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砥砺前行风正劲    甄奇录异铸未来
北京协和医院 2019 临床医学博士后招收工作顺利完成

本 报 讯 2019 年 1 月 7 日，
由北京协和医院院领导、全院临
床科室领导、医师骨干及各行政
处室代表近 300 名评委参与的
“2019 临床医学博士后遴选院级
面试”落下帷幕。“临床医学博
士后培养项目”的第四次遴选工
作经过全面动员、广泛宣传、严
格考核，至此顺利完成。

2019 临床医学博士后宣讲
工作于 2018 年 10 月全面启动，
临床医学博士后专项办公室在教
育处的领导下，制定了“重点医
学院校为主，网络宣讲辐射全
国”的原则，联合“协和医学杂
志”、“协和八”等微信公众号
进行广泛宣传。多部门联合组成
宣讲小组，走进全国 9 个省市的
10 所重点医学院校，完成了 11
场精彩的线下宣讲，累计受众近
千人；网络直播宣讲累计点击观
看超过 4000 人次。

严格的准入考核是对学员身
心素质的挑战。2019 年共有 262
人报名参加遴选，142 名考生全
程参加了遴选考核。经过英语考
核、心理测试、医学通识考核、
专科理论考核、临床技能操作
（OSCE）以及专科面试共 3 天、
6 项全面考核后，优中选优，最
终 75人进入院级面试。参与遴选
的考生来自北京协和医院 /北京
协和医学院、清华大学医学院、
北京大学医学部、四川大学华西

临床医学院、上海交通大学医学
院、首都医科大学、华中科技大
学同济医学院、浙江大学医学院、
山东大学齐鲁医学院、香港大学
等国内知名医学院校，以及德国、
日本等海外医学院校。其中八年
制、临床医学博士研究生各半。

在 1 月 4 日举行的 2019 临
床医学博士后遴选启动会上，考
生观看了《一切为了人民》和
《三位“大医生”》视频短片，
参观了院史馆、病历展、门急诊
院区以及博士后公寓，听取了教
育处关于遴选考核流程与要求的
详细介绍。协和百年的历史积
淀、浓厚人文情怀、严谨求精的
工作精神以及对人才的重视与关
爱，给考生们留下了深刻印象并
心生向往。

前期有序的统筹安排、多部
门的紧密配合是整个遴选考核过
程顺利进行的坚实保障。各学系
教学负责人、教学秘书、教学骨
干投入了大量人力和精力，通过

更新遴选考核题库、严谨审题、
组卷与阅卷、担任 OSCE 考官等
重要且关键的环节，为考生们呈
现出一场“协和水平”的遴选考
核。1月 6日，268位科室领导、
助理、教学秘书和医师骨干担任
专科面试评委，为专科选拔优秀
人才。在整个遴选考核过程中，
党办、院办、纪委、人力资源
处、护理部、后勤保障处等多部
门联动，保障各环节考核顺利进
行。本次遴选考核最终选拔出 57
名各项能力过硬、综合素质优秀
的 2019 级博士毕业生，加入协
和临床医学博士后团队。

相较于往年的遴选考核工
作，今年在题库建设、考核工具
等多方面都进行了优化与创新。
招收专科从 18 个专科拓展至 21
个临床科室，新增变态（过敏）
反应科、临床营养科和检验科；
在题库建设方面，不仅全面更新
并完善了笔试 / 面试题目，更设
置了部分专业英文考题；启用平

2019 临床医学博士后遴选启动会合影                             教育处供图

板电脑作为 OSCE 评分工具，并
实现理论考核全部用计算机考
核，逐步体现考核体系的电子化
与智能化；进一步细化专科面试
分区，增加专科面试成绩权重，
重视专科意见；院级面试设置专
业英语评委，增加评价维度；纪
委全程参与、指导并督察，确保
考核公平、公正。

经过三年的积累，参与遴选
考核的考生已近千人，在不断总
结经验的同时，考生反馈与社会
反响也给予项目前进的动力。一
位落选考生在社交媒体上感慨道：
“参与这样严谨且公平的考试，
本身就是一种收获。不仅领略了
大医精神，更近距离地接触协和
教授们。在我眼中协和已不再神
秘，虽然不是每个人都能成为协
和医生，但是每个人都可以具备
协和精神。作为医生，前路如何
走，心中更清楚了。”考生们的有
感而发，不仅是对整个遴选考核
工作的高度认可，也是对每一位
工作人员辛勤付出的褒赞与鼓励。 

2019 年临床医学博士后项目
学员遴选历时 4 天，得到全院各
科处室的鼎力支持。周末两日，
参与遴选考核工作的各部门、各
学系共计 500 余名员工放弃休
息，精心为考生提供高品质、有
温度的服务。“砥砺前行风正
劲，甄奇录异铸未来”，在赵玉
沛院长和院领导班子的大力支持
下，在全院职工的共同努力下，
更多新生力量将加入医院，助力
协和百年再创辉煌。
临床医学博士后项目管理办公室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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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协和医院举行2018年总结表彰大会
暨2019年新春团拜会

本报讯 为发挥党员模范带头
作用，提高村民健康水平，12月
8日上午，西院党总支、西院分工
会组织肿瘤内科、耳鼻喉科、中
医科、心内科、药剂科、内科和外

科等多个科室的医生来到北京市
昌平区崔村镇麻峪村，为当地的
100名村民提供义诊服务。

上午 9时许，麻峪村村委会
议室坐满了前来就诊的村民。刚下

车的医护人员顾不得休息就忙碌
起来，义诊人员分工合作，护士们
负责分诊及测量血压，大夫们进
行问诊、健康宣教。前来就诊患者
以老年人居多，多患有高血压、糖
尿病、咽炎、老年性耳聋等疾病。
由于麻峪村交通不便，老年人常
常得不到及时有效的医疗服务。80
多岁刘大爷深情地说：“北京协和
医院的医生能来家门口给我们免
费看病，真是太好了！协和的大夫
水平高、态度又好，给我们带来了
很大的方便，感谢协和医院！”

文/图 西院事务管理处

参加义诊的人员合影 义诊现场

全体院领导、老专家代表与演职人员合影

本报讯 （记者 王晶）2019
年 1 月 16 日下午 2 点，北京协
和医院 2018 年总结表彰大会暨
2019 年新春团拜会在协和学术会
堂举行，协和老中青三代人欢聚
一堂，共度回顾过去、展望未来
的美好时刻。

回顾·表彰：典藏硕果

一部精心制作的短片《奋进
新时代，逐梦铸辉煌》拉开了大
会帷幕。短片回顾了北京协和医

院全面深化改革之年的累累硕
果，协和人秉承“一切为了患
者”的办院方向，心怀大爱、砥
砺奋进，用行动书写新时代人民
健康事业的壮丽诗篇。

电视剧《急诊科医生》主演
之一徐乐同与协和人共同表演了
活力四射、朝气蓬勃的开场歌舞
《赞赞协和人》，在节目所渲染
的热烈欢乐的氛围中，全体院领
导上台向全院职工拜年。赵玉沛
院长致新春贺词，祝福协和人身

