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1： 2021 年度“湘中医”医疗联盟巡诊巡讲工作计划

时间 巡诊巡讲地区

3月份 邵阳地区、益阳地区、常德地区

4月份 湘西地区、张家界地区

5月份 岳阳地区、郴州地区、娄底地区

6月份 长沙地区、株洲地区、湘潭地区

7月份 永州地区、衡阳地区、怀化地区

8月份 邵阳地区、益阳地区、常德地区

9月份 湘西地区、张家界地区

10 月份 岳阳地区、郴州地区、娄底地区

11 月份 长沙地区、株洲地区、湘潭地区

12 月份 永州地区、衡阳地区、怀化地区



附件 2： 2021 年度 “湘中医”医疗联盟巡讲主题目录

联盟名称 讲座主题 备注

内科专科联盟

《呼吸科疾病的中医中药治疗》
呼吸科

《咳嗽的中医临床思维》

《脑病的中医临床特点》

脑病科

《眩晕的中西医诊疗进展》

《健脾利湿法治疗神经系统疾病心得》

《昏迷的诊断与处理》

《失眠的中西医结合诊疗进展》

《头痛的中西医结合诊疗》

《功能性消化不良中医药治疗的对策及思考》
脾胃科

《肠易激综合征（腹泻型）中医药治疗的对策及思考》

《贫血概述》

血液科
《免疫性血小板减少性紫癜治疗进展》

《从三氧化二砷的临床研究浅谈中医药治疗白血病前景》

《慢性粒细胞白血病的治疗和管理》

《妊娠甲状腺疾病指南解读》

内分泌科

《骨质疏松症规范化诊治》

《糖尿病与脂肪肝》

《糖尿病足病的规范化处理》

《继发性高血压的鉴别诊断及处理》

《儿童生长发育相关疾病诊治》

《中西医对难治性肾病综合征治疗策略》

肾病科
《慢性肾脏病 CKD-MBD 防治策略》

《慢性肾脏病中医特色治疗》

《血液透析急慢性并发症处理原则》

肝病专科联盟

《中国慢性乙型肝炎防治指南》（2015 版）

肝病科

《中国慢性丙型肝炎防治指南》（2015 版）

《肝衰竭发病机制及中西医治疗新进展》

《原发性肝癌诊疗专家共识及中医治疗策略》

《肝硬化腹水中西医诊疗新进展》

《肝纤维化诊断及中西医治疗策略》

心血管病专科联盟 《高血压病的诊疗新进展》 心血管病科



《急性心肌梗死的规范化诊疗》

《急性心力衰竭的诊疗指南（2017）》

《双心疾病的中医药治疗》

《心房颤动的规范化治疗》

风湿病专科联盟
《风湿免疫实验室自身抗体临床应用概述》

风湿科
《正确认识风湿病，提高内科诊疗水平》

外科专科联盟

《腹腔镜疝修补术》

普外、微创

外科

《腹腔镜胃癌根治术》

《消化道早癌的早诊早治》

《2 型糖尿病、肥胖症的外科治疗》

《肝胆结石治疗新技术》

《慢性创面的治疗新进展》

烧伤疮疡科

《压疮防治的新进展》

《糖尿病足及糖尿病性皮肤溃疡的防治》

《皮肤肿瘤整形理念的临床应用》

《激光治疗疤痕新进展》

《自发性蛛网膜下腔出血的诊断与治疗》

神经外科《有创颅内压监测在重型颅脑损伤中的运用》

《急性缺血性脑卒中的血管内治疗现状》

《银屑病的中西医治疗思路》

皮肤科

《重型斑秃的中西医治疗策略》

《湿疹的中医综合治疗》

《瘙痒性皮肤病的治疗》

《痤疮的中西治疗思路》

《结节性痒疹的中西医治疗进展》

《荨麻疹的中西医治疗》

《显微镜下输精管附睾吻合术治疗梗阻性无精症》

男科、外科

杂病科

《显微镜下精索静脉结扎术治疗精索静脉曲张》

《勃起功能障碍的中西医结合治疗》

《LOH 的发病及中西医结合治疗》

《无精症的诊断与中西医治疗》

《前列腺疾病的中西医结合治疗》

《显微镜下输精管端端吻合术》

《精囊镜检术》



《乳腺癌根治术后即可修复重建方式选择策略》
乳腺科

《微创旋切术在乳腺疾病中的应用及拓展》

肛肠专科联盟

《肛肠科常见疾病术后并发症分析与处理》

肛肠科《IBD 肛周病变的诊断与治疗》

《深低温冷冻在肛肠科疾病中的应用》

妇儿专科联盟

《宫颈癌变的中西医结合诊治》

妇产科《多囊卵巢综合症的中医治疗》

