为与会人员详细解读了国际上

对肺结节诊断的相关标准，我院影像医学科主任张晓琴、呼吸与危重症

医学科副主任徐毛冶、胸部肿瘤外科主任刘彦恒分别从肺结节的影像诊

断、呼吸内镜诊断和外科处理这三个方面进行了全面讲解。讲座结束后，

白春学教授在自治区远程会诊中心及门诊大厅为来院患者进行了义诊

并 为 医 务 人 员 实 例 讲 解 了 肺 结 节 的 诊 断 方 法 等 知 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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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了解，肺癌是世界上发病率及死亡率最高的恶性肿瘤。每年因肺

癌死亡的人数已达 180 万，占所有恶性肿瘤死亡人数的 18%。预计到

2025 年我国每年新发肺癌患者将超过 100 万。目前，我国肺癌早期诊断

率很低，大约 75%的肺癌患者在诊断时已属晚期。然而，早期肺癌往往

表现为肺结节，但目前的诊疗水平很难对大多数肺结节做出及时、准确

的诊断，这不仅与缺乏筛查有关，更与缺乏科学鉴别肺结节的方法有关，

致使诊断延后，丧失最佳治疗机会。因此，要提高肺癌患者的长期存活

率，需要制定切实可行的肺结节诊治共识，做到早发现，早诊断、早治

疗，才能产生事半功倍的效果。

2012 年 4 月，“中国肺癌防治联盟”正式成立，上海呼吸病研究所所

长、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呼吸科白春学教授担任联盟主席，中国工程

院钟南山院士和王辰院士担任联盟名誉主席。中国肺癌防治联盟组织开

展了“百千万工程”，“百千万工程”即在全国范围内启动“百”家医院做为

中国肺癌防治联盟肺结节诊治分中心；在这百个分中心里培养“千”名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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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节诊治名医；每年诊治十“万”名以上早期肺癌患者。该工程的推行每

年将使 10 万患者中的 90%生存可达 10 年以上，将为患者和国家节省百

亿元医疗费用。

中国肺癌防治联盟内蒙古自治区人民医院诊治分中心的启动，构建

了内蒙古自治区建立推广三级联动的物联网医学肺结节诊治平台，将为

我区培养该领域学科带头人，完善人才梯队建设，联合社区开展肺癌预

防、早诊、早治，以及提高内蒙古地区医务人员对肺结节早期诊治能力

等具有里程碑似的重要意义，将全面推进我区肺癌防、查、诊、治工作

的全面发展。

8.钟南山院士荣获香港大学“港大百周年杰出中国学者”称号

6 月 15 日，从香港大学（港大）李嘉诚医学院公共卫生学院传来喜

讯，呼吸疾病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国家呼吸系统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

心主任钟南山院士荣获香港大学“港大百周年杰出中国学者（HKU

Centennial Distinguished Chinese Scholars）”称号（2015/16 年度）。并

于港大李嘉诚医学院公共卫生学院世卫传染病流行病学及控制合作中

心，受邀作了“从 SARS、MERS 到 Zika─重大突发性传染病防控之路的

经验与展望”的公众专题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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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2003 年非典型肺炎（SARS）、到禽流感 H5N1 及 2009 年的 H1N1

甲型流感大流行与 2013 年爆发的 H7N9 禽流感、再到近 2 年的中东呼

吸综合症冠状病毒及寨卡病毒，钟南山院士深入浅出地为公众讲述了其

领衔的广州呼吸疾病研究 /呼吸疾病国家重点实验室团队的重大突发性

传染病防控历程，与超过 300 名嘉宾分享了其团队在此中的经验、教训

及未来展望，赢得了阵阵热烈掌声。

据悉，钟南山院士为首位获得“港大百周年杰出中国学者（HKU

Centennial Distinguished Chinese Scholars）”称号的中国学者。

9.钟南山院士加盟医疗卫生援黔专家团：5年打造 2-3个西部领先临床重点学科

据悉，近日呼吸疾病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

等 32 名院士、225 名专家受邀加入医疗卫生援黔专家团，对贵州省开展

医疗健康扶贫和卫生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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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五年，专家团将在高层次医学人才培养、先进诊疗技术引进等