体健康，阖家幸福；祝福协和凝
心聚力，再创辉煌！

为鼓励先进、激发活力，大
会表彰了 2018 年度医院先进集
体、医疗科研成果奖、护理成果
奖、科研先进集体、科研先进个
人、保健先进集体、保健先进个
人、特殊贡献集体、特殊贡献
奖、优秀中层干部、协和优秀员
工、协和护理之星、优秀住院医
师、职能部门优秀服务奖等 14
个奖项，赵玉沛院长和姜玉新书

记为获奖者代表颁奖。

迎春·祝福：欢乐绽放

新春团拜会由中央电视台著
名主持人撒贝宁、北京电视台当
家花旦栗坤和两位协和员工孙学
勤、林梦共同主持，他们以时而
睿智风趣、时而温情动人的语言
串联起整场演出。今年的“协和
春晚”堪称瑰丽多彩的中华民族
传统艺术与现代歌舞的完美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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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际医疗部 133 24 157

 基本外科 45 40 85

 血液内科 69 5 74

 泌尿外科 31 26 57

 眼科 10 46 56

 妇产科 9 40 49

 普通内科 37 5 42

 骨科 12 30 42

 后勤保障处 25 11 36

 心内科 6 30 36

 感染内科 29 5 34

 神经科 18 10 28

 血管外科 13 12 25

 神经外科 17 8 25

 健康医学部 21 3 24

 消化内科 10 13 23

 心外科 1 22 23

 急诊科 11 10 21

 肾内科 1 19 20

 皮肤科 9 11 20

 放射治疗科 1 18 19

 儿科 5 10 15

 呼吸内科 3 11 14

 耳鼻喉科 3 11 14

 胸外科 1 12 13

 风湿免疫科 2 10 12

 重症医学科 2 9 11

 乳腺外科 2 10 12

 肝脏外科 3 7 10

 超声医学科 9 1 10

 肿瘤内科 5 2 7

 中医科 4 2 6

 内分泌科 3 3 6

 基建动力处 5 5

 整形美容外科 1 4 5

 老年医学科 2 3 5

 临床营养科 2 3 5

 内科 ICU 4 4

 物理医学康复科 3 1 4

 口腔科 2 1 3

 放射科 2 2

 财务处 2 2

 麻醉科 1 1 2

 变态反应科 1 1

 心理医学科 1 1

 护理部 1 1

 输血科 1 1

 总计 570 497 1067

注：上述统计数据来源于宣传处
和西院事务管理处汇总。

李苑菁 石涛整理

北京协和医院评选产生2018年度优秀住院医师
本报讯 （记者 傅谭娉）为

培养一支“三基”扎实的临床医
师队伍，发挥榜样的示范作用，
北京协和医院于近日举行了 2018
年度优秀住院医师评选。从 485
名接受培训的第二、三年住院
医师中产生了“院级优秀住院医
师”17 人，“科级优秀住院医
师”33人。50 位获奖人员名单于
2019年 1月15日在院内网公示。

本年度优秀住院医师评选分

为专业基地推荐和院级评审两大
阶段。全院 19 个专业基地高度
重视评选活动，分别成立了评优
小组，按照“优中选优”的原
则，评选出具有良好职业道德、
爱岗敬业、责任心强、勤奋好
学、全心全意为患者服务的优秀
住院医师候选人。2019 年 1 月
10 日下午，院级评选会在内科
楼四层多功能厅举行。由外请专
家、教育委员会、职能处室、主

任、副主任，教学秘书、主治医
师、总住院医师和住院医师、规
培研究生组成的 244 人的评审团
对 50 名候选人的现场汇报进行
评审。

教育处邱杰处长介绍，培养
一支医德医风优秀、医学理论扎
实、临床技能熟练的住院医师队
伍，是协和作为国家住院医师规
范化培训示范基地义不容辞的责
任。

本报讯 （记者 郭晶）2019

年 1 月 11 日，“2018 中国医界

好书”颁奖典礼在北京举行，北

京协和医院多部好书入选。

“我与好书有个约会 •医界

好书”评选活动由《医师报》社、

《健康时报》社、《中国医院院

长》杂志联合主办，《中国医学

人文》杂志、腾讯健康协办。于
2018 年 9 月举办了现场评审会，
现结果正式发布，30 部“医界好
书”和 10 部“特别推荐阅读图
书”从300多部图书中脱颖而出。

我 院“2018 中 国 医 界 好
书”获奖名单

医学学科类：《北京协和医

院妇科内分泌疾病病例精解》田

秦杰、邓姗著 

医学人文类：《医道》郎景

和著；《协和产科医生的高龄二

胎手记》马良坤著；《申请科研

基金》李乃适、魏怡真译

医学科普类：《吃的误区》 

于康著

我院多部图书入选 2018 中国医界好书

西院党总支赴昌平区麻峪村义诊
 “两学一做”专栏

我院两项研究斩获医学传播 2018 年度“十大”称号
本报讯 （记者 王晶）1月

19日，《健康报》社主办的“中

国卫生健康科技创新发展高峰论

坛暨 2018 年度中国、国际十大

医学科技新闻发布仪式”在京举

行。会上发布了“2018 年度中国

十大医学科技新闻”，我院李太

生教授牵头的关于艾滋病“中国

方案”再优化的研究获评十大新

闻榜首。2018 年 5 月，《艾滋病

医学》杂志发表了这一多中心研

究成果，研究证实中国患者尤其

是体重小于 60公斤的患者应减量

使用一线药物依非韦伦。根据这

项成果进一步优化的艾滋病抗病

毒治疗“中国方案”，被写入《中

国艾滋病诊疗指南（2018版）》。

1 月 8 日，《中国医学论坛

报》发布了“2018 年国内十大医

学研究”的评选结果，我院张奉

春教授牵头的关于首个狼疮靶向

治疗生物制剂Ⅲ期试验的研究获

评十大医学研究第二名。2018 年

3 月，《风湿病学年鉴》发表了

该临床试验研究结果，证实人源

单抗 belimumab 可降低系统性红

斑狼疮（SLE）治疗对激素的依

赖性，显著抑制疾病活动，且未

发现安全性问题。该药物以 SLE

发病机制中的“B 细胞刺激因

子”为靶点，是国际上首个针对

SLE 治疗的生物制剂，已被美国

食品与药物管理局批准上市。

本报讯 （记者 王晶）1 月

16 日，由中国科学技术协会、

人民日报社主办，人民网承办的

“典赞 •2018 科普中国”揭晓盛

典在人民日报社举行，活动现场

公布了“2018 年十大科学传播人

物”，我院林国乐教授入选。评

委会认为，他将专业领域的医学

知识灵活应用到医学科普领域，

紧扣大众需求，将羞于启齿的疾

病变成引人入胜的科普话题，公

众认知度高。

1月 19日，由中国女医师协

会主办的第二届“中国最美女医

师”颁奖典礼在沪举行。在全国

数百万名女医师中经严格筛选，

最终产生了20名“最美女医师”。

我院马良坤副教授获此殊荣。

1月 19日，由《健康报》社

主办的“2019 年中国卫生健康

科技创新发展高峰论坛”在京举

行，会上颁发了年度健康传播多

项荣誉称号。我院陈伟教授的文

章《保持不胖不瘦的八个秘诀》

荣获“2018 年度十大医学科普文

章”，马良坤副教授荣获“2018

年度健康传播影响力人物”称号。

我院喜获人文与科普多个奖项



合，艺术家们的精彩表演为辛勤工
作一年的协和员工们带来了纯美的
视听享受。

来自内蒙古大草原的神骏乐
团，带来马头琴合奏《万马奔腾》
和运用多种呼麦唱法演绎的《勇
士》，以独具魅力的演奏和震撼心
灵的演唱，展现了辽阔草原万马奔
腾的壮观景象和对奋勇向前精神的
歌颂。

