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 “雏鹰课堂”病例征集评选活动的通知 

 

 “雏鹰”项目是由北京结核病诊疗技术创新联盟和中国疾

控中心结核病防治临床中心、中华医学会结核病学分会联合发

起的人才培养项目，通过向结核领域青年医务工作者提供学术

交流支持，推动业务骨干培养和发展。 

为进一步推进结核病规范化诊疗,促进相关规范、指南共识

的学习和应用，提高结核病防治人员，尤其是中青年临床医师

的诊断、治疗水平，项目组织开展“雏鹰课堂”活动，通过病

例报告分享形式进行规范化诊疗学习交流。现面向全国开展病

例征集评选活动，邀请联盟会员单位以及全国结核病定点医疗

机构医务人员积极参与。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 活动组织： 

(一) 主办：北京结核病诊疗技术创新联盟（以下简称

“创新联盟”）。 

(二) 学术支持：中华医学会结核病学分会（以下简称



“结核分会”）、中国疾控中心结核病防治临床中心（以下简称

“临床中心”）。 

(三) 协办：沈阳红旗制药有限公司。 

二、 活动内容 

(一) 病例征集专业方向： 

1. 结核病临床诊断和影像诊断； 

2. 使用固定剂量复合剂（FDC）开展结核病治疗的方案选

择、患者管理； 

3. 耐药（含利福平耐药、耐多药和广泛耐药）结核病患者

治疗； 

4. 肺外结核治疗； 

5. 结核性脑膜炎治疗； 

6. 结核合并其他疾病的治疗； 

7. 结核病治疗不良反应处理。 

(二) 评选方式：在全国范围开展病例征集，经专家评审

后入选的病例将由提交人进行病例线上直播分享。进行线上分

享的病例将根据观看数据（占比 30%）及专家评委打分（占比

70%）进行综合评分。 

(三) 奖项设置：根据综合评分统计，活动评选出一等奖



3 名、二等奖 5名、三等奖 10名及优秀奖 17 名，同时设参与

奖 100名。  

(四) 奖品设置 

1. 一等奖 3 名 

奖品:1：中华医学会 2020年全国结核病学术大会现场分享

资格（参赛者或指导老师任选一人） 

奖品 2：创新联盟学术会议一卡通 2 份（每份价值 2000

元，可免费参加 2020年全国结核病学术大会，如放弃参加该会

议可调整为 2020年其他由创新联盟主办的学术会议，但视为自

动放弃上述大会报告资格）。 

2. 二等奖 5 名，获得价值 1000 元奖品。 

3. 三等奖 10名，获得价值 500元奖品。 

4. 优秀奖 17名，获得价值 200元奖品。 

5. 参与奖：前 100名投稿病例的参赛者均可获得价值

100 元精美小礼品一份。 

6. 对于获奖病例（一、二、三等奖及优秀奖）的参赛者

将获得创新联盟“青年新星”资格，同时其指导老师将获得荣

誉证书。 

三、 参与方式： 



(一) 参与对象：创新联盟会员单位以及全国结核病定点

医疗机构临床医生均可自愿报名参与，报名条件：从事结核病

临床诊疗相关工作、年龄 45 岁以下（1975年 1 月 1 日以后出

生）； 

(二) 报名医生须在征稿时间内发送病例分析 PPT至指定

邮箱，所选病例要与规定方向相符，有一定的代表性，有分

享、讨论和学习价值，并符合征集病例要求。 

(三) 获得病例线上分享资格的医生须在约定时间通过项

目指定平台（“百医通”APP 医生版）以直播或录播形式进行视

频讲演，针对所上传的病例进行分析和解读，要求观点明确、

逻辑层次清楚、语言清晰简练、仪态端庄。 

“雏鹰”会员将优先安排线上直播及直播时间，非项目会员

可申请加入雏鹰会员（会员名单及申请方式见附件 2）。 

“百医通”APP（医生版）    

扫描二维码下载 

(四) 报名方式：投稿病例请参照征集病例要求撰写（见

附件 3），并以 PPT 文件形式发送至 zhanying@tb123.org。上传



文件请以“病例征集-病例名称-参赛者姓名-参赛者联系电话-

单位-科室-指导老师姓名”命名。 

(五) 病例征集时间： 6 月 12 日-6 月 30 日。 

四、其他： 

1．本活动解释权归北京结核病诊疗技术创新联盟 

2．联系人：占颖 13167373035 zhanying@tb123.org 

 

