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  华  口  腔  医  学  会

  关于开展“2019 年全国口腔健康科普演讲交流活动”

的通知 

健康口腔行，科普好声音。为贯彻落《健康口腔行动方案

（2019-2025 年）》指导方针和政策，激发广大口腔医务工作者

的科普宣传热情和能力，中华口腔医学会于 5月份开展了“2019

年全国口腔健康科普演讲交流——大区活动”，截止 7月份，大

区活动已圆满结束，共有近 500 名口腔医务工作者报名参与线上、

线下活动，近 100 名专家精彩点评，最终有 21 位摘得“科普之星”

称号、42 位摘得“科普精英”称号、64 位获得“科普先锋”称号、

49 位获得“科普达人”称号。

经研究，现定于 2019年 8月 29日在中华口腔医学会第 21 次

全国口腔医学学术会议期间举办“2019 年全国口腔健康科普演讲交

流” 活动，现诚邀您的参加。具体事项通知如下：

一、会议时间及地点

时间：2019年 8月 29日  09:00— 16:30

地点：上海国家会展中心，6.2馆 1号门 会场 8

二、会议内容 

2019年 8月 28日 报到，29日会议, 30日离会。 

三、参会对象 

特邀嘉宾、专家、各大区入选的演讲人员、全国口腔医务工作者

及其他相关人员。 

四、其它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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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华口腔医学会有效会员免会议费；

2. 专家的住宿及往返交通由会议承担；

3.“2019年全国口腔健康科普演讲交流活动”入选名单（附
件1）中人员的住宿（2晚标间）由会议承担，交通费自理；

4. 其他参会人员的交通、食宿费用请自理。

五、联系方式

联 系 人：王晓华

联系电话：010-62116665转 252

电子邮箱：csa_kepu@cndent.com

附件：

1.  参会回执

2. “2019 年全国口腔健康科普演讲交流活动”入选名单

3. “2019 年全国口腔健康科普演讲交流——大区活动”入选

名单

中华口腔医学会

2019 年 8 月 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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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参会回执 

姓名  单位  

联系电话  电子邮箱  

交通信息 

去程日期 2019 年 8月  日 返程日期 2019 年 8月  日 

去程信息 

航班/ 

车次 
 

返程信息 

航班/ 

车次 
 

到达 

时间 
 

出发 

时间 
 

住宿信息 

入住日期 2019 年 8月  日 退房日期 2019 年 8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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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2019 年全国口腔健康科普演讲交流活动入选名单 

 

姓名 单位 演讲主题 

王紫迪 哈尔滨医科大学口腔医学院 小间隙 大隐患  

李健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口腔医院 
任时光流逝 让我们拒绝“老掉

牙” 