《医院在提高母乳喂养率中的作用》

《儿童喘息性疾病的鉴别诊断及中西医治疗进展》 儿科

《新生儿危重症的识别》

新生儿科《新生儿胎黄的中医治疗》

《新生儿输血》

针推康复专科联盟

《针灸特色治疗的拓展和应用》

针灸推拿

康复科

《中医治疗技术在康复科的应用》

《调衡针刺法治疗膝骨关节炎的临床体会》

《刘氏小儿推拿特色与临床应用》

《关于颈肩腰腿疼痛的预防与中医治疗》

《贴扎疗法》

《颈腰椎疾病的康复之旅》

《神奇的火针》

《骶髂关节调整技术演示》

《颈性眩晕针刀+整脊治疗策略》

《膝痛的精诊简治》

《“手”护脊柱，脊近完美》

骨伤专科联盟

《骨关节炎的防治进展》

骨伤科

《2015 中医药防治骨质疏松症专家共识》

《腰椎间盘突出症基础理论及治疗的再认识》

《下肢畸形与矫形》

《关节镜技术在膝骨关节炎中的运用》

《手显微外科临床运用进展》

《基层医院如何做好临床科研工作》

《足踝常见疾病的诊断与治疗》

《急诊临床思维方法》



急危重症专科联盟 急诊科

《急性心肌梗死心电图诊断的蛛丝马迹》

《酸碱失衡分析技巧及案例分享》

《急性乌头碱中毒的诊治策略》

《不明原因昏迷的诊治思路》

《呼吸困难的急诊处理技巧》

《急诊医疗纠纷案例分析》

《无创呼吸机的使用技巧》

《主动脉夹层，你了解吗？》

《急性中毒诊治进展》

《最新高级生命支持与急救模拟》

《癫痫的急诊处理》

《急诊心律失常的中西医结合治疗技巧》

《糖尿病酮症酸中毒并发休克的液体复苏策略》

肿瘤专科联盟

《肺癌的综合诊治策略》
肿瘤科

《大肠癌综合诊治策略》

《肝癌的微创介入治疗》

血管肿瘤介

入科

《肺癌的微创介入治疗》

《肿瘤的消融治疗》

《小肝癌的诊断与治疗原则》

《肿瘤放疗设备简介暨伽玛刀临床治疗经验交流》

放疗中心

《立体定向放射外科暨头部伽玛刀临床应用》

《头部伽玛刀在神经外科的技术优势》

《体部伽玛刀在胸腹部肿瘤治疗中的技术优势》

《放射治疗对晚期肿瘤姑息治疗的技术优势》

眼耳鼻喉口腔联盟

《良性阵发性位置性眩晕诊治进展》
耳鼻喉科

《口腔黏膜下纤维化的中医药治疗》

《眼外伤的处理》

眼科

《白内障超声乳化技术》

《玻璃体视网膜疾病诊疗新进展》

《干眼症的诊治》

《年龄相关性黄斑变性的中西医治疗》

《视网膜色素变性诊疗指南解读》

《治未病服务模式的探索与实践》



治未病专科联盟 治未病中心

《“冬病夏治”穴位敷贴的临床应用》

《提高膏方临床疗效的思路与方法》（提高版）

《粗议中医膏滋》（初级版）

《固护阳气治未病》

《体质辨识在治未病中应用》

《辨体施膳，纠偏调平》

微创内镜专科联盟

《内镜外科治疗新进展》

内镜中心
《胶囊内镜在消化道的应用》

《内镜下治疗在临床的开展应用及临床实用性》

《内镜的清洗消毒规程》

心肺血管（外科）

专科联盟

《先天性心脏病的早期诊断与微创治疗》

心胸外科

《冠心病的治疗策略》

《急性胸痛的鉴别诊断及救治》

《心脏瓣膜病的诊治进展》

《房颤的治疗进展》

《肺癌的早期筛查与综合治疗》

影像专科联盟

《MR 新技术介绍及其临床应用价值》
放射科

《心脏大血管疾病的放射影像》

《糖尿病足的微创治疗》

血管肿瘤介

入科

《大动脉疾病的微创介入治疗》

《深静脉血栓的介入治疗》

《妇产科疾病的介入治疗》

《外周血管的介入治疗》

泌尿外科专科联盟

《前列腺增生症手术治疗进展》

泌尿外科

《经尿道钬激光前列腺剜除术》

《泌尿系结石手术治疗进展》

《大通道、多通道经皮肾镜碎石治疗复杂性肾结石》

《中医药特色治疗在泌尿外科临床中的应用》

《输尿管软镜技术在泌尿外科的应用》

《泌尿系结石的中医药治疗》

《前列腺增生症的中西医结合治疗》

《多镜联合碎石治疗复杂性泌尿系结石》

《自制中药马归液膀胱灌注治疗腺性膀胱炎》

《压力性尿失禁的中西医结合治疗》



检验与病理专科联