北京歌剧舞剧院国家一级演
员、从《星光大道》出道的青年民
族歌唱家王二妮，用她天籁般清澈

嘹亮的歌声，深情演绎了歌曲《东
方红》和《山丹丹开花红艳艳》。

流行乐知名男歌手、影视演员
孙浩带来成名曲《中华民谣》和新
作《举起这杯酒》，“朝花夕拾杯
中酒，寂寞的我在风雨之后”，熟
悉的经典旋律一响起，勾起全场观
众满满的回忆。

曾获舞蹈领域最高奖项“荷花
杯”群舞金奖的民族舞蹈《水姑
娘》展现了一群年轻美丽的苗族姑
娘嬉戏水边的场景，在美轮美奂的
舞台上，她们以柔美如水的演绎，
带给观众美的享受。

中央歌剧院女高音歌唱家李晶
晶带来歌曲《我爱你，中国》，用
磅礴大气、深沉凝重的歌声，唱出
对祖国的款款深情。

湖北省京剧院名誉院长、国家
一级演员、二度梅花奖获得者朱世
慧，表演了新编古装京剧《曾侯
乙》精彩选段《把我这青铜化作一
首歌》，演绎出一代乐侯对音乐梦
想的不懈追求。湖北省京剧院的演
员们带来《泗州城》选段，行云流
水的动作、酣畅淋漓的表演展示出
深厚的武戏功底，赢得满场彩声。

由邓侃、王雪霏演唱，护理部

伴舞的压轴歌舞《阳光路上》将团
拜会的气氛推向高潮。高亢嘹亮的
歌声，优美动人的舞姿，深情表达
着协和人正昂首阔步，走在百年辉
煌的阳光路上！

下午 4 点整，2018 年总结表
彰大会暨 2019 年新春团拜会圆满
落下帷幕。在新的一年中，全体协
和人将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一切为了患者”的办院方向，做人
民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和守护者，为
推进人民健康事业不懈努力！

本文摄影 王鹏飞 许震
2018 年 12 月 26 日下午，冬

日正寒，而协和是温暖的。在内科
党总支主办的“口述协和——内科
历史人文访谈”活动中，参会的内
科同道们又有机会领略心内科纪宝
华教授的风采。纪老师侧着头，娓
娓道出他在协和的难忘经历。

提到纪宝华教授，在大家的印
象里他有两个特点。一是查房时
永远侧着头，呈 45 度角看天、看
人、看你；二是语句短促，略带沙
哑，宛如金石，掷地有声。

纪老师说，“我 24 岁来到协
和，现在 87 岁了”“协和一直在
改革”。纪老师在讲述的开篇，就
提出了“改革”。纪老将青春献给

了协和，经历了协和不停步的改革
进取之路。赵院长曾说过，协和的
改革之年已经到来。作为心内科
人，我们一直在路上。

“创业艰难百战多”，纪老回
忆了 40 多年前协和青年住院医师
筚路蓝缕的创新、创业之路。当时
在住帐篷、住防空洞的艰苦条件
下，协和的青年医师们坚持目标，
矢志不渝，现在他们已经是医院的
院长和副院长了，继续带领今天的
协和人不忘初心，砥砺前行。    

过去的协和心内科，也有艰辛
创业的故事。纪老师回忆戴玉华教
授当年开展冠脉介入手术，在经济
困难、国家支持不多的条件下，球

囊不得不二次使用。后来国家实行
改革开放，实现了我国的富强，协
和及心内科又迎来了大发展。2018
年是改革开放 40 周年，习近平总
书记坚定不移继续改革开放，纪老
师说，“举双手拥护”这个伟大的
路线。

“教授、病案、图书馆”是
“协和三宝”，纪老师说协和还有
第四宝！第四宝是什么？是对住院
医师的严格要求和严格管理。主治
医师要严格管理住院医师，要敢于
批评。住院医师从汇报病例开始，
到分析病情，到观察患者，都要严
格要求，而且是“科主任带头严
格”。现在，协和临床博士后项目

引领全国，不正是住院医师培养制
度的传承和创新么？

纪老师还强调了老协和的优良
制度。制度是保证医疗质量、病人
安全的关键一环。医疗是高危行
业，人命关天，优良的制度不能丢
弃。令纪老师印象最深的一项制度
是“double check”（双核对），
这意味着不能凭记忆用药，意味
着两人复核把关。另一项制度是协
和的“导师制”。导师不但引领学
生的学术，还要关怀学生的生活。
一位学生，因为家庭环境不好，每
个月可使用的钱不多，常常饿着肚
子，协和的导师不但资助其生活，
还主动寻找勤工俭学的机会帮扶这
位学生。这个故事让他记忆犹新。

协和在居危思危的时候，协和
心内科也经历着困难，而前辈们的
足迹和精神，则启迪后人观照人生
的角度——即使身处困难，也要仰
望星空。纪老师那 45 度角抬头讲
话的姿态，或许就是协和心内科人
仰望星空的姿态吧。

文/心内科党支部 杨德彦 
内科党总支 贾青 图/陈嘉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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仰望星空的姿态

纪宝华教授与参会人员合影纪宝华教授受访现场

做合格协和人，我们一直在行动（四）

病案科新员工心得体会

在重大突发事件发生时，协和
都派出优秀的医务人员驰援指导，
参与救治，发挥医疗国家队的作
用。近日，我院收到了国家卫生健
康委员会卫生应急办公室的致谢
函，高度评价周翔和刘洪生医生在
两起卫生应急处置工作中的突出表
现——“两位专家不辞辛劳，想方
法克服困难，圆满完成了交办的各
项任务，其认真负责的态度和精湛
的医术得到了事发地政府、有关单
位和广大群众的高度评价。”

周翔：赴朝开展涉中国游客重
大交通事故医学救援

北京时间 2018 年 4 月 22 日
夜，中国驻朝鲜使馆接朝方通报，
当晚在朝鲜黄海北道发生一起严重
交通事故，一辆载有 34 名中国游
客的旅游大巴从当地一处大桥坠

落，导致中国游客大量伤亡。
23 日凌晨 4 时许，重症医学

科周翔副教授接到了科主任的紧急
电话，他立即表示接受组织安排参
与救治。电话一挂，周翔就赶往医
院，23 日一早乘坐飞机，以最快
的速度赶往朝鲜。与周翔一同出发
的还有北京协和医院紧急准备的针
对高空坠落多发伤的止血药物、深
静脉插管等 50 多项抢救药品和器
材。

