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  华  口  腔  医  学  会

健康口腔行，科普好声音。为贯彻落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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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月份发布报名通知，7 月

份陆续开展“大区活动”。 截止 9月份，大区活动已圆满结束，共有

近400名口腔医务工作者报名参与，最终有 21位摘得“科普之星”称

号、36 位摘得“科普精英”称号、57位获得“科普先锋”称号、17

位获得“科普达人”称号。现定于 2021 年 10 月 20 日在中华口腔医

学会第 23 次全国口腔医学学术会议期间举办“2021 年口腔健康科

普演讲交流活动”，诚邀您的参与。具体事项通知如下：

一、组织单位

指导单位：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疾病预防控制局

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科学普及部

主办单位：中华口腔医学会

协办单位：中华口腔医学会口腔预防医学专业委员会

支持单位：飞利浦（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煜宜（上海）健康管理有限公司

光明网卫生频道

二、会议时间及地点

时间：2021年 10月 20日  09:30— 16:30

地点：国家会展中心（上海），4.2 馆 D1 厅

关于举办“2021 年口腔健康科普演讲交流活动”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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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会议安排 

时间 内容 地点 

10月 19日

（周二） 
17:00- 18:00 

现场签到 

彩排演练 

4.2 馆 D1 厅 

10月 20日

（周三） 
09:30- 16:30 

演讲交流 

嘉宾点评 

4.2 馆 D1 厅 

10月 21日

（周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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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宿交通 

推荐酒店：上海西郊假日酒店 

地址：上海市沪青平公路 2000号，电话：021-51015566 

住宿及往返交通：请自行预订，费用自理。 

五、注意事项 

1. 中华口腔医学会有效会员免注册费、会议费；

2. 请于 2021 年 10 月 14 日（含）前将演讲的 PPT 作品及相关

信息点击以下链接或扫描二维码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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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wjx.top/vj/wysKVkG.aspx 

六、联系方式 

联 系 人：王晓华、肖文彬 

联系电话：010-62116665 转 252、228 

电子邮箱：csa_kepu@cndent.com 

附件：

1.“2021年口腔健康科普演讲交流活动”相关说明；

2.“2021年口腔健康科普演讲交流活动”入选名单；

3. “2021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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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 9 月 29日

https://www.wjx.top/vj/wysKVkG.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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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2021 年口腔健康科普演讲交流活动

相关说明

“2021年口腔健康科普演讲交流活动”即将在中华口腔医学

会第 23次全国口腔医学学术会议期间开展，演讲 PPT 文件准备及

相关安排，请参考如下说明：

一、材料准备 

1. PPT 作品：参加演讲交流活动的口腔医务工作者需准备 PPT

作品一份（比例 16:9）； 

注：PPT 作品中请勿体现作者单位信息。 

2. 表现形式：以演讲为主，可结合其他表演形式辅助演讲，如

唱歌、舞蹈、情景剧、快板、脱口秀、相声等（注意：辅助

表现形式不得喧宾夺主，不能超过整个演讲作品时长的 40%）； 

3. 内容要求：确保演讲内容科学准确，切忌大而全、太空泛，

而要聚焦某一个问题，围绕一个要点展开，将核心问题讲清

楚、讲明白，让公众易理解、记得住、愿分享。 

4. 演讲时长：脱稿演讲 5 分钟（不包含自我介绍时间，自我介

绍时长不超过 30 秒）。 

5. 其它事项：如有桌椅等道具需求请在活动回执中说明，工作

人员会尽力为您准备。 

二、现场彩排 

1. 彩排时间定于 2021 年 10 月 19 日 17：00— 18：00在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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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展中心（上海）4.2 馆 D1 厅进行，请安排好时间，务必

准时抵达现场； 

2. 现场演讲顺序将通过抽签方式确定，具体时间另行通知。 

三、交通食宿 

1. 10 月 20 日当天备有工作午餐，人员以入选名单（附件 2）

为依据。 

2. 住宿费、交通费，请您自行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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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2021 年口腔健康科普演讲交流活动 入选名单

 

