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 华 口 腔 医 学 会 

 

2018 年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口腔医学专业师资培训研讨会 
——口腔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师资培训班（2018青岛站） 

二轮通知 

 
各位会议代表： 

经过紧张的筹备，由中华口腔医学会和中国医师协会口腔医学分会联合主办，山

东省口腔医学会、青岛市口腔医院、青岛大学口腔医学院和青岛市市立医院共同承办

的“2018 年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口腔医学专业师资培训研讨会（口腔住院医师规范

化培训师资培训班（2018 青岛站））”定于 2018 年 10月 18日至 20日在青岛举行。

会议具体议程如下： 

 

一、举办时间和地点： 

时间：2018年 10 月 18日至 10月 20日 

地点：青岛市口腔医院二楼多功能厅； 

地址：青岛市德县路 17号；  

 

二、会议议程： 

报到 

报到日期 报到时间 报到人员 报到地点 

10 月 17 日 14:00-21:00 

全体会议代表 青岛市口腔医院二楼多功能厅 
10 月 18 日 8:00-11:00 

 

 

开幕式 

2018 年 10 月 18 日上午 

时间 内容 地点 

8:30-8:45 开幕式 青岛市口腔医院二楼多功能厅 

8:45-8:50 全体指导老师会议代表合影 口腔医院大门口 

 

 



全体会议 

2018 年 10 月 18 日上午，地点：青岛市口腔医院二楼多功能厅 

主持人：邓婧 

时间 内容 单位 主讲人 

8:50-9:30 口腔住院医师规培现状与改进措施 中华口腔医学会 刘宏伟 

9:30-10:20 
口腔全科基地审核评估中的常见问

题及注意事项 

中山大学光华口

腔医学院 
阎英 

10:20-10:30 休息 

 

主持人：邓婧 

时间 内容 单位 主讲人 

10:30-11:20 
如何在住院医师规培教学中贯彻

口腔综合诊疗理念 

北京大学口腔医学

院 
雍颹 

11:20-12:10 
住院医师口腔全科病例汇报存在

的问题 
中华口腔医学会 刘宏伟 

    

 

2018 年 10 月 18 日下午，地点：青岛市口腔医院二楼多功能厅 

主持人：王万春 

时间 内容 单位 主讲人 

13:30-14:20 
以临床病例为核心的住培生逻辑

思维训练 
北京大学口腔医学

院 
雍颹 

14:20-15:10 
临床常见咬合问题的诊断、基础处

理方法及防范措施 

中山大学光华口腔

医学院 
阎英 

15:10-15:30 休息 

 

主持人：王万春  

时间 内容 单位 主讲人 

15:30-17:10 
全科口腔检查和综合治疗方案制

定的教学指导 
美国罗切斯特大学

医学及牙医学院 
任延方 

 

口腔住院医师操作技能比赛赛前培训 

2018年 10 月 18 日下午 16:00-17:00 

地点：青岛市口腔医院综合楼四层 407仿头模教室 

参加人：住院医师操作技能比赛参赛选手 

 

教师体验 1：显微镜下前牙牙体预备 

2018 年 10 月 18 日 18:30-20:30，地点：青岛市口腔医院综合楼四层 407 室仿头模教室 

参加人：报名并被确认的教师（<20 名）体验报名见附件 1 



口腔住院医师全科病例展评 

2018 年 10 月 19 日上午，地点：青岛市口腔医院二楼多功能厅 

主持人：于艳玲  

时间 内容 单位 主讲人 

8:30-8:45 病例汇报 青岛大学附属医院 葛胜优 

8:45-9:00 前牙冠延长术后的美学修复一例 青岛市口腔医院  张平 

9:00-9:15 口腔黏膜病病例汇报一例 青岛大学附属医院 杜海霞 

9:15-9:30 
以控制菌斑为导向的牙周治疗思

考 
烟台市口腔医院  夏俊男 

9:30-9:45 全瓷固定桥修复牙列缺损 青岛大学附属医院 王硕 

9:45-10:00 把握细节，美学和功能并重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口

腔医院 
谭奎 

10:00-10:10 休息 

 