23 日中午，周翔与另 3 位来
自北京的医疗专家抵达收治伤员的
医院，为患者进行多学科会诊，并
于当晚接受了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
恩同志的接见。接下来的几天里，
周翔与当地医生密切配合，指导他
们进行抢救和治疗。26 日凌晨，
伤员乘专列从平壤启程回国。周翔
护送伤员安全转运至国内安置医

院，圆满完成医疗任务后返京。

刘洪生：赴衡阳救援京港澳高
速衡东段“6·29”交通事故伤员

6 月 29 日 20 时许，一辆载有
31 人的大型客车穿越京港澳高速
衡东段中央隔离带，与对向行驶的
载有易燃物环已酮的半挂车相撞，
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在事故中受伤
的 14 人被分别送往衡阳市中心医
院、南华大学附属第二医院、衡东
县人民医院、衡东县中医院进行检
查治疗。

6 月 30 日，我院接到国家卫
生健康委电话，紧急选派专家应急
救援。7 月 1 日，协和胸外科刘洪
生副教授登上了飞往长沙的飞机，
赶赴衡阳，为在“6·29”交通事
故中受伤的危重病人会诊，指导当
地医生进行下一步治疗和处理。刘

上接第一版

马头琴合奏《万马奔腾》、呼麦《勇士》
神骏乐团

开场舞 《赞赞协和人》
徐乐同、闻晓桐、王雪霏、罗欣、护理部主持人：撒贝宁、栗坤、孙学勤、林梦

舞蹈《水姑娘》 中央民族歌舞团歌曲《举起这杯酒》、《中华民谣》 孙浩歌曲《东方红》、《山丹丹开花红艳艳》 王二妮

京剧《泗州城》选段 湖北省京剧院京剧《把我这青铜化作一首歌》 朱世慧歌曲《我爱你，中国》 李晶晶

先进个人获奖代表先进集体获奖代表院领导向全院职工拜年

歌伴舞《阳光路上》 邓侃、王雪霏、护理部

洪生副教授一天内走访了 2 家医
院，会诊了 7 名患者，为多位多发
骨折、气胸的患者提供了专业诊治
意见，圆满完成了此次医疗救援任
务。

多名专家参加突发事件紧急救
援

感染内科周宝桐副教授、内科
ICU 翁利副教授分别于 2018 年 8
月 17 日、25 日赴甘肃指导流行性
乙型脑炎防控、会诊重症患者。检
验科徐英春教授、感染内科马小军
教授、肾内科李明喜教授于 12 月
4 日，感染内科刘正印教授于 12
月 18日，赴张家口支援“11·28”
重大爆炸事故的医疗救援。

在国家需要的时候，在人民生
命安全受到威胁的时候，协和专家
们勇担重任，救死扶伤，用实际行
动诠释着协和人的责任和担当。

本报记者 傅谭娉 整理

我刚入职就赶上了“病案影研
扫描”这个大项目。目标是建成以
电子病历为主体，为医、教、研、
管提供强有力支撑的数据信息平
台，节约临床研究查阅分析纸质病
历的时间，减少人工操作的不可控
错误。项目带来的好处毋庸置疑，
也给病案管理带来了新挑战。操
作、使用和维护新系统是每个协和
病案人都要掌握的。作为一名新病
案人，我也感觉到了这份压力。但
正如马克思曾言，“通往科学的路
径没有平坦的大道，只有不畏劳苦
沿着陡峭山路攀登的人，才有希望

达到科学的顶点”。我们不仅要学
习协和病案的优良传统，更要学习
先进的科技操作。只有通过不断地
学习，不断完善自己，才能展翅高飞。              

——李书同
DRGs 浪潮的到来给病案人带

来新挑战。入职期间，我不断学习
DRGs 相关知识，总结工作经验，并
把所学在科内分享。奉献的过程让
我感到快乐与自豪，因为奉献的力
量源于协和“家人”。刚入协和时
听到的“待同事如家人”已不再是
口号，而是切身体验和认同。协和
的员工来自五湖四海，走进了协和
就是一家人。这样的情怀让我打心
底涌出奉献自身的勇气和力量。我
坚信，在协和，我将得到人生的升
华与绽放，我骄傲我是协和病案人！              

——黄  洪

中国现代病案管理以北京协和
病案室的创建为开端。在这里，有
医学大家的手写病历，有诸多名人
志士的病历存放，还有众多世界首
例、中国首例的罕见疑难病历。病
案是患者在医院治疗过程中的全部
记录，不仅是重要的临床、科研、
教学资料，也是处理医疗纠纷、伤
残鉴定、保险等的重要依据。如
今，患者对病案记录越来越重视，
病案复印需求也不断增加。我们协
和病案人应秉持“以人为本”的服
务理念，满足患者多样化需求，熟
练掌握和运用与病案相关的法律条
例，明确复印内容，做好患者及家
属的解释沟通工作。为医院负责，
为患者负责，这就是病案服务的医
道仁心。              

——吕  歆

   “严谨”是病案科人的第一
课。刚入职时，科里组织我们观看
了马家润老师的教学视频。马老
师用其真实经历告诉我们，在任
何时候都要保持严谨的工作态度。
97 年来，每位病案人秉持“创造
价值、服务患者、尊重个人”的理
念，坚守着自己的岗位。从门诊库
房到住院库房、从整理组到编目
组、质控组，每一时刻、每一个环
节都做到一丝不苟，这既是协和病
案人的工作态度，更是我们信奉的
职业准则。严谨求精的传统为病案
科的长远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也
获得了社会各界的一致肯定。未
来，我将沿着协和病案科前辈们的
足迹 , 以更踏实严谨的步伐，坚定
走下去！           

 ——常競丰

编者按：每年，都有许多
怀揣梦想的年轻人加入协和，在
协和“大熔炉”中熏陶、洗礼、
积淀、成长。本文节选了四篇病
案科新员工的心得体会，与大家
分享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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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筹布局   多点开花

北京协和医院 2018 年科技创新实现突破

林巧稚大夫诞辰 117 周年纪念会暨妇产科学术论坛召开
本报讯 （记者 高颖 彭澎） 

在林巧稚大夫诞辰 117 周年之际，
北京协和医院妇产科于 2018 年 12
月 28 日在协和学术会堂召开了
“纪念林巧稚大夫诞辰 117 周年暨
妇产科学术论坛”。多位外院嘉宾
及北京协和医院院领导、临床科室
和职能处室领导出席了本次盛会。

大会开幕式由妇产科书记兼常
务副主任孙红主持。一部纪念林巧
稚大夫的短片拉开大会序幕，让参
会者再次重温林巧稚大夫生前的点
点滴滴。林巧稚大夫留给我们的不
仅仅是医学学术的财富，更重要的
是仁爱、博爱、大爱之心和敬业、
奋斗不息的精神，传承她的精神已
成为协和传统。