附件 1：结核病医师“青年新星”介绍 

附件 2：“雏鹰”会员名单及申请方式 

附件 3：征集病例要求 

 

北京结核病诊疗技术创新联盟 

2020 年 6月 11日 



附件 1：结核病医师“青年新星”介绍 

为推动结核病诊疗领域年轻专家的培养工作，中华医学会结核病

学分会（简称：分会）、北京结核病诊疗技术创新联盟（简称：联盟）、

中国疾控中心结核病防治临床中心（简称：中心）启动了结核病医师

“青年新星”项目。 

项目以“权威、客观、公正”为原则，选拔中国结核病领域 45

岁以下优秀青年专家，集中分会、联盟和中心的力量，组织项目成员

开展学术交流，参加教育培训项目，组织科研课题设计和申请的培训

等活动；并为年轻专家搭建结核病及相关疾病的网络学习、在线交流

的互联网平台，培养和展现一批临床工作突出、患者口碑良好、科研

贡献显著的医生群体，激发医生做名医的内生动力与职业尊崇感，为

健康中国战略助力。 

一、 人选标准 

1. 年龄 45岁及以下。 

2. 副高及以上职称，成绩突出者可以放宽至中级。 

3. 结核病诊疗专业医师。 

4. 本人自愿加入。 

二、 人选来源： 

主要从以下 4类来源且符合基本条件的人员中产生： 

1. 首批成员为 2019年全国结核病临床诊疗技能竞赛中由各省选

送参加全国总决赛的竞赛选手； 

2. 结核病学分会委员会、青年委员、各专委会委员； 



3. 2019 年全国结核病临床技能竞赛中网络答题各单项及总分得

分前 200名； 

4. 全国 350 家地市级及以上结核病定点医疗机构推荐，除本部

分“推荐人选来源”的第 1、2、3条外可择优再推荐 1-2名。 

三、 结核病医师“青年新星”权益 

1. 参加联盟组织的学术会议注册费优惠； 

2. 免费收看分会、联盟和中心合作网站、App上的教育培训资料； 

3. 免费提供部分远程查房观摩的机会； 

4. 优先免费获得分会、联盟和中心出版的学术专著； 

5. 择优提供国内外免费教育培训、学习交流的机会； 

6. 优先承接相关课题和项目； 

7. 通过网站、“百医通”App 和“结核帮”公众号等面向结核领

域内及社会大众进行形象宣传。 



附件 2：“雏鹰”会员名单及申请方式 

“雏鹰”项目是由北京结核病诊疗技术创新联盟（以下简称“联

盟”）和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结核病防治临床中心（以下简称“临

床中心”，CTCTC）发起的人才培养项目，由沈阳红旗制药有限公司提

供部分资金支持，旨在通过向结核领域青年医务工作者提供学术交流

支持，推动业务骨干培养。支持项目包括提供参与重要国内、国际学

术会议机会、与国内外一流科研机构、著名大学开展交流活动资格等。 

一、 申报程序 

申报工作采取个人申报、单位推荐、联盟选拔的形式。由所在单

位完成本单位人才的推荐工作。联盟专项工作小组将对单位推荐人选

进行评审。遴选结果通过后正式行文通知申请人及所在单位。 

二、 材料报送 

1. 请填写《“雏鹰”会员申请表》，并签字加盖单位公章。 

2. 申请表电子版请统一名称为“雏鹰-推荐单位名称-推荐人姓

名”，发送至 zhanying@tb123.org。 

3. 原件两份请同时邮寄至联盟办公室。 

邮寄地址：北京市通州区新华北路绿地中央广场二期写字楼 1单

元 2012 

邮编：101149 

邮寄联系人：占颖  13167373035 

 

 



“雏鹰”会员申请表 

个人基本信息 

姓名  性别  
出生 

日期 
 

最高学历  最高学位  

手机  常用邮箱  

工作单位          单位         科           专科/方向 

专业技术职称  行政职务  

单位地址  邮政编码  

单位联系人  联系方式  

教育经历 

（从大学起） 

起止时间 院校 专业 学历 学位 

     

     

     

工作经历 

起止时间 工 作 单 位 职称 行政职务 

    

    

    

主持

或参

与的

主要

科研

项目 

项目 

时限 
批准部门 项 目 名 称 

经费 

额度 
担任角色 

     

     

     

