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4 年第三届中美麻醉学模拟教学高级研讨班 

会  议  通  知 
国家级继续医学教育项目 ：2014-04-11-020 

 

尊敬的           教授 / 医师： 

麻醉学模拟教学是指利用模拟器具和技术模拟病人和临床麻醉场景、代替病人进

行临床教学和实践的教学方法。为了推动我国麻醉学模拟教学工作，加强国内外麻醉

学模拟教学领域的学术交流与合作，拟定于 2014 年 11 月 7~9 日在海南省三亚市举办

2014 年第三届中美麻醉模拟教育高级研讨班。本次会议由中南大学湘雅医学院附属海

口医院麻醉学教研室和美国维克森林大学医学中心麻醉科联合主办。 

会议将邀请美国麻醉学模拟教育开展较早的美国维克森林大学医学中心（Wake 

Forest University Baptist Medical Center）的资深专家及国内知名麻醉学专家莅临授课，

通过理论知识讲座、临床麻醉病例讨论、模拟场景演练相结合的形式，系统的交流学

习国内外 先进的麻醉学模拟教学理论和实践。  

在北国飘雪的季节里，我们期待着与您相聚在独具椰风海韵的椰都海口，共同探

讨麻醉学模拟教育和提高麻醉手术安全的成功经验和 新成果，推进我国麻醉学模拟

教学工作走上一个新台阶，实现安全医疗的共同愿景。  

一、会议时间     2014 年 11 月 7 日 15:00-22:00 注册报道 

                 2014 年 11 月 8~9 日学术会议及现场培训，9 日下午撤离。 

二、会议地点     海南省三亚市凤凰水城凯莱酒店（三亚市市辖区河东路 555 号， 

0898-38218888） 

注册地点     海南省三亚市凤凰水城凯莱酒店大厅。 

三、主办单位     中南大学湘雅医学院附属海口医院 海口市人民医院麻醉学教研室 

                 美国维克森林医学中心麻醉科 

四、主讲教师       

美方专家：Joseph R. Tobin, M.D，Chuck Tong, M.D；Drew A. MacGregor, M.D；Carl J. 

Westcott , M.D，Ian Saunders ; Martin S. Mok, M.D；Mary Lou Voytko，Ph.D; 

中方专家：熊利泽教授；姚尚龙教授；曾因明教授；郭曲练教授；徐军美教授；邓小

明教授；田国刚教授；田毅副教授；王颖林副教授。 

五、会议内容 

1. Anesthesia outside operating room or something more inspirational. 

2. Economic and educational changes associated with laparoscopic surgery   

3. 5 Steps to Improve Outcomes from Cardiopulmonary Arrest 

4. You can do it-protect the lung during surgery 

5. Cardiopulmonary Arrest Made Simple 



 

6. 虚拟技能培训系统在临床麻醉教学中的应用 

7. 医学模拟技术在麻醉专业规范化住院医师培训中的应用 

8. 模拟场景演练 

9. 转化医学在临床教学中的应用 

六、授课方法   理论学习和临床观摩相结合。 

七、学分授予   本次会议将授予与会代表国家级 I 类继续医学教育学分 6 分。 

八、注册费用   食宿由会议统一安排。往返交通费、住宿费及会务费回原单位报销。 

参会普通代表：450 元（含资料费）；在读研究生（凭学生证）：250 元（含资料费） 

缴款方式： 

1. 银行汇款或转账：单位：海口市人民医院 

                开户银行：光大银行海口海甸支行 

                账号：083924120100302002609 

2. 现场注册及缴费 

注：银行汇款或转账，请保留汇款或转账凭证，研究生请在附言注明学号。 

九、联系方法  

于 11 月 5 日前将参加培训班名单传真至 0898-66189621； 

联系人：罗琳 15120949265 

十、交通信息 

1、本次会议将不设接站，请各位参会代表自行选择交通方式。  

2、自行乘车方式： 

三亚凤凰机场：可乘坐机场大巴到达市内后再换乘的士或公交车前往酒店。 

三亚市火车站：可乘坐的士前往酒店（大约 5 分钟车程） 

 

                       

                                         

                     

                            二零一四年九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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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 议 回 执 

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职称/职务 在读研究生  是     否 证件号 

工作单位 邮编 

通信地址 手机 

电子邮箱 是否参加临床观摩  

  



 

专 家 简 介 

         

专业特长：儿科重症监护，小儿疼痛管理，小儿麻醉
凤凰水城凯莱酒店 

Chuanyao. Tong, M.D. 