方面开展援助，帮助贵州打造两到三个西部领先、在国内有一定影响力

的临床重点学科。同时，建立院士工作站，在招收培养博士、硕士研究

生时，向贵州省受援医疗机构倾斜。

中国工程院院士、医疗卫生援黔专家团组长钟南山表示：“我觉得最

重要的这个团队要能做到“造血”，如何能够更好地和贵州同道们合作，

来做好传帮带的工作。同时也把一些技术，比如说肺部介入治疗的技术

以及慢性咳嗽诊断的技术，把它引入贵州，让它开展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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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郑劲平教授获得第十一届“中国呼吸医师奖”殊荣

2016 年 6 月 23 日 -26 日，中国医师协会第十五届中国呼吸医师论坛

在深圳召开。开幕式上，揭晓了第十一届“中国呼吸医师奖”的评选结果，

并举行了颁奖仪式。来自国内医院长期从事呼吸内科专业临床、教学和

科研工作的 10 位优秀呼吸内科临床医师获奖。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

医院、国家呼吸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广州呼吸疾病研究所的郑劲平

教授也获得了此项殊荣。

“中国呼吸医师奖 ” 是中国医师协会呼吸医师分会设立的本行业最

高奖。为了更好地贯彻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医师法》，弘扬抗击

“SARS”精神，广泛宣传当代中国呼吸医师良好精神风貌和职业形象，

促进全国呼吸医师队伍技术和精神文明建设，加强行业自律，推动行业

建设，崇尚职业道德，激励广大呼吸医师为发展我国呼吸病学事业做出

更大贡献，特开展中国呼吸医师奖评选活动。并以评选表彰活动为契机，

广泛宣传优秀呼吸医师爱岗敬业、无私奉献的先进事迹，大力弘扬精益

求精、救死扶伤的行业精神，促进学科建设，提升服务水平，构建新型

的医患关系，推动社会的和谐发展。自 2006 年首届设立以来，已成功

举办了十届了，今年已是第十一届“中国呼吸医师奖”评选活动。在社会

上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对于促进我国医师队伍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这

700 多名获奖者是广大医师队伍的优秀代表，是医疗卫生行业的形象大

使。

郑劲平教授是广州医科大学南山学院副院长、内科学二级教授、博

士研究生导师、广州呼吸疾病研究所副所长、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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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呼吸内科主任医师、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国家卫计委突出贡献

中青年专家、中国非公立医疗机构协会物联网医学专委会副主委、中华

医学会呼吸病学会呼吸治疗学组副组长、中国肺功能联盟总负责人。郑

教授医德高尚，有奉献精神，热爱呼吸病学事业，遵守职业道德，关心、

爱护、尊重患者，热情为病人服务，深受群众好评，刻苦钻研业务技术，

具有探索创新精神，在医疗、教学、科研等方面有突出贡献，受到国内

外同行认可者，是广大呼吸医师学习的榜样。

11.中国肺癌防治联盟郑州大学附属郑州中心医院肺结节诊治分中心正式启动

为全面推动肺癌的早期诊断、综合治疗和现代管理，延长肺癌患者

的生命并提高生活质量。7 月 5 日上午，“中国肺癌防治联盟郑州大学附

属郑州中心医院肺结节诊治分中心”在该院正式启动。

中国肺癌防治联盟主席白春学教授、郑州市卫计委副主任原学岭，

郑州大学附属郑州中心医院院长连鸿凯、党委书记丁凡为肺结节诊治分

中心揭牌。

上海呼吸病研究所所长、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呼吸科教授、中国

肺癌防治联盟主席白春学教授，郑州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副主任原

学岭，郑州大学附属郑州中心医院院长连鸿凯及领导班子成员，河南省

多家医疗机构呼吸科、影像科、胸外科等专业相关专家，医联体、远程

会诊中心成员单位代表及郑州大学附属郑州中心医院相关科室医护人

员参加活动。仪式由郑州大学附属郑州中心医院党委书记丁凡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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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肺癌防治联盟主席白春学教授讲话

郑州市卫计委副主任原学岭讲话

会上，院长连鸿凯指出，医院将以肺结节诊治分中心启动为契机，

综合呼吸科、胸外科、医学影像科、肿瘤科等多学科力量，深入开展肺

结节的流程化随访以及诊治管理，提高医院对肺结节、肺癌、呼吸病的

诊治水平，借助物联网医学进一步深化分级诊疗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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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大学附属郑州中心医院院长连鸿凯讲话

