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京马应龙长青肛肠医院  
京马长肛科教字【2019】1号                             签  发：韩宝 

 

 

关于召开全国肛肠疾病诊疗培训班通知 
（项目编号:BJ20190132024） 

各肛肠专家、同仁： 

由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医药继续教育委员会批准，北京马应龙长青肛肠医院主办

的“肛肠疾病诊疗培训班”定于 2019年 7月 18 日-22日在北京四季御园国际大酒店

举办。本次培训班特色是邀请多名全国知名肛肠专家集中授课，讲授多种常见疑难肛

肠病的诊断治疗及新进展等课程，除了老师面对面授课，还安排了手术视频直播讲解。 

招收对象： 

1、有需要深造提升诊疗水平的全国肛肠专科人才； 

2、马应龙肛肠诊疗中心各成员单位及对口支援单位、医联体协作单位肛肠科医

生。 

学习班结束后，授予学员国家中医药继续教育 I类学分 10分。 

授课内容： 

1.肛肠科的解剖和病理生理。 

2.肛肠科常见疾病的诊断和鉴别诊断。 

3.肛肠科常见疾病的基层适宜治疗技术。 

4.肛肠科疾病的预防。   

5.肛肠科疾病的最新国内外诊疗动态。 

6.肛肠科常见疾病手术观摩。  

授课老师： 

1田振国教授（中医肛肠原创科技优势的挖掘与利用） 

2韩宝教授（肛门脓肿、肛瘘的诊断治疗进展、小儿肛门脓肿和肛瘘诊断与治疗

策略） 

3李国栋教授（痔的分类各种疗法、消痔灵疗法专家共识） 

4张燕生教授（坏死性筋膜炎的中西医结合诊断与治疗、中药“附子”在炎症性

肠病中的应用） 

5李恒爽教授（肛门直肠痛的诊断治疗） 

6宋太平教授（肛肠科常见纠纷的原因及对策） 



7高纪华教授（注射疗法的临床应用） 

8曹波教授(痔术式选择策略、经肛吻合器在肛肠疾病手术的应用技巧) 

9石荣教授（克罗恩病我们肛肠科该做什么） 

10李华山教授（直肠脱垂手术方式选择与固脱注射疗法的研究进展） 

11樊志敏教授（肛管的解剖特点与肛周病的治疗选择） 

12赵宝明教授（固脱疗法对盆腔脏器的整合研究） 

13贺平教授（便秘诊治的认识升级—慢病管理） 

14张虹玺教授（中医中药治疗肛肠病经验） 

15张相安教授（藏毛窦术式选择及经验总结） 

16吴国举教授（中低位直肠癌外科治疗策略） 

17罗成华教授（盆底肌与肛门重建） 

18韩平教授（大健康产业投入翻番与中国人的肠痔久安） 

19赵炳会教授（基层医院开展肛肠疾病治疗的体会） 

20范学顺教授（肛周力学平衡理念与手术再思考） 

21张书信教授（肛肠术后并发症的预防和处理） 

22刘仍海教授（慢性传输便秘中医药治疗研究） 

23贾小强教授（出口梗阻性便秘的诊断与治疗） 

24贾山教授（PPH 手术操作技巧与并发症处理） 

25王振彪教授（实用解剖、套扎治疗） 

26任毅教授（肛裂诊断与治疗） 

27张玉茹教授（直肠脱垂术式选择） 

28曹传平教授（炎症性肠病诊断与治疗进展） 

29赵新生教授（肛肠手术的术后镇痛） 

30赵兴明教授（会阴撕裂伤手术治疗） 

31张玉波教授（一个普外科医生对痔疮手术的感悟） 

32付山峰教授（电子肠镜的意义） 

33王志杰书记（结直肠癌防治一体化） 

34贾海霞主任（端扫式凸阵腔内超声在临床肛瘘中的应用） 

35张东主任（排粪造影对出口梗阻型便秘诊断意义） 

36刘芳主任（出口梗阻便秘的体会） 

37曲建辉主任（肛瘘癌变医案） 

 

具体安排 

1.时间安排：本次培训时间为 5天，2019年 7 月 18日～22日，7月 18日（周四）

全天报到，22日培训班结束。 

    2.报到地点：北京四季御园国际大酒店（北京市海淀区北旱河路 168 号-3号） 



    3.报名方式：扫描以下二维码网络缴费报名，报名截止日期 7月 15 日。 

 

                                                   

  

网络缴费报名 医院公众号 

 

4.收费标准：通过扫描二维码网络缴费收取人民币：1200元/人；现场缴费收取

人民币 1500元/人（包括培训讲义等相关资料），食宿统一安排，费用自理。 

5.联系人：盛贵仁 13681361640 （微信同号） 张晓利 13071157570（微信同号） 

座机：010-88855599 

联系地址：北京海淀区闵庄路 3号清华科技园北京马应龙长青肛肠医院行政楼 

          （邮编 100195） 

 

 

 

 

 

 

 

 

 

 

 

 

 

 

 

 

 

 

 

 

 