美国维克森林大学医学中心麻醉科 教授  

专业特长：脊髓损伤、创伤麻醉，脑血管疾病、血管

外科麻醉，围手术期医学，妇科手术麻醉，疼痛研究，

脊髓/硬膜外镇痛，病态肥胖产妇的麻醉，困难气道的

处理 
凤凰水城凯莱酒店 

Drew A. MacGregor, M.D. 
美国维克森林大学医学中心重症监护室 教授 

呼吸系统的重症监护、过敏及免疫医学 教授 

 

专业特长：重症监护 

Carl J. Westcott, M.D. 

美国维克森林大学医学中心普外科 副教授 

 

专业特长：腹腔镜手术、普外科手术 
 

Joseph R. Tobin, M.D. 
美国维克森林大学医学中心麻醉科 主任 

儿科麻醉学；妇女健康研究、组织和教育中心；综合

医学中心 教授   

 

 

 

  



 

 

Ian Saunders, Cer. A.T.  
美国维克森林大学医学中心模拟教育实验室 负责人 

 

专业特长：麻醉模拟培训 

 

Martin S. Mok, M.D 
医学博士、美籍教授。美国前南加州大学疼痛中心

主任，暨南大学和中南大学湘雅医学院附属海口医

院客座教授。 

 

专业特长：颈、腰椎间盘突出症、三叉神经痛、带

状疱疹后遗神经痛等各类型顽固性疼痛的微创治

疗。  

 

                                                                            

Mary Lou Voytko, Ph.D. 
美国维克森林大学医学中心医学科学女性办公室主任 

神经生物学与解剖学主任 

 

专业特长：老化、认知/学习以及营养 

  

   

熊利泽

第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副院长兼麻醉科主任、教授、

主任医师，博士生导师。国家教育部“长江学者计划”特聘

教授，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世界麻醉医师联合会亚澳区

副主席；《CanadianJAnaesth》国际编委、《中华麻醉学杂志》

和《临床麻醉学杂志》常务编委、《国际麻醉与复苏杂志》

副主编、《AnesthesiaandAnalgesia》（中文版）编委会副主

任等。先后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军队科研基金和陕西省

基金 13 项，发表论文 90 余篇，其中 SCI 论文 16 篇，获

陕西省科学技术一等奖等 5 项科技奖励。全国优秀共产党

员，荣立二等功 1 次。所领导的学科为陕西省重点医学学

科和全军麻醉技术中心。 



 

  

 

 

 

 

 

 

 

 