郑州大学附属郑州中心医院党委书记丁凡主持仪式

郑州市卫计委副主任原学岭强调，中心医院要在白春学教授的指导

下，建立肺癌防治“防患未然，早期诊断，综合治疗，现代管理”的工作

理念，积极建立推广三级联动的物联网医学肺结节诊治平台，联合社区

开展肺癌预防、早诊、早治，提高全市早期肺癌的防治能力和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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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肺癌的 "爸爸 "就是肺结节，肺癌防治要端口前移，重心下垂，加

强对肺结节的诊治和干预才是防治肺癌的最好方法。”白春学教授说，

肺结节诊治分中心建立后，双方将在肺结节诊治技术培训和物联网医学

的推广方面进行合作，要把郑州大学附属郑州中心医院打造成郑州市的

一个示范基地，带动其他医院肺癌防治工作，造福郑州市、河南省的百

姓。

白春学教授向中国肺癌防治联盟郑州大学附属郑州中心医院

肺结节诊治分中心协作组组长张华赠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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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春学教授作专题讲座

学术讲座上，白春学教授详细介绍了中国和亚太地区肺结节指南的

制定过程、执行策略和诊断标准。河南省人民医院呼吸科主任医师陈献

亮、郑州大学附属郑州中心医院心胸外科主任医师王金龙分别就肺结节

的呼吸内镜诊断和外科处理做专题讲座。

河南省人民医院呼吸科主任医师陈献亮作专题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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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大学附属郑州中心医院心胸外科主任医师王金龙作专题讲座

当天上午，白春学教授在远程会诊中心为提前征集到的 30 名患者

进行会诊，呼吸科、医学影像科、胸外科、肿瘤科在门诊大厅联合开展

了肺结节筛查义诊活动。

白春学教授在门诊远程会诊中心为患者会诊

12.中国肺癌防治联盟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肺结节诊治分中心正式启动

为全面推动肺癌的早期诊断、综合治疗和现代管理，延长肺癌患者

的生命并提高生活质量。2016 年 7 月 7 日下午，“中国肺癌防治联盟复

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肺结节诊治分中心”在该院正式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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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呼吸病研究所所长、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呼吸科教授、中国

肺癌防治联盟主席白春学教授，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副书记耿道颖，

华山医院呼吸科主任张文宏教授，胸外科主任陈晓峰教授，病理科主任

唐峰教授与呼吸科李圣青教授、金先桥教授共同为肺结节诊治分中心成

立签约揭牌。

仪式由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肺结节诊治分中心

负责人李圣青教授主持

中国肺癌防治联盟主席白春学教授讲话

会上，耿书记表示以复旦医院附属华山医院肺结节诊治分中心启动

为契机，综合呼吸科、胸外科、医学影像科、肿瘤科等多学科力量，深



167

入开展肺结节的标准化随访以及诊治管理，提高医院对肺结节、肺癌和

呼吸病的诊治水平，借助物联网医学进一步深化分级诊疗工作。

李圣青教授表示华山医院肺结节诊治分中心成立后，将积极开展学

术交流，建立多学科合作诊疗模式，增强社区 -二级 -三级医院的互动，

将防治关口前移，将防治重点转向社区，努力提高早期肺癌的检出率与

处理能力。后续将会开展一系列学术活动，摸索总结华山经验，更好地

服务广大患者。

白春学教授向中国肺癌防治联盟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肺结节诊治分中心协作组赠书

揭牌仪式后，李圣青教授和陈晓峰教授主持了肺结节诊治学术论

坛。白春学教授、耿道颖教授、陈晓峰教授、唐峰教授和李圣青教授为

同道们带来了肺结节、肺癌的国际前沿进展和物联网医学新技术介绍。

在华山肺结节诊治分中心成立之际，呼吸科老专家张斯为教授领衔

的专家团队还于当天上午在华山医院门诊楼 1 楼南大厅举办了“肺部结

节规范化诊治”大型义诊活动。新老病人带着病史资料和影像资料，萦

绕心头的疑虑得到清晰解答，明晰了今后就诊、随访的方向与时间。

13.中国肺癌防治联盟长治市人民医院肺结节诊治分中心正式挂牌

为全面推动肺癌的早期诊断、综合治疗和现代管理，延长肺癌患者

的生命并提高生活质量。7 月 15 日，中国肺癌防治联盟长治市人民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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肺结节诊治分中心挂牌仪式暨长治市呼吸质控部第三次学术会议在长