主持人：于艳玲 

时间 内容 单位 主讲人 

10:10-10:25 巨幼细胞性贫血的治疗及疗效 青岛大学附属医院 郑卫平 

10:25-10:40 上前牙牙周治疗后美学修复一例 青岛大学附属医院 郭凯 

10:40-10:55 左上前牙牙龈肿胀病例一例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口

腔医院 
杨茜曦 

10:55-11:10 
颌不对称畸形数字化辅助正颌手

术设计 
青岛大学附属医院 李莉 

11:10-11:25 病例汇报 青岛市市立医院 冯枫 

11:25-11:40 
全口无牙颌伴下颌静脉湖多学科

联合治疗 1例 
烟台市口腔医院 尙将 

11:40-11:55 病例汇报 青岛大学附属医院 朱艳丽 

11:55-13:00 午餐 

注：1. 每位选手演讲 10分钟，评委提问 5分钟； 

2. 评委：刘宏伟、任延方、阎英、雍颹、刘文、唐仲良。 

3. 口腔住院医师全科病例展评将评出一等奖 1 名，二等奖 3 名，三等奖 4 名、

优秀奖 5 名。10 月 20 日下午公布获奖名单并颁奖，不能到现场领奖者取消

获奖资格。 

 

口腔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基地教学经验交流 

2018 年 10 月 19 日下午，地点：青岛市口腔医院二楼多功能厅 

参加人：全体指导教师 

主持人：汪振华、郝鹏杰 

时间 内容 单位 主讲人 

13:00-13:10 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工作总结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

口腔医院 
徐小淋 

13:10-13:20 住培教学经验总结 
深圳市南山区人民

医院 
刘洋阳 

13:20-13:30 
口腔专业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的初

步探讨 
乌鲁木齐口腔医院 梁照忠 



13:30-13:40 
口腔黏膜和牙体牙髓科临床规培生

的带教体会 

天津医科大学口腔

医院 
赵梦明 

13:40-13:50 
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与住院医师规

范化培训并轨培养工作总结 
青岛大学附属医院  官群立 

13:50-13:00 
口腔正畸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相关

问题思考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

口腔医院 
张赫 

13:00-13:10 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工作经验总结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

院附属第九人民医

院 

潘悦萍 

13:10-13:20 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教学心得体会 山西省人民医院 杨博 

13:20-13:30 
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教学工作中发

现的问题及措施 
天津市口腔医院 刘晨路 

13:30-13:40 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工作总结 吉林大学口腔医院 于维先 

13:40-13:50 
如何加强住院医师的临床逻辑思维

的训练 
唐山市人民医院 李可冰 

13:50-15:00 
基于“互联网+”平台的 Seminar 结

合 CBL 教学法在住培中应用 
江南大学附属医院 侯德强 

15:00-15:10 休息 

 

主持人：李可冰、侯德强 

15:10-15:20 
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工作中遇到的

问题及应对措施 
乌鲁木齐口腔医院 刘佳怡 

15:20-15:30 住培教学经验总结 
泰山医学院附属医

院 
宋洪宁 

15:30-15:40 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工作总结 乌鲁木齐口腔医院 孙媛媛 

15:40-15:50 
口腔全科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的临

床带教体会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

口腔医院 
李欣 

15:50-16:00 
关于如何加强住院医师的临床思维

能力的感想 
深圳市南山区人民

医院 
谢安琪 

16:00-16:10 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教学经验总结 天津市口腔医院 刘娜 

16:10-16:20 
本单位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工作的

特色是什么？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

院附属第九人民医

院 
张佳钰 

16:20-16:30 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工作总结 柳州市人民医院 韦红霞 

16:30-16:40 
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采用的教学方

法 
唐山市人民医院 魏俨培 

16:40-16:50 
牙体牙髓病学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 

实践及问题探索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

口腔医院 
舒毅 

16:50-17:00 住培教学经验总结 山东千佛山医院 綦焱 

17:00-17:10 
加强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的人文关

怀教育 
滨州医学院烟台附

院 
张莉 

17:10-17:20 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工作总结 天津市口腔医院 于丽华 

17:20-17:30 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教学管理体会 乌鲁木齐口腔医院 杨立群 

注：1. 每位发言人做 10分钟幻灯进行演讲，请将幻灯于 10月 17日 20:00 前提交到

会务组邮箱 guipeihuiyi@163.com。 

2. 每位教师学员在手机上选出你听后认为使你最有收获的前 10名发言者，顺序

排列，经手机网络提交会务组； 

mailto:请将幻灯于10月17日20:00前提交到会务组邮箱guipeihuiyi@163.com
mailto:请将幻灯于10月17日20:00前提交到会务组邮箱guipeihuiyi@163.com


    3. 大众评审选出 10名优秀汇报奖获得者，10月 20日下午公布获奖名单并颁奖，

不能到现场领奖者取消获奖资格。 

 