北京协和医院党委副书记柴建
军代表院领导班子致辞，在缅怀林
巧稚大夫的同时，对协和妇产科的
光荣传统和卓越贡献给予了高度肯
定，在面向协和百年之际对妇产科
的未来提出了新期望。郎景和院士

致开幕辞，就“中国妇产科学的现
状和未来”作了主题报告，号召全
体同道共同纪念和学习林大夫，传
承林大夫精神，保持危机意识，不
断推动协和妇产科事业向前发展。
妇产科学系主任沈铿教授与全体参
会者一起回顾了妇产科的发展史，
以及多年来一代又一代协和妇产
科人在各个专业领域作出的突出贡
献，并向大家汇报近年来妇产科在
医教研方面的工作成果，尤其对疑

难重症诊治工作进行了总结。
本届学术论坛分为专家学术论

坛和青年医师论文报告会两部分。
上午的专家学术论坛中，妇产科产
科中心副主任高劲松教授、普通妇
科中心主任朱兰教授、肿瘤妇科中
心主任向阳教授、内分泌与生殖医
学中心主任郁琦教授分别对四个专
业组的工作进行了总结汇报，并对
相关专业的发展方向作出新展望。

今年的青年医师论文报告会

中，共有 21 位来自临床一线的各
年资住院医师、硕士及博士研究
生、临床型医学博士后、优秀护士
参与汇报。报告内容涉猎广泛，不
仅有精准医疗的临床研究，也有创
新领域的前沿进展汇报；不仅有住
院医师带来各专业组紧贴临床的特
色研究，还有护士们带来的角度新
颖的护理报告。多位报告人精彩的
英文报告博得了在场评委及观众的
一致好评。汇报场面精彩纷呈，全
面地展现了妇产科青年医师的精神
风貌和学术追求。

由妇产科老专家、科主任、教
授组成的评审团实时为选手们打
分，6位优秀论文演讲者脱颖而出。
宋晓晨凭论文《青少年中内膜异位
症——10 年临床病例分析》获一
等奖，张晨昱、张国瑞获二等奖，
霍霄、孙恒子、张多多获三等奖。
妇产科各位主任上台为获奖选手颁
奖，并鼓励青年医师们继续发扬林
巧稚大夫精神，争做合格协和人。

林巧稚大夫诞辰 117 周年纪念会暨妇产科学术论坛合影         妇产科供图

赵玉沛院长在百年协和倒计时
1000 天讲话中指出：“协和要建立
科技创新体系，面向世界科技前沿、
面向国家重大需求，做‘新技术、
新理念、新观点的发源地’。”在
全院职工的共同努力下，2018 年医
院多项科研成果取得突破性进展。

新增国家临床研究中心和医科
院重点实验室

2018年，我院获批1个国家临
床医学研究中心和2个医科院重点实
验室，为打造我院新型科研创新平
台、构建协同创新网络再添新力量。

在第四批国家临床医学研究中
心组织申报过程中，科研处做好顶
层设计，从规划宣讲到领域申报，
全程参与、积极动员，协调整合我
院优势资源，共申报 7 个中心，其
中 3 个中心进入科技部答辩环节，
最终风湿免疫科和变态反应科联合
申报的免疫疾病国家临床医学研究
中心获批。

我院还组织申报 2018 年医科
院重点实验室 16 个，经过多论评
审，“中国医学科学院肠道微生态
临床疾病转化研究重点实验室”和
“中国医学科学院眼底病重点实验
室”入选 2018 年度中国医学科学
院重点实验室名单。

科研处坚持优化服务管理机
制，积极配合临床的科研需求，目
前搭建了涉及 20 余个学科的 23 个
科研平台，其中 3 个国家级科研平
台、10 个省部级重点实验室、1 个
北京市临床研究质量促进中心、9
个院校级研究中心和重点实验室。

中标科研项目再创新高

2018 年神经外科包新杰中标
科技部“十三五”重点研发计划干
细胞专项。神经外科王任直教授、
病理科梁智勇教授牵头申报的科
技部重点研发计划政府间合作项目
中美国际科技合作计划成功立项。 
此外，2018 年我院中标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项目共 58项，其中包括妇产
科朱兰教授牵头的重点项目1项。
骨科吴南中标优秀青年科学基金项
目1项，实现优青项目零的突破。

北京市自然科学基金同样取得
优异成绩。超声医学科杨萌荣获
2018 年首届北自然杰青项目，成
为 38 名入选者中仅有的 2 名医师
之一。此外，我院共中标北自然项
目 38 项，其中医院科研平台中标
4 项，超声医学科、血液内科分别
中标 3 项。在医生和科研管理团队
的共同努力下，我院中标北京市自
然科学基金项目总数创历史新高。

科技成果奖励再创佳绩

2018 年，我院共获中华医学
科技奖一等奖 1 项、三等奖 3 项，
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进
步奖）二等奖 1 项、科普奖 1 项，
华夏医学科技奖二等奖 1 项、三等
奖 4 项，中国出生缺陷干预救助基
金会科学技术奖二等奖 1 项（北京
市科学技术奖结果尚未公布）。

其中风湿免疫科张烜教授及其
团队获得的中华医学科技奖一等
奖，系我院时隔 11 年再度斩获一
等奖，根据《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工
作办公室关于 2019 年度国家科学
技术奖励推荐工作的通知》和北
京市科学技术奖励工作办公室推
荐申报的要求，该项目被推荐申报
2019 年度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

在医科院校第四届科技奖评审
中，我院耳鼻喉科高志强教授获得
杰出贡献奖，血液内科李剑教授获
得青年创新奖。

6 名医师获得首届医科院青年
医学人才奖励项目

整形外科龙笑、基本外科徐
徕、神经外科包新杰、放射科王怡
宁、风湿免疫科杨华夏和妇产科王
姝获得首届医科院青年医学人才奖
励项目。

2018年，医科院首次在中央高

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中设立青年医学
人才奖励项目，旨在加强对青年医
学人才的培养，支持对象为创新能
力强、发展潜力较大的 40 岁以下
青年科研人员。经院内外专家材料
初审、复审答辩、院校长办公会审
批、公示等程序，最终立项49项，
我院6名医师脱颖而出，获得佳绩。

高水平学术成果持续涌现

截至发稿前统计，2018 年我
院共发表 SCI 文章 740 篇，其中影
响因子 10 分以上共 18 篇，包括 8
篇论著。2 篇病例报告发表于《新
英格兰医学杂志》，3 篇病例报告
发表于《柳叶刀》；影响因子最高
的论著由内科 ICU 的杜斌、翁利团
队与院外团队合作完成，影响因子
15.008， 发 表 于Intensive Care 
Medicine 杂志上。

护理团队首次实现科技成果转化

我院心内科导管室朱雪清护士
长及其团队完成的实用新型专利
“一种用于双侧桡动脉穿刺的臂
托”在 2018 年成功转让，这是我
院护理团队首次实现科技成果转
化。此工具根据人体解剖学特征，
以适应患者的上肢和腕部的前伸、
外展、内收、背曲。设计理念主要
包括：充分暴露桡动脉穿刺点，通
过有效制动，提高第一次桡动脉穿
刺成功率，从而降低桡动脉痉挛发
生率。