杨蕙瑛 齐齐哈尔市第一医院五官分院 
定期洗牙，远离疾病，迷人微笑，

从“齿”绽放 

葛翠翠 吉林大学口腔医院 牙齿不是萝卜——想拔就能拔 

柯国峰 上海市黄浦区第二牙病防治所 舌尖上的蛀牙 

徐萍 上海市嘉定区牙病防治所 身体的微信群 

张秀林 温州医科大学口腔医学院附属口

腔医院 

刷牙出血，你怕了吗？ 

崔婧 济南市口腔医院 智齿，想说爱你不容易 

石蓉 银川市口腔医院 别让新妈妈的牙齿悲伤逆流成河 

郭泳杉 乌鲁木齐市口腔医院 见智齿，再见芳华 

李玲玲 银川市口腔医院 破“石”行动 

向紫薇 岳阳市口腔医院 “我”--来自牙周小仙女的独白 

李倩 襄阳市口腔医院 牙龈对孕妈妈的告白 

董天宇 岳阳阳光口腔医院 《智齿，想说爱你不容易》 

何正权 长沙市口腔医院 浅谈成人矫正的那点事 

王敏艺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口腔医院 《牙齿杀手 Online——牙隐裂》 

倪一民 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口腔医院 牙科器械重生记 

郑美琪 四川大学华西口腔医院 《错误刷牙危害多、正确刷牙听

我说》 

李珊珊 运城市口腔医院 一颗智齿的自白 

殷茵 呼和浩特市口腔医院 别拿“塞牙”不当病 

高梦 山西省运城市口腔医院 活动义齿的护理  

郭佳宁 运城市口腔卫校附属口腔医院 孕前口腔检查知多少 

陈永恒 广西医科大学附属口腔医院 口腔癌的那些事 

覃梦 广西医科大学附属口腔医院 槟榔说 

李佳桐 南方医科大学口腔医院 小小麻烦从口出 

曾素娜 广西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伤不起——牙牙的裂纹 

黄秀霞 南方医科大学口腔医院 知否，知否，器械安全知多少 

黄晓朗 南方医科大学口腔医院 牙没了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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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2019 年全国口腔健康科普演讲交流——大区活动入选名单 

东北大区 

类别 姓名 单位 演讲主题 

科普之星 

王紫迪 
哈尔滨医科大学口腔医学

院 
小间隙 大隐患  

李健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口腔医

院 

任时光流逝 让我们拒绝

“老掉牙” 

杨蕙瑛 
齐齐哈尔市第一医院五官

分院 

定期洗牙，远离疾病，迷人

微笑，从“齿”绽放 

科普精英 

葛翠翠 吉林大学口腔医院 
牙齿不是萝卜——想拔就

能拔 

杜奥博 吉林大学口腔医院 
预防龋齿，将“反腐”进行

到底 

王佳雪 吉林大学口腔医院 来自“牙牙”的一封信 

王秀丽 吉林大学口腔医院 住手，牙齿要被刷断了 

林晶莹 吉林大学口腔医院 洗牙的那些事 

刘婷 锦州市口腔医院 
那些年，我们一起长过的

“智齿” 

科普先锋 

刘岩 黑龙江省口腔病防治院 重拾欢笑  筑梦心声 

凌云 吉林大学口腔医院 缺失牙不能缺失美 

任静怡 吉林大学口腔医院 其实，你原本可以更好看 

李梦迪 
哈尔滨医科大学口腔医学

院 

老前口腔保护好，晚年生活

质量高 

梁婷 吉林大学口腔医院 挂钩，你别闹 

沈丹阳 沈阳市口腔医院 悄悄变美的秘密 

甘宇婷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香坊区

口腔病防治所 
浅谈牙周病，科学防与治 

李萌 黑龙江省口腔病防治院 
为什么医生总让你定期口

腔检查 

王建华 黑龙江省社会康复医院 扫黑除恶，拒绝口腔癌 

科普达人 

王海越 
哈尔滨医科大学口腔医学

院 
知否知否，有效刷牙必须有   

林娜 
牡丹江医学院附属红旗医

院 

成人口腔保健之不容小觑

的牙周病 

郝春秀 
哈尔滨医科大学口腔医学

院 

备孕， 您的口腔准备好了

吗？ 

刘金华 海林市口腔医院 智齿那点事儿 

赵雯雯 黑龙江省口腔病防治院 万千色彩遮不住你的美 

刘慧 大连市口腔医院 您的牙周还好吗？ 

濮振鸾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香坊区

口腔病防治所 
医者关爱，口腔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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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东大区 

类别 姓名 单位 演讲主题 

科普之星 

柯国峰 
上海市黄浦区第二牙病防

治所 
舌尖上的蛀牙 

徐萍 上海市嘉定区牙病防治所 身体的微信群 

张秀林 
温州医科大学口腔医学院

附属口腔医院 
刷牙出血，你怕了吗？ 

科普精英 

崔婧 济南市口腔医院 智齿，想说爱你不容易 

元芳 青岛市口腔医院 种植牙的那些事 

马艺菡 烟台市口腔医院 爱护牙齿—拒绝"别人说" 