近 3

年发

表的

5篇

主要

论文 

期刊 

名称 
作者排名 论 文 题 目 

发表 

年月 
卷期 

     

     

     

     

     

近五年以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共发表 SCI收录学术论文  篇，核心期刊论文   _

篇 

学 

术 

专 

著 

出版年

月 
出版社 专 著 名 称 编者身份 

    

    

英语水平  



工作情况简介 

个人工作简介 
（本人入职以来近三年的工作简介，包括从事专业、工作职责、工作量、工作质量、

工作成绩等，不超过 500 字） 

近 3年出国交

流、访问、进

修、培训经历 

（起止年月、访问（交流、进修、培训）机构名称、地点、主要内容和身份） 

 

 

 

 

 

 

意见签署 

申请人 

承诺 

 

 

本人保证所填内容的真实性。在本项目执行中严格遵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遵守项

目有关规定。 

 

申请人签名：                      日期： 

 

负责人 

意见 

科室  职务  

是否同意

推荐 
 

科室 

负责人 

签名 

         年   月   日 

是否同意

推荐 
 

单位 

负责人 

签名 

 

年   月   日   （单位盖章） 

 



“雏鹰”会员名单 

序号 单位 姓名 

1 安徽省胸科医院 王华 

2 安徽省胸科医院 谢磊 

3 安阳市结核病防治所 胡炜 

4 安阳市结核病防治所 王立兵 

5 安阳市结核病防治所 朱丽霞 

6 安阳市结核病防治所 王训霞 

7 保定市传染病医院 武丽 

8 北京老年医院 陈雪林 

9 北京老年医院 崔嘉 

10 北京胸科医院 黄麦玲 

11 北京胸科医院 车南颖 

12 北京胸科医院 王桂荣 

13 北京胸科医院 宋艳华 

14 北京胸科医院 李雪莲 

15 北京胸科医院 康万里 

16 北京胸科医院 韩毅 

17 北京胸科医院 周震 

18 北京胸科医院 李多 

19 北京胸科医院 潘丽萍 

20 北京胸科医院 刘洋 

21 北京胸科医院 李强 

22 北京胸科医院 吕翎娜 

23 北京胸科医院 刘毅 

24 北京胸科医院 李云松 

25 北京胸科医院 肖宁 

26 北京胸科医院 于大平 

27 北京胸科医院 王东坡 

28 北京胸科医院 史文文 

29 北京胸科医院 李自慧 

30 本溪市第六人民医院 岳丹 

31 郴州市第二人民医院 陈检才 

32 郴州市第二人民医院 黄华 

33 成都公共卫生临床医疗中心 黄涛 

34 重庆市公共卫生医疗救治中心 杨梅 

35 重庆市公共卫生医疗救治中心 曾晓刚 

36 重庆市公共卫生医疗救治中心 杨松 

37 长春市传染病医院 孙力 

38 长春市传染病医院 李欢 

39 长春市传染病医院 赵云虹 

40 长春市传染病医院 黄颖新 

41 长沙市中心医院 贝承丽 



42 长沙市中心医院 曹仕鹏 

43 长沙市中心医院 傅爱 

44 长沙市中心医院 刘超群 

45 长沙市中心医院 陈晓丽 

46 长沙市中心医院 康怡 

47 长沙市中心医院 邱亚娟 

48 长沙市中心医院 万柯 

49 长沙市中心医院 黄云辉 

50 大连市结核病医院 宋其生 

51 鄂尔多斯市第二人民医院 孙海林 

52 鄂尔多斯市第二人民医院 安玉明 

53 鄂尔多斯市第二人民医院 艾福利 

54 福州肺科医院 林友飞 

55 福州肺科医院 吴迪 

56 福州肺科医院 郭志平 

57 福州肺科医院 黄明翔 

58 福州肺科医院 官红莲 

59 福州肺科医院 刘加夫 

60 甘孜藏族自治州人民医院 杨建蓉 

61 甘孜藏族自治州人民医院 罗伟桃 

62 广东省结核病控制中心 陈亮 

63 广东省结核病控制中心 郭卉欣 

64 广西龙潭医院 刘爱梅 

65 广西龙潭医院 刘桑 

66 广西龙潭医院 张明 

67 广州市胸科医院 胡锦兴 

68 贵阳市公共卫生救治中心 梁跃东 

69 哈尔滨市胸科医院 罗春英 

70 哈尔滨市胸科医院 王鹏 

71 海南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 张丽媛 