盟

基层医院微生物室能力建设
医学检验和

病理中心
自身免疫性疾病及其检测

全程质量控制

麻醉专科联盟 麻醉的可视化时代 麻醉手术科

PET-CT 中心 《经济型 PET-CT 的临床应用》 PET-CT

功能科 《先天性心脏病的心脏超声诊断》 功能科

中医护理专科

《规范化抢救配合》

护理部

各专科

《心肺复苏实操训练》

《高效护理团队建设》

《非暴力沟通》

《经络穴位你不知道的秘密》

《乳房癌患者的术后护理》

《PICC 导管维护及并发症护理》

《医护联合医养结合—浅谈中医特色护理技术在临床的应用》

《中医思维在临床护理中的应用和思考》

《产后黄金 72 小时—母乳喂养成功的关键》

《慢性肾脏病的中医辨证施护》

《肝癌介入治疗术后的中医护理》

《病情观察的方法和技巧》

《中医护理操作在肛肠疾病中的应用》

《中风急性期中医护理方案解读及应用》

《烧伤疤痕的预防》

《医护一体化模式实践 提高医疗护理质量》

《经络疏通外治法的临床应用》

《灸法临床应用与创新》

《中医体质辨识与护理》

《“黄帝内经”学术思想在中医临床护理中的指导作用》

《中医护理业务查房》

《中医医院专科护理管理的实践》

《基层医院中医护理方案临床应用策略》



附件 3： 专科联盟负责人与联系方式

专科联盟/类别 科室 负责人 科室电话 个人电话

内科专科联盟

大内科、呼吸内科

范伏元 0731-85600453 13607314168

金朝晖 0731-85600453 13875971826

赵四林 0731-85600453 13787282827

肾脏内科 何泽云 0731-89669118 13973136332

消化内科 喻 斌 0731-85369048 13507314549

神经内科
周德生 0731-85600767 13755102347

姚欣艳 0731-85369037 13637405003

血液科 江劲波 0731-85369036 13574125890

内分泌内科 邹晓玲 0731-85369039 13548654819

老年病特殊病房

吴华堂 0731-89669138 13873122298

刘剑勇 0731-89669138 13975802005

张 稳 0731-89669138 13574891264

肝病专科联盟 肝病科
孙克伟 0731-89669119 15873149631

陈 斌 0731-89669120 13873152160

心血管病专科联盟 心血管内科

吴亦之 0731-89669137 13637484122

刘建和 0731-89669137 13975802090

龙 云 0731-89669137 13755031368

风湿病专科联盟 风湿内科 王莘智 0731-85369211 13808469631

外科专科联盟

普外微创外科 王永恒 0731-89669122 13873181890

神经外科
喻坚柏 0731-89669113 13808412478

罗 刚 0731-89669113 13973151272

烧伤疮疡科 周忠志 0731-89669115 13574860381

皮肤科
席建元 0731-85369210 15974172722

祁 林 0731-85369210 13875855790

男性病、外科杂病
周 青 0731-85369212 13574855248

袁轶峰 0731-85369212 13973122904

乳腺科
刘丽芳 0731-89669124 13974820806

胡金辉 0731-89669124 13637412178

微创内镜专科联盟 内镜中心 吴洋鹏 0731-85369135 13755057243

肛肠专科联盟 肛肠科
曹 晖 0731-89669129 13574827358

宾东华 0731-89669129 13755007541



