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举办“雏鹰课堂”病例征集 

评选活动决赛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及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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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结核病诊疗技术创新联盟于 6 月启动

了“雏鹰课堂”病例征集评选活动，旨在通过病例报告分享形

式进行规范化诊疗学习交流。 

活动得到了联盟各成员单位医务人员积极响应，共收到百

余份投稿。经初步形式审查及首轮专家评选，共 42 名选手入围

决赛（见附件 1）。按照项目工作计划，决赛将以线上演讲评选

形式开展，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 决赛时间 

2020年 12月 17 日-31日  

二、 决赛平台 

百医通 APP（医生版） 



 

 

 
 

“百医通”APP（医生版） 

扫描二维码下载 

三、 评选方式 

经专家首轮评审入围的病例将由作者按照相关要求进行演

讲录制，各入围选手演讲视频将于特定时段在百医通 APP（医

生版）进行线上专题展示（预计覆盖 7 万余名医生版用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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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奖项设置：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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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奖品设置 

1.一等奖 3 名 

奖品:1：中华医学会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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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全国结核病学术大会，如放弃参加该会议可



调整为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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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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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参与方式： 

入围决赛人员请于 12 月 10 日前按照附件 2要求将演讲视

频上传至指定平台，并将个人简介（包括演讲标题、姓名、单

位、职务、职称）及肖像照（像素不低于 300，大小不低于

1M）发送至 zhanying@tb123.org。逾期未上传或反馈，视为放

弃参赛资格。 

六、 其他： 

1．本活动解释权归北京结核病诊疗技术创新联盟 

2．活动联系人： 

占颖 13167373035 zhanying@tb123.org 

视频录制联系人： 

于可鑫 15901195200 yukexin@chinaiatb.org 

 



 

附件：1.“雏鹰课堂”病例征集评选活动决赛入围名单 

2.演讲视频录制方法及要求 

 

 

 

北京结核病诊疗技术创新联盟 

  2020年 12 月 1日 

  



附件 1：“雏鹰课堂”病例征集评选活动决赛入围名单 
序号 单位 姓名 病例投稿名称 

1 安徽省胸科医院 王殿超 病例分享 

2 安徽省胸科医院 李晔 管中窥豹，时见一斑 

3 安徽省胸科医院 彭玲 谁是咯血的“真凶” 

4 安徽省胸科医院 梁雅雪 一“液”障目，“水”落石出 

5 安徽省胸科医院 谢磊 一点也不能忽视 

6 安徽省胸科医院 李梅 一例 NTM病例分享 

7 长沙市中心医院 陈晓丽 曲荡波折的抗结核战役 

8 广州市胸科医院 吴迪 痨思动众寻症结 

9 哈尔滨市胸科医院 吕铁锌 当结核君遇上克雷伯 

10 杭州市红会医院 邹兴武 风起云涌，何以破局 

11 杭州市红十字会医院 胡钦 一叶障目 

12 杭州市红十字会医院 齐齐 结核性腹腔脓肿 1例 

13 河北省胸科医院 党萍 Pre-XDR患者一例病例分享 

14 河北省胸科医院 孙金昊 非结核分枝杆菌病例分享 

15 河北省胸科医院 梁亚充 使用 FDC抗结核治疗 1例 

16 黑龙江省传染病防治院 胡卫华 出乎意料的肺“结节” 

17 怀化市第一人民医院 杨巧华 “发热、意识障碍、皮疹”病例分享 

18 吉林省结核病医院 庄宏达 腰椎结核复发后形成耐多药结核一例 

19 江西省胸科医院 吴于青 抗结核药物超不良反应反应之Ⅲ型超敏反应 

20 江西省胸科医院 刘㑇 结核药所致药物超敏反应 

21 江西省胸科医院 刘阳 一例不简单的结核病 

22 江西省胸科医院 李静虹 耐多药肺结核 

23 牡丹江市康安医院 李广涛 结核医生面对特殊型脑炎的诊断思路与思考 

24 内蒙古自治区第四医院 金慧芳 耐多药肺结核病例分享 

25 内蒙古自治区第四医院 赵国强 抗结核药物不良反应 溶血反应 

26 
宁夏回族自治区第四人

民医院 
张冰美 单核细胞增生李斯特菌脑膜炎 

27 青岛市胸科医院 林梅 耐药患者个性化方案的制定 

28 青海省第四人民医院 白生录 
股骨颈基底部旋转截骨术治疗Ⅲ期髋关节结

核 

29 山东省胸科医院 熊瑜 积点滴之功，筑“无核”之梦 

30 上海市肺科医院 闫丽萍 真痨难辨 

31 上海市肺科医院 王鹏 贝达喹啉在结核病中的临床应用 

32 上海市肺科医院 杨驰 
结核性脑膜炎的诊治原则-附 1例结核性脑膜

炎病例分享 



序号 单位 姓名 病例投稿名称 

33 沈阳市第十人民医院 樊丽超 内外协力，儿童重症耐药结核病一例 

34 苏州市第五人民医院 时翠林 肺结核合并肺隐球菌病例分享 

35 天津大学海河医院 韩骏锋 困惑伴我们成长 

36 天津大学海河医院 杨学英 SLE合并结核性脑膜炎 

37 天津市海河医院 孔伟利 肺结核合并皮肤结核 1例 

38 温州市中心医院 刘赛朵 一场由化疗引起的生死决斗 

39 温州市中心医院感染科 施伎蝉 1例白肺患者的诊治分享 

40 无锡市第五人民医院 陈华昕 两肺弥漫性改变孕妇救治一例 

41 西安市胸科医院 马进宝 胚胎植入术后合并耐多药结核一例 

42 镇江市第三人民医院 卢福辉 食管结核 

 

 

 



附件 2：演讲视频录制方法及要求 

一、软件下载： 

仅支持 windows7及以上系统： 

http://down-bj.mscps.com/record/product/v1.0.0.1/ArticleRecord.msi 

二、安装： 

1、复制下载链接到浏览器点击保存 

 

2、找到下载的软件双击安装 

 

 

http://down-bj.mscps.com/record/product/v1.0.0.1/ArticleRecord.msi


 

 

3、点击下一步直到出现安装完成点击关闭 

 

三、软件录制指导 

1、点击开始菜单找到【云端录制系统】，打开软件，输入讲者姓名和手机号码点击登录（讲者姓名和

手机号为系统预设，无法登录请联系后台技术人员，李倩影：13240051080 微信同号） 



 

 

2、点击【点击录制管理】进入到录制界面 

 

3、点击绿色【点击录制视频】，打开 PPT 全屏播放 PPT(模板预设为 16/9，4/3 课件请联系人工远程

录制)，倒计时结束后停留 3秒开始讲课 

 



 

4、讲课结束后点击屏幕上方的【停止共享】结束录制, 停止录制后列表中将新增一条视频数据 

 

5、返回录制列表点击云朵按钮上传完成的课件。 

 

四、技术支持 

录制过程中遇到问题请联系李倩影 手机：13240051080 （微信同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