72 海南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 吴秋萍 

73 海南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 黄彩转 

74 海南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 林翀 

75 杭州市红十字会医院 鲍志坚 

76 河北省胸科医院 耿书军 

77 河北省胸科医院 董雅坤 

78 河北省胸科医院 刘朋冲 

79 河北省胸科医院 刘锐 

80 河北省胸科医院 郑立恒 

81 河南省鹤壁市传染病医院 张林 

82 河南省胸科医院 梁瑞霞 

83 黑龙江传染病院 胡卫华 

84 黑龙江传染病院 张瀚文 



85 黑龙江传染病院 李雨泽 

86 黑龙江传染病院 马廷龙 

87 黑龙江传染病院 王利华 

88 黑龙江传染病院 刘馨 

89 黑龙江传染病院 金龙 

90 呼和浩特市第二医院 王君 

91 呼和浩特市第二医院 郎俊英 

92 呼和浩特市第二医院 杨向前 

93 吉林省结核病医院 吴进超 

94 吉林省结核病医院 杨娜 

95 吉林省结核病医院 魏立军 

96 吉林省结核病医院 孙鹏 

97 济宁市传染病院 王飞 

98 济宁市传染病院 郑辉 

99 江西省胸科医院 吴于青 

100 江西省胸科医院 李静虹 

101 解放军 309 医院 郭东霖 

102 解放军第 85医院 周计雪 

103 荆州市胸科医院 李俊 

104 喀什地区结核病防治所暨肺科医院 吐尼沙姑丽·台外库力 

105 开封市结核病防治所 王迎雪 

106 昆明三院 刘莎 

107 昆明三院 周敏 

108 昆明三院 寸新华 

109 丽水市中医院 张尊敬 

110 辽阳市结核病医院 海霞 

111 牡丹江市康安医院 邹晓颖 

112 牡丹江市康安医院 栾坤 

113 牡丹江市康安医院 邢彬 

114 牡丹江市康安医院 李广涛 

115 牡丹江市康安医院 王欣 

116 牡丹江市康安医院 王亚萍 

117 牡丹江市康安医院 李艳秋 

118 南京市公共卫生医疗中心 胡春梅 

119 南京市公共卫生医疗中心 高卫卫 

120 南宁市第四人民医院 李志峰 

121 内蒙古第四医院 金慧芳 

122 内蒙古自治区第四医院 陈琛 

123 宁夏第四人民医院 刘伶俐 

124 宁夏第四人民医院 杜斐斐 

125 宁夏第四人民医院 杨正贵 

126 青海省第四人民医院 李秀萍 

127 青海省第四人民医院 马秀珍 



128 青海省第四人民医院 刘明 

129 青海省第四人民医院 李沛军 

130 青海省第四人民医院 姜红 

131 青海省第四人民医院 韵霞 

132 青海省第四人民医院 杨启平 

133 青海省第四人民医院 韩晓茹 

134 青海省第四人民医院 昝清英 

135 青海省第四人民医院 王玲 

136 山东省胸科医院 杨燕 

137 山东省胸科医院 李学政 

138 山东省胸科医院 熊瑜 

139 陕西省结核病院防治院 万月强 

140 陕西省结核病院防治院 李永波 

141 陕西省结核病院防治院 张蕾 

142 陕西省结核病院防治院 邹远妩 

143 陕西省结核病院防治院 董晓娟 

144 上海市肺科医院 闫丽萍 

145 上海市肺科医院 姚岚 

146 上海市肺科医院 崔海燕 

147 上海市肺科医院 孙雯雯 

148 上海市肺科医院 何娅 

149 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 刘旭晖 

150 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 夏露 

151 深圳市第三人民医院 付亮 

152 深圳市第三人民医院 刘智 

153 深圳市第三人民医院 刘国辉 

154 深圳市第三人民医院 张红梅 

155 深圳市第三人民医院 王玉香 

156 沈阳市胸科医院 孙德斌 

157 沈阳市胸科医院 狄琛 

158 沈阳市胸科医院 徐妍 

159 沈阳市胸科医院 孙炳奇 

160 沈阳市胸科医院 张威 

161 沈阳市胸科医院 孙娇 

162 沈阳市胸科医院 奚莹 

163 沈阳市胸科医院 陈禹 

164 沈阳市胸科医院 孙洋 

165 沈阳市胸科医院 陈宇 