据统计，2014 年以来，我院
护理团队共获得授权专利 84 项，
占全院授权专利的 47%。

2019 年，在全院职工的共同
努力下，科研处将配合各位研究者
继续发挥主观能动性，注重顶层设
计、全面布局，助力医院科研水平
迈上新台阶，以优异的成绩献礼百
年协和！ 科研处供稿

2018 年我院获省部级科学技术奖项
类别 等级 科室 项目名称 主要完成者

中华医学科技奖

一等奖 风湿免疫科
自身免疫病发病机制和诊疗关键技术的

创研和应用
张  烜等

三等奖 整形外科 瘢痕疙瘩综合诊疗体系的建立 王晓军等

三等奖 放射科
功能影像技术在消化系统重大疾病中的

临床转化系统性研究
金征宇等

三等奖 神经科
规范化缺血性脑卒中二级预防体系的建

立和推广应用
崔丽英等

中国出生缺陷干预救
助基金会科学技术奖

二等奖 超声医学科
适合中国国情的标准化产前超声筛查与

诊断体系的建立和推广应用
姜玉新等

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
秀成果奖（进步奖）

二等奖 超声医学科
适合中国国情的标准化产前超声筛查与

诊断体系的建立和推广应用
姜玉新等

科普类 骨科 《髋膝人工关节介绍和康复指导画册》 翁习生等

华夏医学科技奖

二等奖 核医学科
核医学分子靶向技术创新及在疑难疾病

精准诊治中的应用
李  方等

三等奖 神经科
规范化缺血性脑卒中二级预防体系的建

立和推广应用
崔丽英等

三等奖 耳鼻喉科
累及颈内动脉的头颈（颅底）病变外科

技术体系
高志强等

三等奖 核医学科 分子特征在甲状腺癌诊治中的意义 林岩松等

三等奖 整形外科
瘢痕疙瘩综合诊疗体系的建立——从基

础研究到临床应用的转化  
王晓军等

2018 年我院发表的影响因子大于 10 的论著
第一作者科室 第一作者 通讯作者科室 通讯作者 文章题目 期刊 影响因子

内科ICU 翁利（并列） 内科ICU 杜斌（并列） Sepsis-related mortality in China: a descriptive analysis Intens Care Med 15.008

肝脏外科
王安强、吴良财、

林建振（并列）

肝脏外科、

病理科

赵海涛、王文泽、

桑新亭（并列）
Whole-exome sequencing reveals the origin and evolution of hepato-cholangiocarcinoma Nat Commun 12.353

风湿免疫科 张奉春 风湿免疫科 张奉春
Pivotal phase III, randomised, placebo-controlled study of belimumab in patients with systemic 

lupus erythematosus located in China, Japan and South Korea Ann Rheum Dis 12.35

血管外科 李天佳 血管外科 刘昌伟
Melatonin attenuates smoking-induced hyperglycemia via preserving insulin secretion and 

hepatic glycogen synthesis in rats J Pineal Res 11.613

血管外科
赵哲维、鲁城然

（并列）
血管外科 刘昌伟

The protective effect of melatonin on brain ischemia and reperfusion in rats and humans: In vivo 
assessment and a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 J Pineal Res 11.613

临床药理研究

中心
郑昕（并列） 外院 外院

First-in-human phase I study of AC0010, a mutant-selective EGFR inhibitor in 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 safety, efficacy, and potential mechanism of resistance J Thorac Oncol 10.336

呼吸内科 徐燕（并列） 外院 外院
Activation of the aryl hydrocarbon receptor leads to resistance to EGFR TKIs in 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 by activating Src-mediated bypass signaling Clin Cancer Res 10.199

呼吸内科 徐燕（并列） 外院 外院
Cell-cycle and DNA-damage response pathway is involved in leptomeningeal metastasis of non-

small cell lung cancer Clin Cancer Res 10.199

医创强音   协和智造

首届协和眼科创新大赛在京举行

本报讯 （通讯员 赵潺 记者 
刘晓坤）2019 年 1月12日，由北京
协和医院眼科主办，卫生健康青年
创新中心和全球健康产业创新中心
协办的首届眼科创新大赛决赛在全
球健康产业创新中心举行。国家卫
生健康委直属机关团委书记徐宏，
协和眼科老主任赵家良教授、眼科
常务副主任陈有信教授、副主任张
美芬教授，卫生健康青年创新中心
吴东主任，全球健康产业创新中心
负责人，清华大学信息学院、自动
化系、电子系专家教授，知名行业
专家与投资机构负责人出席决赛。

在会上，眼科常务副主任陈有
信教授宣布，“青创—眼科创新专
项基金”正式成立。该基金旨在为
眼科临床创意提供资金支持，促成
创新想法向创造性成果的成功转
化。陈有信教授分别向四家基金捐
赠单位颁发感谢状，向他们对创新
幼苗的扶持表达谢意。

经过层层选拔，共计 7 组创意
团队闯入首届眼科创新大赛的决
赛，团队成员涵盖医、护、技和科
研人员。“可穿戴青少年近视防
控软件及装置”“一次性负压前
房穿刺针”“经巩膜药物传输系
统”“新型后巩膜加压装置”“多
功能头部姿态监测器的设计与开
发”“模法镜”“仿生眼”，这些
项目大多针对临床热点、难点和治
疗过程中的痛点展开，其中多项创
意还获得中国乃至国外发明专利，
并且初具雏形。经过一番紧锣密
鼓的选手路演、专家问答和评委
评分后，“一次性负压前房穿刺

针”“模法镜”和“多功能头部姿
态监测器的设计与开发”斩获决赛
前三名，并获得创新资金奖励。

回顾比赛全程，自 10 月份召
开启动会以来，大赛获得了协和眼
科医师乃至全国眼科领域创新人士
的积极参与。组委会先后举行了六
个模块的创新训练营，全面塑造
和提升眼科医务人员的创新转化
能力。创新大赛作为医工结合、医
学创新的尝试，既是对“中国制造
2025”十大重点创新领域之高性能
医疗器械创新的回应，也是对赵玉
沛院长提出的六大体系中“开放协
作体系”“科技创新体系”的实
践。赵家良教授、陈有信教授以及
科研处黄辉常务副处长在赛后都表
示：协和医院是全国最好的医院、
清华大学是全国顶尖乃至世界一流
的综合性大学，我们有信心也有能
力推进共同协作，并激励广大医务
人员勇于开拓、不断创新，绘制新
的医疗蓝图。 图/眼科提供