序号 姓名 单位 

1 王志娅 昆明医科大学附属口腔医院 

2 艾钰琳 孝感口腔医院 

3 石慧 南昌大学附属口腔医院 

4 白爽 天津市口腔医院 

5 宁兆荣 黑龙江省社会康复医院 

6 任倩、吕晔 西安存济口腔医院 

7 刘琳琳、赵悦含、陈心心 青岛市口腔医院 

8 刘瑜、王丽娟 昆明医科大学附属口腔医院 

9 汤薇薇、王雁、汤薇薇、熊

思忆 

四川大学华西口腔医院 

10 孙宝华、白丹瑜 空军军医大学第三附属医院 

11 李丽丽、陈晓波 合肥市口腔医院 

12 李晓娟、何泽君、吴喜玲、

朱雅倩 

中南大学湘雅口腔医院 

13 吴菲菲、郭智、林洁、罗雲 四川大学华西口腔医院 

14 吴斯媛 佛山市口腔医院 

15 何美霖 广西医科大学附属口腔医院 

16 张小燕、石蓉 银川市口腔医院 

17 张子钰、李一平、李梦茹、

张跃杰 

开封市口腔医院 

18 张凯强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口腔医院 

19 陈忠生 佳木斯市口腔病防治院 

20 陈娜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口腔医院 

21 郑淑贤 中山大学附属口腔医院 

22 侯欢、台南阳 空军军医大学第三附属医院 

23 桂海军、姜腾飞、翁盛萍、

王旭东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 

24 倪世磊 吉林大学口腔医院 

25 崔垚、郭佳宁 运城市口腔医院 

26 梁又德 南方科技大学盐田医院口腔科 

27 梁宏雁、常秋芳、赵越、姚

雅男 

内蒙古科技大学包头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28 彭波 河南省驻马店市中心医院 

29 程珏 北京交通大学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30 焦姣 银川市口腔医院 

31 樊巧丽 山西医科大学口腔医院 

32 颜文城 厦门医学院附属口腔医院 

33 鞠雅琼 上海市闵行区牙病防治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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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2021 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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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普之星 陈忠生 佳木斯市口腔病防治院

倪世磊 吉林大学口腔医院

宁兆荣 黑龙江省社会康复医院

科普精英 张凯强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口腔医院

胡新月 沈阳市口腔医院

康芙嘉 吉林大学口腔医院

于晴 沈阳市口腔医院

仲绍奇 延边大学附属医院

曹馨 大连市口腔医院

科普先锋 陈曦 锦州市口腔医院

于烁 吉林大学口腔医院

杨雪婷 固尔口腔门诊部

万然 锦州市口腔医院

王佳 吉林大学口腔医院

崔思佳 吉林大学口腔医院

刘洋 哈尔滨市香坊区口腔病防治所

张欣 沈阳市口腔医院

李莹 吉林大学口腔医院

科普达人 吴美达 黑河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牙病防治所

王岩 锦州市口腔医院

杨曼 锦州市口腔医院儿童口腔医学中心

濮振鸾 哈尔滨市香坊区口腔病防治所

叶强 吉林大学口腔医院

赵惠敏 哈尔滨市呼兰区口腔病防治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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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大区 

类别 姓名 单位 

科普之星 焦姣 银川市口腔医院 

任倩、吕晔 西安存济口腔医院 

孙宝华、白丹瑜 空军军医大学第三附属医院 

科普精英 侯欢、台南阳 空军军医大学第三附属医院 

张小燕、石蓉 银川市口腔医院 

花金龙 宝鸡市口腔医院 

安瑾燕 青海大学附属医院 

谢娜 西安医学院 

巢世娟 青海省第五人民医院 

科普先锋 卢婧 银川市口腔医院 

张曦木 空军军医大学第三附属医院 

张蓓 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附属口腔医院 

赵怡倩 新疆乌鲁木齐市口腔医院 

赵婧 宝鸡市口腔医院 

左彤 空军军医大学口腔医院 

支韦程 西安交通大学口腔医院 

陈娟娟 新疆乌鲁木齐市口腔医院 

王玉佳 宝鸡市口腔医院 

科普达人 刘颖蓉 银川市口腔医院 

解楠 空军军医大学第三附属医院 

塞比努尔·吐尔孙 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附属口腔医院 

孙燕文 宝鸡市口腔医院 

刘昱晨 空军军医大学大学第三附属医院 

从兆霞 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附属口腔医院 

鲁皓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医院 

 