梁化坤 蚌埠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不再让“祸”从口出 

程晨 蚌埠市第一人民医院 
你若不负此生，我必不负齿

生 

李荣晖 厦门医学院附属口腔医院 口腔三国之洁牙篇 

科普先锋 

黄晓宇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口腔医

院 
孙悟宇三拔智齿精 

张春阳 
复旦大学附属上海市第五

人民医院 
拔智齿可以瘦脸吗 

李季 上海市黄浦区牙病防治所 复仇牙联盟 

陈鑫 
上海市松江区疾病预防控

制中心 
与蛀牙告别 

陈亮 济南市口腔医院 有一种痛叫牙隐裂 

王聃 烟台市口腔医院 诗齿大会之落齿之殇 

姜帅 青岛市口腔医院 青青口腔-爱牙小讲堂 

徐晓明 上海市闵行区牙病防治所 口腔里的异味 

高吟 
温州医科大学附属口腔医

院 
智齿那些事 

科普达人 

唐娜 徐州市口腔医院 
一颗牙齿的告白——说说

洗牙那些事儿 

章燕 同济大学附属口腔医院 智齿那点事 

娄韵静 厦门医学院附属口腔医院 幸“孕”从“齿”开始 

张亚楠 
复旦大学附属上海市第五

人民医院 
锯牙？ 

李幸 南昌市第三医院 健康口腔，牙线护航 

齐玉萍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 孕期健康，口腔护航 

甘瑞环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口腔医

院 
好好刷牙，没那么简单 

曲静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口腔医

院 
糖尿病也能伤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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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大区 

类别 姓名 单位 演讲主题 

科普之星 

石蓉 银川市口腔医院 
别让新妈妈的牙齿悲伤逆

流成河 

郭泳杉 乌鲁木齐市口腔医院 见智齿，再见芳华 

李玲玲 银川市口腔医院 破“石”行动 

科普精英 

张瑞 兰州大学口腔医院 
隐而不觉，一触即发——

“伪装者”牙隐裂 

祝静莉 兰州大学口腔医院 
是什么阻挡了他们的爱情

----口腔异味 

王欣 宝鸡市口腔医院 三生三世我的盖世英雄梦 

吴珊 青海省第五人民医院 
绽放美丽笑容，BASS 刷牙

开始 

崔璐 乌鲁木齐市口腔医院 如果不刷牙，会发生什么？ 

张艺 西安交通大学口腔医院 当牙石遇上洁牙 

科普先锋 

许璐璐 宝鸡市口腔医院 龋病那些事 

赵小娥 兰州市口腔医院 
你知道吗？——牙周病特

别报道 

郑佳怡 西安交通大学口腔医院 来自“黑洞”的凝视   

花金龙 宝鸡市口腔医院 假牙 真朋友 

黄敏 乌鲁木齐市口腔医院 那些年，坑过我们的牙结石 

郑红艳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医

院 
孕、产妇口腔护理知识 

李鹏博 西安长安医院 种植牙的保养与维护 

牛旸 宝鸡市口腔医院 都是“智齿”惹得祸 

王玉佳 宝鸡市口腔医院 牙齿的隐形杀手 

科普达人 

董芳芳 乌鲁木齐市口腔医院 与齿同行 

侯欢 
空军军医大学第三附属医

院 
长期缺牙的危害 

解楠 
空军军医大学第三附属医

院 
活动假牙的那些事儿 

买尔旦·马合

木提 
乌鲁木齐市口腔医院 成人正畸的口腔保健 

安瑾燕 青海大学附属医院 口腔界的“扫黑除恶 

王斌 宝鸡市口腔医院 老人“第二副牙齿” 

薛亚妮 空军军医大学口腔医院 如何解决塞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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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中大区 