166 沈阳市胸科医院 王洋 

167 沈阳市胸科医院 吴颖 

168 沈阳市胸科医院 樊丽超 

169 苏州市第五人民医院 沈兴华 

170 苏州市第五人民医院 陈兴年 



171 苏州市第五人民医院 时翠林 

172 苏州市第五人民医院 虞忻 

173 苏州市第五人民医院 曾令武 

174 苏州市第五人民医院 冯彦军 

175 苏州市第五人民医院 包紫薇 

176 天津市海河医院 梅早仙 

177 通辽市传染病医院 张晓岩 

178 威海市胸科医院 乔伟 

179 潍坊市第二人民医院 公维亮 

180 乌海市传染病医院 冯海燕 

181 乌海市传染病医院 李宇宏 

182 乌海市传染病医院 丛里龙 

183 乌海市传染病医院 李洁 

184 无锡市第五人民医院 陈华昕 

185 武汉市肺科医院 刘小玉 

186 武汉市肺科医院 杨澄清 

187 武汉市金银潭医院 聂琦 

188 西藏自治区第三人民医院 花德米 

189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胸科医院 李媛媛 

190 徐州市传染病医院 张海晴 

191 徐州市传染病医院 高春景 

192 徐州市传染病医院 葛长化 

193 徐州市传染病医院 贾彤 

194 徐州市传染病医院 杨卉 

195 徐州市传染病医院 宗连东 

196 徐州市传染病医院 张礼营 

197 徐州市传染病医院 席向宇 

198 徐州市传染病医院 阚宗卫 

199 徐州市传染病医院 彭乐 

200 徐州市传染病医院 张礼茂 

201 徐州市传染病医院 马敏 

202 徐州市传染病医院 郭岩 

203 徐州市传染病医院 牛文婷 

204 徐州市传染病医院 刘慧梅 

205 烟台市北海医院 焦伦先 

206 枣庄市王开传染病医院 崔冬梅 

207 浙江金华广福医院 赵承杰 

208 镇江市第三人民医院 卢福辉 

209 郑州市第六人民医院 王志刚 

210 淄博市第一医院 张宁 

211 遵义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彭章丽  



附件 3：征集病例要求 

一、 征集方向：  

1. 结核病临床诊断和影像诊断； 

2. 使用固定剂量复合剂（FDC）开展结核病治疗的方案选择、患

者管理； 

3. 耐药（含利福平耐药、耐多药和广泛耐药）结核病患者治疗； 

4. 肺外结核治疗； 

5. 结核性脑膜炎治疗； 

6. 结核合并其他疾病的治疗； 

7. 结核病治疗不良反应处理。 

二、 征集原则： 

病例本身有一定的典型性，诊治过程体现指南与共识主题，值得

讨论分享学习，线上病例分享不超过 20分钟。 

三、 病例要求： 

内容完整：包含诊治过程中的主诉、病史、体格检查、实验室检

查、辅助检查（影像学检查、妇科 B 超等）、治疗方式（药物治疗、

手术治疗等）、随访、预后等，力求主次分明，讲清疑难点及解决方

案。 

辅助检查要求：患者基本信息与实验室检测数据完整、详实，不

得随意涂改。 

保护患者隐私：请勿在您上传的病例中发布患者真实姓名、住址、

医保卡号、 联系电话等个人信息，如需展示患者照片，需经局部遮



挡处理。 

讨论要求：对病例涉及的疑点、难点讨论。 

四、 PPT 内容要求： 

首页请注明：病例名称、作者姓名、作者单位、指导老师（如有） 

具体内容需包含： 

(一) 患者情况：患者基本信息、既往史和现病史、体格检查、

辅助检查及化验、影像学表现 

(二) 临床拟诊&诊断（诊断的依据、标准、诊断思路） 

1. 治疗方案（结核的治疗方案、基础疾病的治疗方案） 

2. 治疗药物选择（包含剂量和疗程） 

3. 患者病情的转归或者进展 

4. 患者的治愈或转院治疗情况 

5. 患者出院后随访情况 

(三) 疑点难点分析  

(四) 病例小结 

1. 病例特点总结 

2. 病例中的难点问题(如诊断、治疗、安全性等) 

3. 如何制定解决问题的方案（体现指南共识、结合诊疗经验或

其它循证医学证据） 

(五) 文献回顾（如有） 

1. 病例治疗相关的指南及研究回顾分析 

2. 结合以上文献分析此病例给临床带来的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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