口腔住院医师操作技能比赛 

2018年 10 月 19 日下午 13:30  地点：青岛市口腔医院综合楼四层 407室仿头模

教室 

 1. 放大镜下前牙金属全冠预备（评委；阎英、史文毅、王芳萍） 

 2. 缝合（评委：林信江、陈立强、陈晨） 

将评出一等奖 2名，二等奖 4名，三等奖 6名。10月 20日下午公布获奖名单并

颁奖，不能到现场领奖者取消获奖资格。 

 

教师体验 2：显微镜下前牙牙体预备 

2018 年 10 月 19 日 18:30-20:30，地点：青岛市口腔医院综合楼四层 407 室仿头模教室 

参加人：报名并被确认的教师（<20 名）体验报名见附件 1 

 

以病例为基础的口腔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教案展评 
2018 年 10 月 20 日上午，地点：青岛市口腔医院二楼多功能厅 

主持人：阎英 

时间 内容 单位 主讲人 

8:00-8:15 全口义齿修复规范化操作 
内蒙古医科大学附

属医院 
包雪梅 

8:15-8:30 慢性牙周炎联合正畸治疗一例  青岛市口腔医院 韩晓虹 

8:30-8:45 牙周-修复联合治疗病例指导 大连市口腔医院 刘琼 

8:45-9:00 
上唇良性肿瘤诊疗的住院医师规

培教学病案分析 
青岛市口腔医院 刘晓华 

9:00-9:15 
以病例为基础教授规范化根管治

疗术 
吉林大学口腔医院 王成坤 

9:15-9:30 半脱位牙，何去何从？ 山西省人民医院 张丽娟 

9:30-9:45 口腔科教学指导案例展示 
泰山医学院附属医

院 
宋洪宁 

9:45-10:00 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教案 天津市口腔医院 田宗蕊 

10:00-10:15 休息 

 

主持人：雍颹 

时间 内容 单位 主讲人 

10:15-10:30 一例前牙外伤病例讨论 柳州市工人医院 韦红霞 

10:30-10:45 前牙外伤综合治疗 1例 大连市口腔医院 张成仁 

10:45-11:00 上颌窦内提升牙种植术病例 1例 青岛大学附属医院 姜雅萍 

11:00-11:15 畸形中央尖折断致根尖周炎一例 山西省人民医院 郭杰华 

11:15-11:30 下颌后牙复杂根管治疗 1例 青岛大学附属医院 孙培 

11:30-11:45 牙周牙髓联合病变患牙根管治疗两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 卢婉鹭 



例 口腔医院 

11:45-12:00 临床病例 
新疆阿克苏第一

师医院 
史亚丽 

注：1. 每位讲者演讲 10分钟，评委点评 5分钟； 

2. 评委：刘宏伟、阎英、雍颹、陈书兰、王景卉、刘杰。 

3. 展评将评出一等奖 2 名，二等奖 5 名，三等奖 8 名。10 月 20 日下午公布获

奖名单并颁奖，不能到现场领奖者取消获奖资格。 

 

口腔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教学及学习问题答疑 
2018年 10 月 20 日 13:30-15:10，地点：青岛市口腔医院二楼多功能厅 

参加人：全体指导教师和住院医师 

答疑专家：刘宏伟、雍颹、阎英。 

 

颁奖仪式 
2018年 10 月 20 日 13:30-15:10，地点：青岛市口腔医院二楼多功能厅 

参加人：全体指导教师和住院医师 

 

四、注意事项： 

（一）符合以下条件者，培训结束可获得培训合格证。 

1. 培训教师学员须出满勤，以每半日微信提交作业为准。 

2. 按要求完成全部培训作业及考试（包括提交住培经验总结或教案）。 

（二）满足培训合格条件者，可获国家级继续教育I类学分6分（[2018-15-01-202

（国）]）。 

（三）提前完成缴费并提供完整信息者，现场可领到发票，反之会后寄发票，邮

费到付。 

五、联系方式： 

联系人：侯敏（学会），手机：15110182608； 

沈勇（提交作业、操作技能比赛及教师体验联系人），手机：13693226359 

会议邮箱：guipeihuiyi@163.com 

 

中华口腔医学会        中国医师协会 

口腔医疗事业部        口腔医师分会 

2018年 10月 14日 

 



 

附件 1：                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师资培训（2018青岛站） 

教师体验-显微镜下前牙牙体预备报名回执 

 

姓名  手机号   

单位  

体验时间 □ 10 月 18日 18:30-20:30 □ 10月 19日 18:30-20:30 

 

请将回执于 10 月 17 日之前发到会议邮箱 guipeihuiyi@163.com。体验人数有限，每人只有 1 次体

验机会，先报先得，提前注册者优先，报满 40 名截止。 

 

 

附件 2：  

             

教师会议代表微信群二维码                规培生技能比赛微信群二维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