类别 姓名 单位 演讲主题 

科普之星 

向紫薇 岳阳市口腔医院 
“我”--来自牙周小仙女的

独白 

李倩 襄阳市口腔医院 牙龈对孕妈妈的告白 

董天宇 岳阳阳光口腔医院 《智齿，想说爱你不容易》 

科普精英 

何正权 长沙市口腔医院 浅谈成人矫正的那点事 

张扬根 
湖南中南大学湘雅口腔医

院 
“打呼噜”=“睡得香”吗？ 

陈曦 武汉大学口腔医院 成人口腔保健 

鄢馨栏 湖南省人民医院 
使用牙线也是一种人生态

度 

朱芷仪 湖北省妇幼保健院 小小牙线，健康防线 

李韬 长沙市口腔医院 种植牙那些事儿 

科普先锋 

彭波 洛阳中心医院 今天，您正确刷牙了吗？ 

苏娟娟 河南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正确刷牙，口腔健康 

张婷婷 武汉大学口腔医院 
灿烂的洁白笑容，是你最温

柔的武器 

章慧莹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

附属同济医院 
面对“缺牙”，我们不迷茫 

鲁方丽 河南省省立医院 认识牙周炎 

伍艺伟 湖南省人民医院 口臭的来龙去脉及防治 

赵明景 郑州市中心医院 口腔保健三步曲 

余静静 武汉大学口腔医院 白天不懂夜的痛 

张珍 武汉大学口腔医院 自信微笑，从“齿”开始 

科普达人 

李晓云 黄石现代口腔医院 拿什么拯救你，我的牙齿 

贺振永 河南省滑县人民医院 拒绝不良修复体 

晋红 洛阳中心医院 口腔里的捣蛋鬼—智齿 

张晨 武汉大学口腔医院 种一棵树最好的时间 

周密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

附属协和医院口腔医学中

心 

牙周健康 从齿间始 

鄢畅 武汉大学口腔医院 梦开始的地方 

华丽 武汉第一口腔医院 
如何选择适合你的刷牙用

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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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大区 

类别 姓名 单位 演讲主题 

科普之星 

王敏艺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口腔医院 
《牙齿杀手 Online——

牙隐裂》 

倪一民 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口腔医院 牙科器械重生记 

郑美琪 四川大学华西口腔医院 
《错误刷牙危害多、正确

刷牙听我说》 

科普精英 

蔡义蓉 四川大学华西口腔医院 《疯狂的石头》 

陈丽先 四川大学华西口腔医院 死神使者——口腔癌 

果雨 四川大学华西口腔医院 冠冠相“互” 

孙国芳 四川大学华西口腔医院 
保护牙齿“森林”，圆您

健康梦 

李明明 四川大学华西口腔医院 口臭---恶魔在口中 

任佳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口腔医院 洁牙你不知道的那些事 

科普先锋 

宋彦蓉 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口腔医院 口腔大扫除 

胡焱 西南医科大学附属口腔医院 孕妈 AI的护牙秘籍 

谢婷婷 昆明医科大学附属口腔医院 出血小症状 牙周大问题 

陈姣 昆明医科大学附属口腔医院 小智齿 大知识 

泽仁青措 甘孜藏族自治州人民医院 跨越语言障碍的微笑 

李杨 四川大学华西口腔医院 “绊舌”的委屈 

冉飞 
重庆市涪陵中心医院口腔分

院 
从“齿”开始，缺一不可 

王艳春 昆明医科大学附属口腔医院 《绿色口腔》 

杨琳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口腔医院 根管治疗之谜 

科普达人 

贡嘎尼玛 日喀则市桑珠孜区人民医院 何谓根管治疗 

丁晓倩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口腔医院 埋在口内的炸弹 

姜洲 四川大学华西口腔医学院 生命难以承受之痛 

谭玺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口腔医院 口腔治疗最佳时机 

张晓艳 西南医科大学附属口腔医院 一条线的使命 

刘庆 重庆三峡中心医院 爱护牙齿，让唇齿永相依 

李月恒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口腔医院 健康口腔  全身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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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北大区 