治市人民医院召开。

中国肺癌防治联盟主席、上海市呼吸病研究所所长白春学教授，郑

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肿瘤科主任李醒亚教授，河南省人民医院呼吸内科

主任张晓菊教授，山西省肿瘤医院呼吸二科主任宋霞教授，长治市卫计

委副主任侯宝庆，长治市医学会秘书长李建明，长治市人民医院院长李

俊，长治市呼吸质控部主任委员张建萍教授，长医附属和平医院普外三

科主任连长红教授等医学专家出席挂牌仪式。长治市人民医院副院长陈

贵月主持仪式。



169

会上，李俊代表全员干部职工对中国肺癌防治联盟对长治市人民医

院呼吸专业的信任和支持表示由衷感谢，向远道而来的医学专家表示诚

挚的欢迎。他表示，中国肺癌防治联盟长治市人民医院肺结节诊治分中

心正式挂牌，为医院的肺癌早期诊治，规范化诊疗搭建了国家级平台，

这是长治市人民医院的荣幸，更是责任，因此长治市人民医院一定会调

动全院的力量，积极将肺结节诊治分中心做好、做精，为长治及周边地

区人民的健康保驾护航。

侯宝庆指出，长治市人民医院要在白春学教授的指导下，建立肺癌

防治“防患未然，早期诊断，综合治疗，现代管理”的工作理念，积极建

立推广三级联动的物联网医学肺结节诊治平台，联合社区开展肺癌预

防、早诊、早治，提高长治市早期肺癌的防治能力和水平。

“肺癌的 "爸爸 "就是肺结节，肺癌防治要端口前移，重心下垂，加强对

肺结节的诊治和干预才是防治肺癌的最好方法。”白春学教授说，肺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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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诊治分中心建立后，双方将在肺结节诊治技术培训和物联网医学的推

广方面进行合作，要把长治市人民医院打造成长治市的一个示范基地，

带动其他医院肺癌防治工作，造福长治市及周边地区的百姓。

学术讲座上，上海市呼吸病研究所所长白春学教授详细介绍了中国

和亚太地区肺结节指南的制定过程、执行策略和诊断标准 。山西省人

民医院呼吸二科主任宋霞教授，长医附属和平医院连长红教授，河南省

人民医院呼吸内科主任张晓菊教授，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肿瘤科主任

李醒亚教授分别就肺癌患者 GGO 的处理、肺结节外科治疗、肺部结节

与临床决策、NSCLC 诊断及治疗做专题讲座。

14.中国肺癌防治联盟武汉市中心医院肺结节诊治分中心正式启动

受环境恶化、生活方式改变等多种因素的影响，肺癌已经成为我国、

乃至全世界恶性肿瘤中的“第一杀手”，5 年生存率仅约 15%。 科学、规

范的肺部结节筛查方法和统一的判读标准，对早期肺癌诊断和预后起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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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性的作用。 为全面推动肺癌的早期诊断、综合治疗和现代管理，

延长肺癌患者的生命并提高生活质量。7 月 19 日上午，“中国肺癌防治

联盟武汉市中心医院肺结节诊治分中心”挂牌仪式和学术讲座在我院隆

重举行。

上海呼吸病研究所所长、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呼吸科教授、中国

肺癌防治联盟主席白春学， 武汉市中心医院书记孙昌林，武汉市医学

会呼吸分会主委杨炯教授，武汉市中心医院呼吸内科主任赵苏出席了启

动仪式。白春学教授、孙昌林书记、杨炯教授为仪式致辞。仪式上，孙

昌林书记与白春学教授、赵苏主任为诊治分中心揭牌，标志着该中心正

式启动运营。

15.祝贺白春学教授刚被聘为复旦学报医学版副主编

祝贺白春学教授刚被聘为复旦学报医学版副主编，此外白春学教授

还担任：中国《国际呼吸杂志》主编，《PLOS ONE（ IF=3.5）》和《 IJCOPD

（ IF=2.7）》等 8 家杂志副主编。《AJRCCM（ IF=12.9）》、《AJRCMB

（ IF=4.1）》和《CHEST(IF=7.1)》编委。

《复旦学报（医学版）》是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主管、复旦大

学主办的向国内外公开发行的综合性医药卫生类学术性核心期刊。其前

身是《上海医科大学学报》，创刊于 1956 年 6 月。主要刊登基础医学、

临床医学、药学、预防医学等领域的以原创性研究为主的论文，栏目形

式多样，包括述评、论著、实验研究报道、临床经验交流、方法技术、

临床病理（例）讨论、讲座、综述、短篇报道、个案报告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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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被下列国内外权威数据库收录：荷兰爱思唯尔公司《斯高帕斯