眼科创新大赛参会者合影

下转第六版

2018 年我院发表的影响因子大于 10 的其他类型文章

第一作者科室 第一作者 通讯作者科室 通讯作者 文章题目 论文类别 期刊 影响因子

基本外科 崔铭 肝脏外科 卢欣 Portal venous gas 病例报告 New Engl J Med 79.258

呼吸内科 徐燕 呼吸内科 施举红 Disseminated actinomycosis 病例报告 New Engl J Med 79.258

皮肤科 巩慧子 皮肤科 李军 Xanthoma disseminatum 病例报告 Lancet 53.254

皮肤科 刘晓可 皮肤科 李军 Acral lentiginous melanoma 病例报告 Lancet 53.254

皮肤科 刘佳玮 皮肤科 马东来 An ominous sign from Sister Mary Joseph 病例报告 Lancet 53.254

皮肤科 刘晓可 皮肤科 李军 Hyperpigmentation in the skin folds 病例报告 BMJ 23.562

皮肤科 刘晓可 皮肤科 李军 A hyperpigmented intermammary patch 病例报告 BMJ 23.562

血液内科 蒋显勇 血液内科 周道斌
ALK+ small cell variant of anaplastic large cell lymphoma with leukemic 

presentation 其他 Blood 15.132

儿科 王薇（并列） 儿科 宋红梅（并列）
Reference values for peripheral blood lymphocyte subsets of healthy children in 

China 其他
J Allergy Clin 

Immun
13.258

风湿免疫科
莫文秀、殷姗姗

（并列）
风湿免疫科

张烜、陈华（并

列）
Amino-bisphosphonates, gamma delta T cells, and their roles in rheumatoid arthritis 其他 Ann Rheum Dis 12.35

上接第三版

本报讯 （记者 刘晓坤）2019
年 1月 11日中午，由血管外科主办
的腹主动脉瘤筛查第一期义诊活动
在协和门诊大厅举行。活动以义诊
咨询、宣教材料发放和免费超声筛
查等手段普及腹主动脉瘤疾病防治
知识，实现疾病的“早发现、早诊
断、早治疗”。

血管外科郑月宏教授、王磊护
士长、邵江、刘志利和狄潇主治医
师等为患者义诊，超声医学科赖兴
建副教授为患者免费行彩超检查。

义诊专家提示，腹主动脉瘤隐
匿性强，在未破裂前基本无症状；
破裂时很凶险，死亡率可达 80%；
目前该病已经成为 60 岁以上男性
的第三大杀手。其高危因素主要包
括高龄（＞ 60岁）、性别（男性：
女性为4~6:1）、吸烟史、家族史、
高血压、心肌梗死、动脉粥样硬化
及周围血管疾病等病史。腹部超声
可以初步筛查该疾病，仅需几分钟
便可诊断是否存在腹主动脉瘤。

我院腹主动脉瘤筛查

首期义诊活动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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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区 奖项 项目名称 科室 申报人