类别 姓名 单位 演讲主题 

科普之星 

李珊珊 运城市口腔医院 一颗智齿的自白 

殷茵 呼和浩特市口腔医院 别拿“塞牙”不当病 

高梦 山西省运城市口腔医院 活动义齿的护理  

科普精英 

谢宇煌 
战略支援部队特色医学中

心 

牙间隙刷——您的牙缝清

洁专家 

郭佳宁 
运城市口腔卫校附属口腔

医院 
孕前口腔检查知多少 

李莉 北京大学口腔医院 智齿不疼就不用拔？ 

马媛 山西医科大学第二医院 
《爱牙八条 许您的口腔一

个最好的未来》 

刘丝雨 唐山市人民医院 爱上"她"，爱伤"她" 

刘卓卿 山西医科大学口腔医院 女医卿妃传 

科普先锋 

刘彦 
战略支援部队特色医学中

心 

孕期口腔保健—为宝宝孕

育健康 

郝泽良 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 如何成为侧颜杀手 

许丽丽 北京市中关村医院 我爱我牙 防控龋病 

张钉一 
山西省太原市恒伦口腔医

院 

关于洗牙，你了解的是对还

是错？ 

胡静 天津市口腔医院 横刷牙危害大 

史晓彤 山西医科大学口腔医院 舌尖上的“星星” 

蔡婧 北京市海淀医院 缺牙你关心吗 

宋丹丹 北京市中西医结合医院 口腔里的干与湿 

王思斯 北京大学口腔医院 刷牙这件“小”事儿 

科普达人 

宁坤 运城市中医医院 您不知道的牙隐裂 

王立铎 北京石景山医院 牙齿到底有多重要 

乔乐 呼和浩特市口腔医院 让准妈妈的牙齿更健康 

周天洋 内蒙古一机医院 孕前，您做口腔检查了么？ 

程琳 山西大医院 护牙龈粉红，保口腔健康 

靳昕欣 石家庄市第二医院 定期洗牙 健康美丽 

胡志慧 

石家庄全博口腔医院管理

有限公司长安儿童口腔门

诊部 

拒绝牙龈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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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南大区 

类别 姓名 单位 演讲主题 

科普之星 

陈永恒 
广西医科大学附属口腔医

院 
口腔癌的那些事 

覃梦 
广西医科大学附属口腔医

院 
槟榔说 

李佳桐 南方医科大学口腔医院 小小麻烦从口出 

科普精英 

曾素娜 
广西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

院 
伤不起——牙牙的裂纹 

黄秀霞 南方医科大学口腔医院 
知否，知否，器械安全知多

少 

黄晓朗 南方医科大学口腔医院 牙没了怎么办？ 

韦玉兰 
广西南宁市西乡塘区坛洛

中心卫生院 
今天，你微笑了吗？ 

张婷婷 
广西医科大学附属口腔医

院 
口腔健康，全身健康 

李莉 南方医科大学口腔医院 种植牙术区维护指导 

科普先锋 

王琴 
广西医科大学附属口腔医

院 
微笑的天使 

吴佳璇 
广西医科大学附属口腔医

院 

口腔的红色警报——牙龈

出血 

曹加东 佛山市口腔医院 拒绝老掉牙 

王丹妮 
广西医科大学附属口腔医

院 

你所不知道的洁牙的那些

事 

黄乔慧 广州市凯拓宝业德伦口腔 与种植牙相处 

罗颖佳 南方医科大学顺德医院 “磨”鬼中的天使 

邱梦霞 南方医科大学顺德医院 隐形的杀手牙隐裂 

王长晟 深圳麦芽口腔门诊部 90 后开始吃“软饭”了 

林贤芝 德伦口腔门诊部 一步一步，牙齿美白维护 

凌莉 中山大学附属第七医院 一个都不能少 

科普达人 

胡潇文 深圳市慢性病防治中心 牙周疾病的预防保健 

徐新玲 桂林医学院附属口腔医院 一“石”足成千古恨 

曾念 广西医科大附属口腔医院 解密“冷光美白”  

吴翠茹 广州市花都区妇幼保健院 捣蛋的智齿 

雷娉娉 南方医科大学顺德医院 变美的魔法之初体验 

郭竹玲 海南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齿间人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