数据库》（Scopus）；美国《乌利希期刊指南》（Ulrich's Periodicals

Directory，Ulrich PD）；美国《生物学文摘（预评）》（BIOSIS Previews，

BAP）；美国《化学文摘》（Chemical Abstracts， CA）；美国《剑桥

科学文摘》（ProQuest CSA）；WHO 西太平洋地区医学索引（The Western

Pacific Region Index Medicus，WPRIM）；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CSCD）

核心库；中国科技论文与引文数据库；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中文科技

期刊数据库；万方数据资源系统；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等。

16.国家级肺癌防治联盟肺结节诊治分中心落户南京

我国约 75%的肺癌患者在诊断时已属晚期，5 年生存率约为 15.6%。

这一现状不但与缺乏筛查有关，更与缺乏科学鉴别肺结节的方法有关。

17 日，南京地区首个中国肺癌防治联盟肺结节诊治分中心在东南大学附

属中大医院揭牌成立，专司肺结节早期筛查。

“所有的肺癌都是从小结节演变而来，10 个肺结节患者中约有 1 个

会患上肺癌。肺结节的发病率较高，大约占城市人口的 2%-5%。如果都

能诊断出早期肺腺癌，手术后其 5 年生存率 100%，可目前很多肺癌患

者诊断时已错失时机。”中国肺癌防治联盟主席、上海市呼吸病研究所

所长白春学教授在成立仪式上介绍，成立这个国家级肺结节诊治分中

心，就是专门为肺结节患者进行早期筛查、鉴别和早期治疗。

白春学教授介绍，很多人每年体检时，会做一次 X 光胸片检查。事

实上，通过 X 光胸片基本发现不了早期肺癌。目前对肺癌最精准的筛查

方法是低剂量 CT。针对目前肺癌年轻化的趋势，白春学教授建议将筛

查年龄提前到 40 岁，而对于有肺癌家族史的高危人群，筛查年龄应进

一步提前。中大医院分中心主任、呼吸内科朱晓莉主任医师告诉记者，

中心将以各科室专家，在多学科会诊中集体讨论，为肺结节患者提供精

准诊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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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公告专栏
1. 国家十三五科技创新规划中已将临床中心和国家重点实验室同序列

“十三五”国家科技创新规划，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

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

和《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 年）》编制，

主要明确“十三五”时期科技创新的总体思路、发展目标、主要任务

和重大举措，是国家在科技创新领域的重点专项规划，是我国迈进创

新型国家行列的行动指南。

一、优化国家科研基地和平台布局

以提升科技创新能力为目标，着眼长远和全局，统筹科研基地、科

技资源共享服务平台和科研条件保障能力建设，坚持优化布局、重点

建设、分层管理、规范运行的原则，围绕国家战略和创新链布局需求

对现有国家科研基地平台进行合理归并，优化整合为战略综合类、技

术创新类、科学研究类、基础支撑类等，进一步明确功能定位和目标

任务。战略综合类主要是国家实验室。技术创新类包括国家技术创新

中心、国家临床医学研究中心，以及对现有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国家工程研究中心、国家工程实验室、企业国家重点实验室等优化整

合后形成的科研基地。科学研究类主要是国家重点实验室。基础支撑

类包括国家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科技资源服务平台等基础性、公益

性基地和平台。

以国家实验室为引领统筹布局国家科研基地建设，推动地方和部

门按照国家科研基地总体布局，建设适合区域发展和行业特色的科技

创新基地，形成国家、部门、地方分层次的合理构架。进一步完善管

理运行机制，加强评估考核，强化稳定支持。

二、在重大创新领域布局建设国家实验室

聚焦国家目标和战略需求，优先在具有明确国家目标和紧迫战略

需求的重大领域，在有望引领未来发展的战略制高点，面向未来、统

筹部署，布局建设一批突破型、引领型、平台型一体的国家实验室。

以重大科技任务攻关和国家大型科技基础设施为主线，依托最有优势

的创新单元，整合全国创新资源，聚集国内外一流人才，探索建立符

合大科学时代科研规律的科学研究组织形式、学术和人事管理制度，

建立目标导向、绩效管理、协同攻关、开放共享的新型运行机制，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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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各类科研机构、大学、企业研发机构形成功能互补、良性互动的