攻坚克难

一等奖
多维度构建重症银屑病的诊疗研究体系：2008-2018 皮肤科等 晋红中等

多科协力、十年磨砺，探索结缔组织病相关肺动脉高压的中国最佳
诊治方案 风湿免疫科等 王   迁等

二等奖

北京协和医院疑难罕见脑血管病多学科诊治平台建设——附10年经
验和成果 神经科等 彭   斌等

颞下窝联合进路颞骨内段颈内动脉重建技术 耳鼻喉科等 高志强等

罕见病合并脊柱侧凸患者的诊治及研究 骨科等 沈建雄等

淋巴管肌瘤病诊疗体系的建立与推广 呼吸内科等 徐凯峰等

协和胸腹主动脉瘤诊治体系的建立和提升 血管外科等 郑月宏等

眼遗传病精准诊疗10年 眼科等 睢瑞芳等

三等奖

血友病骨关节病变手术治疗体系的建立 骨科等 翁习生等

女性生殖道罕见疑难肿瘤20年诊治进展 肿瘤妇科中心等 曹冬焱等

经腹肠道超声：疑难肠病的影像诊断新途径 超声医学科等 朱庆莉等

经支气管镜纵膈淋巴结穿刺基因诊断及指导治疗 呼吸内科等 王孟昭等

膀胱癌规范化诊治体系的建立与完善 泌尿外科等 纪志刚等

超声造影联合超声引导下经皮穿刺活检诊断胰腺肿物 超声医学科等 吕   珂等

重症隐球菌脑膜炎诊治33年 感染内科等 刘正印等

右心受累的静脉内平滑肌瘤病治疗进展——由罕见、疑难、危重到
规范化诊治 心外科等 马国涛等

中国脓毒症疾病负担研究 内科ICU 翁   利等

肠道罕见、疑难疾病总结 消化内科等 钱家鸣等

转化创新

一等奖
干燥综合征的基础与临床研究 风湿免疫科 张奉春等

针对神经内分泌肿瘤的核素靶向诊疗技术创新及临床转化 核医学科等 朱朝晖等

二等奖
T细胞亚群检测平台的建立及二十年推广应用 感染内科等 李太生等

面向临床的新型光声/超声双模成像设备自主研发及转化应用 超声医学科 杨   萌等

三等奖

女性盆底康复模式建立和应用推广 普通妇科中心 朱   兰等

面部三维运动定量分析系统的研发与应用 耳鼻喉科等 高志强等

彩色血流编码灌注技术在周围血管疾病腔内治疗中的创新性应用 血管外科等 刘   暴等

羟苯磺酸钙干扰酶法肌酐检测的临床研究及抗干扰试剂盒研发 检验科等 邱   玲等

从手术切除到M-TOR抑制剂的应用——谈TSC-RAML治疗理念的
转变 泌尿外科 张玉石等

未来之星

一等奖 LncAIS的发现与验证——AIS（青少年特发性脊柱侧凸）病因学12
年系列探索 骨科等 庄乾宇等

二等奖
淋巴水肿病理生理机制探讨及临床转化 整形美容外科等 龙   笑等

多学科协作提高抗磷脂综合征的诊治水平 风湿免疫科等 赵久良等

三等奖

胰腺癌肿瘤微环境相关研究 基本外科等 刘乔飞等

“大循环-微循环”偶联导向复苏提高难治性休克救治水平 重症医学科 何怀武等

SAPHO综合征的临床研究 中医科等 李   忱等

炎症性肠病的系列研究：从发病机制到临床诊治，再到致残评估 消化内科等 李   骥等

基于脉搏血氧饱和度波形建立心肺复苏质量反馈与控制系统 急诊科等 徐   军等

奖项 项目名称 科室 申报人

一等奖 研精致思，别出机杼——早产儿PICC置管长度公式的推导与临床应用 NICU 冯淑菊等

二等奖

重症护理超声体系的研究及临床实践 重症医学科外科二病房 孙建华等

创新性智能脚蹬装置在心导管室介入患者中的成功应用 心导管室 朱雪清等

呼气末二氧化碳监测在高质量心肺复苏中的应用成果 急诊科 李   凡等

三等奖

全国首创癫痫日记APP的临床应用 神经内科二病房 王乾贝等

精准创新在1例急性坏死性胰腺炎患者护理中的成功应用与推广 基本外科二病房 吴翠婷等

连续6年256例乳头内陷案例持续护理改进与序列研究 整形美容外科病房 曹海茹等

消毒供应中心手术器械信息化追溯系统的成功构建与成效 消毒供应中心 张   青等

国际医疗部癌症末期患者缓和医疗照护模式的建立与应用 国际医疗部N1/6病房 丰   荣等   

白　桦 常　备 常　星 曹　晶 陈　飞 陈丽婷 陈　萍 陈蔚琳 陈　雯 程午樱

崔　娜 崔秋菊 戴晓艳 戴　毅 邓　侃 刁秋霞 董海涛 董亚秀 杜　靓 段艳平

冯　俊 傅建华 高海燕 高　健 高金金 葛郁平 顾　晴 谷　婷 管宇宙 郭春岚

郭海凌 韩　洋 韩　颖 贺子夏 侯小萌 侯晓荣 侯秀凤 胡米佳 华小雪 黄厚锋

贾雪竹 江　伟 蒋　超 蒋茜赖 晋　智 李秉璐 李春颖 李　钢 李海龙 李　红

李　霁 李　冀 李　晶
（保健医疗部）

李　晶
（风湿免疫科）

李　丽 李　梅 李珊珊 李　潇 李晓青 李　兴

李　旭 李　颖
（血液内科）

李　颖
（产科中心）

梁丽萍 林海珊 刘爱辉 刘　晶 刘　婧 刘婧婧 刘立新

刘鹏举 刘　萍 刘　玮 刘　炜 刘　卫 刘学玲 刘　洋 刘　颖 刘玉翠 刘玉霞

吕海瑛 吕　玮 罗　岩 马国涛 马　琏 马　琳 马　娜 马中文 茅　枫 孟　湉

明亚燃 倪　俊 聂卫华 潘慧娴 潘瑞丽 彭　萍 蒲　霞 钱　军 乔　曼 仇　淼

曲　璇 全胜利 任　常 任　远 阮戈冲 史莉娜 司文洁 宋　晨 宋　宁 宋素品

宋　洋 苏绍荣 孙　晴 孙显松 孙燕霞 谭林娟 田震寰 佟大伟 仝佳丽 王　斌

王海燕 王　郝 王江山 王　婧 王客非 王　磊 王立英 王　珞 王　曼 王　勤

王　瞳 王　巍 王　曦 王　阳 王　瑶 王　彧 王　云 魏　然 吴　斌 吴　南

吴庆军 吴　炜 吴　卫 吴　晰 武莎斐 夏良裕 夏　敏 夏泽楠 肖焕欣 谢　歌

谢　勇 徐龙雨 徐锡霞 徐　燕 徐意瑶 许　楠 闫　丽 闫雪莲 阎倩姝 杨　惊

杨美慧 杨晓颖 杨燕丽 杨　洋 杨莹韵 杨志丽 杨治坤 叶　炜 叶文玲 尤丽丽

于　晏 袁望舒 翟海昕 张宝芬 张古沐阳 张红艳 张化冰 张　慧 张　晋 张　莉

张　琦 张　倩 张圣洁 张书燕 张晓燕 张学英 张　勇 张　昱 张　征 张　智

赵　潺 赵　芳 赵晓娟 赵　莹 赵玉芳 钟　华 周敬敏 周　炯 周　丽 朱雪清

祝小莉 左　玮

白　卉 陈佳嫔 崔国凤 崔　爽 董　琦 杜红娣 杜林慧 段　娟 冯秀敏 冯　媛

付　静 付婷婷 高　宏 高学文 葛　杨 桂　岩 郭明飞 郭欣颖 郭雅萍 郝婧晓

何志娟 侯春玲 胡亚琳 黄　萍 黄　琦 贾艳霞 孔辛蕊 兰　静 冷明月 李桂萍

李金霞 李　婧 李　念 李　杨 李　颖 刘国丽 刘金港 刘美佳 马羽西 孟凡姣

弥菲菲 苗　菁 南　莎 牛　荣 潘金平 潘　颖 邱　爽 任岚岚 任天尧 任　伟

任雪娇 沙　蕊 沈　洁 盛　敏 石　虹 宋金平 孙　琳 孙艳艳 唐　瑶 陶秋艳

王　娟 王　珏 王　爽 王小舟 王雪新 魏　宇 吴文典 吴燕春 武　静 武　曌

肖　颖 谢海燕 谢　宏 谢　嫣 邢佳辉 徐　虹 徐　园 闫　煦 杨　帆 杨　丽

翟海娜 张改丽 张　佳 张佳鹤 张　晋 张　静 张静彦 张丽霞 张　彤 张　悦

赵　晶
（骨科一病房）

赵　晶
（手术室）

赵　纳 赵亚男 赵莹盈 郑　颖 周晓宇 朱　槿 朱林林

2018年度医疗科研成果奖 2018年度护理成果奖

2018年度协和护理之星

 2018年度协和优秀员工

内科学系

放射治疗科

保卫处

风湿免疫科 国际医疗部

护理部 基建动力处

急诊科 麻醉科

人力资源处 神经科

医务处 院办/党办

    重症医学科

2018年度

保健先进集体

2018年度
保健先进个人

2018年度

医院先进集体

2018年度

科研先进集体

2018年度

科研先进个人2018年度
特殊贡献集体

 2018年度 
特殊贡献奖

 2018年度 
优秀中层干部

 2018年度 
优秀住院医师

 2018年度 
职能部门优秀服务奖

 2018年度 
个人三等功

崔丽英 李　方 梁晓春 刘大为

刘昌伟 梅　丹 钱家鸣 邢小平

尹　佳 于学忠

曹卫华 盖小荣 高志强 郭　娜

胡冰水 黄　辉 晋红中 李建初

潘　慧 孙　红 唐蔚蔚 王振捷

夏维波 张福泉 张　烜 赵艳伟

朱华栋 朱　兰 朱卫国

边赛男 曹　喆 李雅彤 李蕴微

麦毓麟 钱君岩 石　穿 宋晓晨

王子豪 夏　迪 吴　超 徐宵寒

张　莉 张　硕 张　毅 赵哲维

朱　威

蔡　震 陈　军 陈　恔 陈　政

范　靖 郭　晶 郭　利 焦　静

李　雯 李秀英 李亚萌 刘捷媚

陆　涛 千　红 商金立 申　思

石红兵 史真真 滕骥儒 王文婷

王志强 吴富起 许　燕 杨雅梅

叶　洁 殷凤梅 于志刚 赵　峻

郑文婷高　健 江　伟 李　兴 王　彧

陈丽霞 陈　未 戴梦华 杜　斌

胡　亚 李汉忠 李明喜 李　清

李单青　 李　毅 梁智勇 刘晓清

刘震宇 隆　云 彭　斌 佟大伟

王孟昭 王怡宁 魏　镜 徐作军

严维刚 严晓伟 杨爱明 杨德勇

于　康 张福泉 张玉石 赵冬艳

赵维纲 周道斌 朱宏伟 朱文玲

朱燕林

口腔科

妇科内分泌与生殖医学中心

乳腺外科

西院事务管理处

整形美容外科

一等奖：肝脏外科

二等奖：风湿免疫科　内科ICU

三等奖：血液内科　血管外科　

　　　　内分泌科    肠外肠内营养科

 骨科

一等奖：李永哲

二等奖：赵海涛 李　剑 梁智勇

 曾小峰

三等奖：刘大为 徐英春 张　烜

 杨佳欣 翁习生 朱　兰

 冷金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