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京结创盟发﹝2022﹞9 号 

 

关于公布 2022 年“3·24”结核病健康宣教短视频征集

及宣传活动获奖作品的通知 

 

近年来，短视频在宣传和信息传播中越来越受到大众的欢迎，

已经成为大众快速获取资讯的有效方式。在第 27 个世界防治结

核病日到来之际，北京结核病诊疗技术创新联盟与中华医学会结

核病学分会联合发起 2022 年“3·24”结核病健康宣教短视频征

集和宣传活动，面向全国结核病医疗和防治人员征集结核病健康

宣教短视频，通过各平台进行发布展映，并进行优秀短视频评选。 

本次结核病健康宣教短视频征集活动自 2022 年 3 月 5 日开

始，截至 4 月 15 日，共收到全国各级各类结核病医疗机构、防

治机构、医务人员及结核病宣传志愿者发来的宣传短视频共计

315 件，内容覆盖结核病防治政策、疾病常识、诊断治疗、感染

控制、营养康复等各方面，并在百医通 APP、联盟抖音号等平台

播放，极大丰富了结核病健康宣教的形式和内容。 

根据活动计划，联盟组织结核病相关专家对所有收到的视频

宣传作品进行了评审，根据评审结果并参考视频观看情况评选出



特等奖三名、一等奖五名、二等奖十一名、三等奖二十名，优秀

奖三十五名，现予以公布（获奖名单见附件）。 

请所有获奖人员或单位代表扫描下方二维码，填写邮寄地址

和收件人信息。联盟稍后会将获奖证书和奖品邮寄给获奖人。 

 

 

 

 

 

 

所有投稿作品将持续在结核帮、百医通 APP 和小程序、联盟

抖音视频号等平台上面向公众展映。 

感谢所有积极参与本次活动的单位、医务人员和各界人士，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和支持结核分会和创新联盟组织的其他活动。 

 

联系人：姚宇峰 17701051949  yyf@chinaiatb.org 

 

附件：2022 年 3·24 结核病健康宣教短视频征集宣传活动

获奖作品名单 

 

 

北京结核病诊疗技术创新联盟 

二〇二二年六月六日     

 



附件： 

2022 年“3·24 世界防治结核病日”结核病健康宣教短视频征

集宣传活动获奖作品名单 

 

名次 短视频标题 选送单位 作者/部门 

特等奖 

结核病患者妊娠期前后的那

些事儿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第八医学中心 成宇 

抉择 江西省赣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陈丽霞 

大话结核之预防性治疗 广西壮族自治区胸科医院 刘桑 

一等奖 

结核所快板 辽宁省朝阳市结核病防治所 张金凤 

街采“痨疫结核” 江苏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慢性传染病

防制所 

我不是一个人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郭述良 

肺结核知识早知道 江苏省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新冠肺炎和肺结核的临床症

状有什么不同？ 
北京结核病控制研究所 贺晓新 

二等奖 

肺结核病是什么？ 湖北省武汉市肺科医院   

老乡，你莫慌——结核病防

治微电影 

云南省玉溪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峨山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危险 危险 危险 广西壮族自治区胸科医院 

刘皇容 

何嘉微 

梁秋玲 

结核宣传漫画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结核宣传视频 成都市公共卫生临床医疗中心   

核太郎校园之旅 江苏省盐城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薛浩 

结核，离我们有多远？ 湖南省胸科医院 医学检验部 

结核病科普系列短片之学生

防控篇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刘祥敏 

新生儿接种卡介苗后胳膊上

起脓包怎么办？ 
北京结核病控制研究所 李波 

肺结核咳血科普 健康宣传志愿者 颜小东 

结核患者居家健康教育 福建省福州肺科医院 严君炳 

三等奖 

学校结核病防控小锦囊 山东省济南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结核 Mojito 视频 江苏省苏州市第五人民医院   