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生导师。徐州医学院终身教授、麻醉学院

名誉院长、江苏省麻醉医学研究所所长职务。兼任中国高教学会

高等医学教育委员会麻醉学教育研究会理事长，卫生部卫生专业

技术资格考试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麻醉专业委员会主任委

员，江苏省麻醉科医疗质量控制中心主任，《国际麻醉学与复苏

杂志》总编等职务。现任徐州医学院麻醉学系主任、江苏省麻醉

学重点实验室主任、江苏省医学会麻醉学分会主任委员、国务院

特殊津贴。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课题 2 项，省部级课题 4 项，获

国家级教育成果一等奖 1 项，省部级科技成果奖、科技创新奖 16

项，主编出版专著、教材 26 部，发表 108 篇。 

曾因明 

医学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南大学湘雅医学院麻醉学系主

任，湘雅医院麻醉与重症医学教研室主任，麻醉科主任，中南大

学首届湘雅名医。中华医学会麻醉学分会常委，中国麻醉医师协

会常委，全国高等麻醉学教育研究会秘书长，湖南省麻醉质量控

制中心主任，中国内镜医师分会麻醉科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湖

南省病理生理学会理事会常务理事，世界疼痛医师协会中国分会

委员会常委，中华医学会麻醉学分会危重病学组副组长，中华麻

醉学会神经外科专业学组委员，《国际麻醉与复苏学杂志》副总

编、《中国现代医学杂志》副主编、《中华麻醉学杂志》、《临床麻

醉学杂志》、《中南大学学报（医学版）》等杂志常务编委。 

郭曲练  

医学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卫生部突出贡献专家，国务院特

殊津贴；中华医学会麻醉学分会副主任委员；中国医师协会麻醉

学医师分会会长；世界疼痛医师学会中国分会副主任委员；全国

卫生专业技术资格考试麻醉学专家委员会主任委员；教育部大专

院校教材委员会麻醉学分会常务委员；湖北省麻醉学会主任委

员；国际麻醉研究协会会员；美国麻醉协会（ASA）会员；世界

卫生组织中国初级创伤救治培训首席专家。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

学院附属协和医院副院长，麻醉与危重病教研室主任兼麻醉科主

任。现任卫生部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教材《临床麻醉学》主编。

姚尚龙 

医学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副院长，中南大学首届湘雅名

医。 湖南省麻醉质量控制中心副主任，中华医学会麻醉学专业委

员会委员，中国医师协会麻醉学医师分会委员，湖南省医学会麻

醉学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美国麻醉协会（ASA）会员。《中华

麻醉学杂志》编委，《中南大学学报》医学版编委，《医学临床研

究》编委，《临床麻醉学杂志》编委，《中华麻醉学大查房》第一

届编委会临床麻醉编委，《麻醉与监护论坛杂志》编委。主持或参

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及省、厅级课题 16 项，获得省、厅级成果奖

15 项，在国内外各级核心刊物发表论文 98 篇，参编专著 3 本。 

徐军美 
 

 



 

  

    

医学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第二军医大学长海医院麻醉学教研

室、麻醉科主任。兼任全国高等医学教育会麻醉学教育研究会副理

事长、全军麻醉与复苏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国际麻醉学与复苏

杂志》副主编、《临床麻醉学杂志》、《中国外科年鉴》、《中国麻醉学

论坛》、《中国麻醉与镇痛》、《第二军医大学学报》编委等。获得国

家自然科学基金、军队医药卫生科研基金、上海市自然科学基金、

上海市曙光计划等；获得军队科技进步三等奖两项。主编专著 9 部，

论文 140 余篇。 

邓小明 

 

教授、麻醉学硕士生导师、麻醉与危重医学教研室主任，国

家临床重点专科学科带头人。三亚市人民医院 院长。中华医

学会麻醉学分会委员、中国医师协会麻醉学分会常委，海南省医

学会麻醉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海南省麻醉质控中心主任，海南

省“省优”专家。担任《中华麻醉学杂志》栏目编委、《国际麻

醉复苏杂志》编委 

田毅 

医学博士（中南大学湘雅医学院），麻醉学硕士生导师，副教

授。任海口市人民医院麻醉科主任。专业特长：各专科以及重

危疑难病症手术麻醉，监测治疗和复苏；无痛治疗，麻醉模拟

教育。2011 年赴美国学习模拟教育。主要研究方向：围术期脏

器功能的保护，心肌缺血再灌注。 

 

王颖林 

医学博士（北京协和医院），麻醉学硕士生导师，副教授。任

海口市人民医院麻醉与疼痛医学科主任。专业特长：危重疑

难病症手术的麻醉处理；舒适化医疗的各项技术；慢性疼痛

的诊疗。研究方向：麻醉药与镇痛药的药物遗传学研究；认

知功能障碍的研究；慢性疼痛的诊治方面的研究。 

 

田国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