协同创新新格局。加大持续稳定支持强度，开展具有重大引领作用的

跨学科、大协同的创新攻关，打造体现国家意志、具有世界一流水平、

引领发展的重要战略科技力量。

三、推进国家科学研究与技术创新基地建设

瞄准科学前沿和重点行业领域发展方向，加强以国家重点实验室为

重要载体的科学研究基地建设，在孕育原始创新、推动学科发展和前

沿技术研发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在若干学科领域实现并跑和领跑，产

出国际一流成果。根据国家科技计划管理改革的整体要求，按照国家

科研基地顶层设计，对现有国家重点实验室进行优化布局，重点在前

沿交叉、优势特色学科择优建设一批国家重点实验室，推进省部共建、

军民共建及港澳伙伴实验室建设发展工作。完善运行管理制度和机制，

强化定期评估考核和调整，形成具有持续创新活力、能进能出的重要

科学研究基地。

聚焦国家战略产业技术领域，建设综合性、集成性，面向全球竞争、

开放协同的国家技术创新中心。面向行业和产业发展需求，整合国家

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和国家工程研究中心，完善布局，实行动态调整和

有序退出机制。在先进制造、现代农业、生态环境、社会民生等重要

领域建设高水平的技术创新和成果转化基地。建成若干国家临床研究

中心和覆盖全国的网络化、集群化协同研究网络，促进医学科技成果

转化应用。

四、强化科技资源开放共享与服务平台建设

加强平台建设系统布局，形成涵盖科研仪器、科研设施、科学数

据、科技文献、实验材料等的科技资源共享服务平台体系，强化对前

沿科学研究、企业技术创新、大众创新创业等的支撑，着力解决科技

资源缺乏整体布局、重复建设和闲置浪费等问题。整合和完善科技资

源共享服务平台，更好满足科技创新需求。建立健全共享服务平台运

行绩效考核、后补助和管理监督机制。深入开展重点科技资源调查，

完善国家科技资源数据库建设，强化科技资源挖掘加工、评价鉴定等。

面向国家重大需求提供高水平专题服务。建立科技资源信息公开制度，

完善科学数据汇交和共享机制，加强科技计划项目成果数据的汇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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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国家呼吸系统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通讯期刊材料投稿事宜

《国家呼吸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 (广医一院 )通讯》（以下简称

《通讯》）刊物旨在增进各核心单位成员间的了解交流、促进相互合

作而创办。主要栏目包括各单位研究进展、会议资讯、继教培训、综

合报道、公告专栏等五大板块，是一个信息交换、传递的重要窗口。

电子《通讯》按季度发布，请各成员单位于下个季度首月 15 日前（示

例：1-3 月的宣传材料请于 4 月 15 日前）将季度搜集的关于贵院呼吸

科的宣传材料发送到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国家呼吸疾病临床医

学研究中心张冬莹邮箱（mandy13480271412@foxmail.com） ,衷心感

谢各成员单位的配合，期盼众志成城创办的每一期刊物都能成为促进

中心成员间的交流与合作的枢纽！

3.国家呼吸系统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标志更换通知

尊敬的各核心单位负责人、联络人：

大家好！

首先，非常感谢大家一直以来对国家呼吸系统疾病临床医学研究

中心（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以下简称临床研究中心）工作

的大力支持！

为了进一步提升临床研究中心的专业形象，塑造行业品牌，提高

品牌识别度和影响力，临床研究中心设计并注册新的 LOGO 标识，自

即日起新的 LOGO 标识正式启用。

旧标识： 新标识：

临床研究中心新标识以医疗科技为中心结合文字 (国家呼吸系统
疾 病 临床 医 学 研 究中 心 ， 英 文 National Clinical Research Center of
Respiratory Disease，缩写 NCRC Respir Dis.）、肺部、互握的双手图
形进行创作。肺部位于顶端，象征着新希望、新生像，朝气蓬勃，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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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成握手状态，象征着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与合作，手部的线条是世界
地图板块的纹路，寓意着区域、国际多中心协同创新。橙色是 logo 的
主色调，与依托单位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的 logo 相呼应，凸显
标志的识别度。

临床研究中心以官网为主的各大网络平台、产品宣传及资料、员工

名片等的 logo 均将陆续更换。现旧标识与新标识具有同等效力。

由此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

特此通知！

国家呼吸系统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2016 年 8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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