 

- 9 - 
 

华东大区 

类别 姓名 单位 

科普之星 

石慧 南昌大学附属口腔医院 

桂海军、姜腾飞、

翁盛萍、王旭东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 

刘琳琳、赵悦含、

陈心心 
青岛市口腔医院 

科普精英 

鞠雅琼 上海市闵行区牙病防治所 

颜文城 厦门医学院附属口腔医院 

李丽丽、陈晓波 合肥市口腔医院 

梁悦悦 蚌埠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潘婷 上海市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 

俞媛媛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科普先锋 

高素玉 南京医科大学附属口腔医院 

王悦 上海市黄浦区牙病防治所 

王沪宁 上海市口腔医院 

蔡晨星 南京医科大学附属口腔医院 

葛鑫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口腔医院 

王琳琳 上海市嘉定区牙病防治所 

隋晓宁 烟台市口腔医院 

吴嘉晴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 

王聃 烟台市口腔医院 

科普达人 

李荣晖 厦门医学院附属口腔医院预防科 

沈东鹤 同济大学附属口腔医院 

王晓雪 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王里媛 南京市妇幼保健院 

黄静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口腔医院 

关洁敏 上海市虹口区牙病防治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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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大区 

类别 姓名 单位 

科普之星 刘瑜、王丽娟 昆明医科大学附属口腔医院 

汤薇薇、王雁、汤

薇薇、熊思忆 

四川大学华西口腔医院 

陈娜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口腔医院 

科普精英 吴菲菲、郭智、林

洁、罗雲 

四川大学华西口腔医院 

王志娅 昆明医科大学附属口腔医院 

袁红梅 四川大学华西口腔医院 

孙雨桐 四川大学华西口腔医院 

李宜婧 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口腔医院 

瞿喜柯 昆明医科大学附属口腔医院 

科普先锋 唐世俊 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口腔医院 

冉飞 重庆市涪陵中心医院 

胡耀燕 昆明医科大学附属口腔医院 

张裔蕊 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口腔医院 

王婷入 昆明医科大学附属口腔医院 

陈代凤 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口腔医院 

张志强 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人民医院 

张玉垚 四川大学华西口腔医院 

张丽菊 昆明医科大学附属口腔医院 

陈雨 四川大学华西口腔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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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北大区 

类别 姓名 单位 

科普之星 崔垚、郭佳宁 运城市口腔医院 

白爽 天津市口腔医院 

樊巧丽 山西医科大学口腔医院 

科普精英 程珏 北京交通大学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梁宏雁、常秋芳、

赵越、姚雅男 

内蒙古科技大学包头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杨子靓 天津医科大学口腔医院 

刘卓卿 山西医科大学口腔医院 

白莹莹 运城市口腔医院 

刘曼 山西省运城市口腔医院 

科普先锋 程宇钊 山西省人民医院 

贺丽琼 内蒙古科技大学包头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齐芳芳 河北医科大学口腔医院 

姚雅男 内蒙古科技大学包头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周梦寅 北京市西城区平安医院 

张玉玮 北京航天中心医院 

赵宁睿 北京大学口腔医院 

韩宁 河北医科大学口腔医院 

胡楠珍 内蒙古科技大学包头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付雅薇 河北医科大学口腔医院 

朱慧 北京大学口腔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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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中大区 

类别 姓名 单位 

科普之星 彭波 河南省驻马店市中心医院 

张子钰、李一平、

李梦茹、张跃杰 

开封市口腔医院 

艾钰琳 孝感口腔医院 

科普精英 李晓娟、何泽君、

吴喜玲、朱雅倩 

中南大学湘雅口腔医院 

杨宏业 武汉大学口腔医院 

欧阳沁 湖南中南大学湘雅口腔医院 

徐燕 河南省三门峡市中心医院 

刘晏辰 武汉大学口腔医院 

赵楠 河南大学赛思口腔医院 

科普先锋 郝蕊 郑州市口腔医院 

康婷婷 郑州市口腔医院 

陈芳屏 长沙市口腔医院 

李武 郑州市口腔医院 

张玲阁 郑州市口腔医院 

程朝杰 湖北省襄阳市中心医院 

冯伟琦 长沙牙大夫 

刘倩倩 武汉存济口腔医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