难缠的耐药结核菌 福建省福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肺结核患者支气管镜检查的

医护防护 
江苏省南京市第二医院 张丞 

结核病居家护理 天津市海河医院 结核科 

结核病社区管理篇 湖北省武汉市肺科医院   

“非分”之想-非结核分枝

杆菌感染性疾病防治健康科

普 

广西壮族自治区胸科医院 

刘皇容 

梁秋玲 

陈加琪等 

儿童结核病 河北省保定市儿童医院 

毕晶 

蒋婷婷 

王天宜 

如何有效预防结核病？ 四川省绵阳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不怕不怕（结核病版） 云南省昆明市第三人民医院 外科团队 

诊断结核病都有什么途径？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胸科医院 车南颖 

抗结核药的健康指导 福建省福州肺科医院 邹宇婷 

2022世界结核病防治日科

普视频 
山西省太原市第四人民医院   

终结结核，不再烦脑 江西省胸科医院 
曾云龙 

叶琳 

新神雕侠侣 
江苏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江苏省防痨协会 
  

咳嗽礼仪知多少 重庆市公共卫生医疗救治中心 陈俊兵 

什么是结核病？ 四川省绵阳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结核病人可以接种新冠疫苗

吗？ 
新疆医科大学第八附属医院 陆川 

结核宣教视频 河南省安阳市结核病防治所   

结核宣教视频 黑龙江省传染病防治院 徐博学 

优秀奖 

如何正确留取合格的痰标本 上海市肺科医院 
陈丽娜 

何燕等 

结核宣教视频 广东省深圳市龙华区慢性病防治中心 王艳 

学会五个“不”，让我们勇

敢的和结核说“不” 
江西省胸科医院 李杰 

结核病防治小知识 四川省司法警官总医院   

都是“美丽”惹的祸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胸科医院 陈学敬 

结核病的前世与今生 黑龙江省传染病防治院 王佳奇 

气管支气管结核的诊断和治

疗 
安徽省胸科医院 唐飞 

校园之结核预防 福建省福州肺科医院 黄文清 

防控结核 山东省济南市人民医院 李明 



得了结核怎么办，疾控中心

告诉您 
山东省济南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结核宣教视频 四川省成都市公共卫生临床医疗中心 李悦琳 

咳嗽的礼仪 河北省邯郸市传染病医院 吴玉英 

了解肺结核-手术麻醉那些

事儿 
新疆医科大学第八附属医院 邱凤 

结核“食”知道 湖南省长沙市中心医院 贺芸 

“结”后重生 广东省江门市结核病防治所 张慧民 

让校园对“白色瘟疫”说

“NO” 
安徽省宣城市人民医院 

呼吸与危重

症医学科 

卡介苗，新生儿第一针怎么

打 
吉林省长春市传染病医院 

冯丽娜 

李杨 

抗结核药物不良反应离我们

有多远 
湖南省长沙市中心医院 傅爱 

结核快板说 重庆市公共卫生医疗救治中心 谭佳容 

正确留取痰标本 江苏省镇江市第三人民医院 结核科 

春天，比恋爱更重要的是… 浙江省杭州市红十字会医院 
章琳 

谭贵林 

结核病纯手绘科普系列之四

-预防篇 
河南省胸科医院 崔晓华 

肺尽心机，天下无核 广东省深圳市第三人民医院 肺病医学部 

结核防治山东说 山东省公共卫生临床中心 田鹏 

天下无“核” 广西壮族自治区胸科医院 龚春明 

肺结核“遇到”新冠肺炎 辽宁省辽阳市胸科医院 王鹤书 

PPD阳性就是得了结核病

么？ 
山西省阳泉市第三人民医院 周海林 

沙画-校园肺结核防治 浙江省温州市第六人民医院 
邱超超 

施伎蝉 

结核病宣教视频 河南省长葛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王博 

肺结核可以预防吗？如何预

防？ 
广东省深圳市龙华区慢性病防治中心 谭晓萍 

医学科普小知识之肺结核的

“文学气息” 
广西壮族自治区胸科医院 王振钰 

活动性肺结核患者居家治疗

的感染控制 
江苏省苏州市第五人民医院 黄颖慧 

分秒必争，终结结核 浙江省温州市第六人民医院 郑莉 

结核宣教视频 河北省石家庄市卫生健康宣教中心 金朝晖 

住院肺结核患者如何正确留

取痰标本 
山东省泰安市肿瘤防治院 结核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