骨伤专科联盟

四肢关节科 卢 敏 0731-89669132 13808450222

脊柱一科 杨少锋 0731-89669130 13873148670

手外创伤科 谢心军 0731-89669133 13974833306

脊柱二科 周长征 0731-89669131 13755013788

痛症专科联盟 疼痛理疗科 曹东波 0731-89669303 13974894927

妇儿专科联盟

妇产科
谈珍瑜 0731-89669116 13808429103

林 洁 0731-89669117 13908478919

儿科
王孟清 0731-85600456 13973112605

谢 静 0731-85600456 15874918189

新生儿科 董晓斐 0731-85600516 13467505236

五官专科联盟

眼科

喻京生 0731-89669126 13574848126

陈向东 0731-89669125 13975866316

姚晓磊 0731-89669126 13677380403

耳鼻咽喉头颈外科
胡 革 0731-89669127 13873107601

王贤文 0731-89669127 13548618758

口腔科 谭 劲 0731-85600435 13574861786

急危重症专科联盟
急诊科 文爱珍 0731-85600735 18874154416

ICU 戴飞跃 0731-89669390 13873163051

肿瘤专科联盟

肿瘤科

曾柏荣 0731-85600315 13807480612

刘 华 0731-85600315 13319596008

郭忠聪 0731-85600315 13786181815

血液肿瘤科 江劲波 0731-85369036 13574125890

放疗中心 王少波 0731-85369060 15874968125

针推康复专科联盟 针灸推拿科

章 薇 0731-89669135 13548639198

李金香 0731-89669135 13974899988

娄必丹 0731-89669135 13973163316

治未病专科联盟 治未病中心
李晓屏 0731-85600580 13637403864

李定文 0731-85600571 13973197182

心肺血管（外科）专科联盟 心胸外科 尹晓清 0731-89669112 13975100796

影像专科联盟

放射科 李 平 0731-85600132 15111258962

血管肿瘤介入科
李 平 0731-85369227 15111258962

郝晓元 0731-85369227 13875859988

泌尿外科联盟 泌尿外科
唐汇龙 0731-89669123 15974152911

蔡 蔚 0731-89669123 13755169768



检验与病理联盟 检验与病理中心
谢小兵 0731-89669350 13787129818

朱惠斌 0731-89669350 15116408788

麻醉联盟 麻醉手术科
滕永杰 0731-89669408 15274835488

郑 松 0731-89669408 13873131138

医技科室等

药学部 左亚杰 0731-85600472 13974810865

制剂中心 杨 磊 0731-85600384 15802640653

功能科/B 超室 余习蛟 0731-85600741 13055182137

体检科 兰红勤 0731-89669295 13574827913

经济型 PET-CT 中心 苏 祁 0731-85600749 13873153426

中医护理专科 护理部 廖若夷 0731-85600714 137870698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