北京马应龙长青肛肠医院 

2019年 5月 1日 



北京马应龙长青肛肠医院 

2019（第十期）全国肛肠疾病诊疗培训班课程表 

   第一天 7 月 18日（周四）报到 

报到地点：北京四季御园国际大酒店 

第二天 7月 19 日上午（周五）授课  

开幕式  时间 8:00-8:30 主持：王志杰书记  

领导讲话：鲁总 张院长 韩院长 

授课老师 授课内容 讲课时间 主持人 

樊志敏 肛管的解剖特点与肛周病的治疗选择 8:30-9:10 赵兴明 张玉波 

王振彪 实用解剖、套扎治疗 9:10-9:40 赵兴明 张玉波 

任毅 肛裂诊断进展 9:40-10:10 赵兴明 张玉波 

曲建辉 肛瘘癌变医案 10:10-10:40 赵兴明 张玉波 

赵兴明 会阴撕裂伤诊断与手术治疗 10:40-11:10 任  毅 王振彪 

王志杰 结直肠癌防治一体化 11:10-11:30 任  毅 王振彪 

张玉波 一个普外科医生对痔疮手术的感悟 11:30-12:10 任  毅 王振彪 

午餐、午休 12:10-13:30 

第二天 7月 19 日下午（周五）授课 

授课老师 授课题目 讲课时间 主持人 

贾海霞 
端扫式凸阵腔内超声在临床肛瘘中的

应用 
13:30-14:00 王振彪 张玉波 

赵炳会 基层医院开展肛肠疾病治疗的体会  14:00-14:30 王振彪 张玉波 

张东 排粪造影对出口梗阻型便秘诊断意义 14:30-15:00 王振彪 张玉波 

刘芳 出口梗阻便秘的体会 15:00-15:30 王振彪 张玉波 

付山峰 结直肠癌的内镜防治 15:30-16:00 王振彪 张玉波 

曹传平 炎症性肠病诊断与治疗进展 16:00-16:30 赵炳会 赵兴明 



 

  

韩宝 肛门脓肿、肛瘘的诊断治疗进展 16:30-17:00 赵炳会 赵兴明 

韩宝 小儿肛门脓肿和肛瘘诊断治疗策略 17:00-17:30 赵炳会 赵兴明 

张燕生 
坏死性筋膜炎的中西医结合诊断与治

疗 
17:30-18:00 赵炳会 赵兴明 

张燕生 中药“附子”在炎症性肠病中的应用 18:00-18:30 赵炳会 赵兴明 

晚餐 18:30 

第三天 7月 20 日 上午（周六）授课 

授课老师 授课内容 授课时间 主持人 

  培训班合影  7:30-8:00 张晓利 

 北京肛肠学会盆底病学会成立仪式 8:00-9:00 李恒爽 

田振国 中医肛肠原创科技优势的挖掘与利用 9:00-9:30 李国栋 曹波 

张虹玺 中医中药治疗肛肠病经验 9:30-10:00 李国栋  曹波 

张相安 藏毛窦术式选择及经验总结 10:00-10:30 李国栋  曹波 

宋太平 肛肠科常见纠纷的原因及对策 10:30-11:00 贾山 高记华 

石荣 克罗恩病我们肛肠科该做什么 11:00-11:30 贾山 高记华 

高记华 注射疗法的临床应用 11:30-12:00 贾山 高记华 

午餐、午休 12:00-13:30 

第三天 7月 20 日 下午（周六）授课 

授课老师 授课内容 授课时间 主持人 

曹波 
痔术式选择策略、经肛吻合器在肛肠疾病

手术的应用技巧 
13:30-14:10 贾小强 范学顺  

吴国举 中低位直肠癌治疗策略 14:10-14:40 贾小强 范学顺 

贾小强 出口梗阻性便秘的诊断与治疗  14:40-15:20 贾小强 范学顺  



 

贾山 PPH手术操作技巧与并发症处理 15:20-15:50 张燕生 吴国举 

范学顺 肛周力学平衡理念与手术再思考 15:50-16:20 张燕生 吴国举 

赵新生 肛肠手术的术后镇痛 16:20-16:50 张燕生 吴国举 

晚宴 18:00 

第四天 7月 21 日 上午 （周日）授课 

授课老师 授课内容 授课时间  主持人 

李国栋 痔的分类各种疗法 8:00-8:30 赵宝明 韩平 李恒爽 

李国栋 消痔灵疗法专家共识 8:30-9:00 赵宝明 韩平 李恒爽 

罗成华 盆底肌与肛门重建  9:00-9:30 赵宝明 韩平 李恒爽 

贺平 便秘诊治的认识升级—慢病管理 9:30-10:00 赵宝明 韩平 李恒爽 

李恒爽 肛门直肠痛的诊断治疗 10:00-10:30 张书信 刘仍海 张玉茹  

韩平 
大健康产业投入翻番与中国人的肠

痔久安 
10:30-11:00 张书信 刘仍海 张玉茹 

赵宝明 固脱疗法对盆腔脏器的整合研究 11:00-11:30 张书信 刘仍海 张玉茹 

李华山 直肠脱垂诊治规范 11:30-12:00 张书信 刘仍海 张玉茹 

午餐、午休 12:10-13:30 

第四天 7月 21 日 下午 （周日）授课 

授课老师 授课内容 授课时间 主持人 

张书信 肛肠术后并发症的预防和处理 13:30-14:00 任 毅 赵兴明 

刘仍海 慢性传输便秘中医药治疗研究 14:00-14:30 任 毅 赵兴明 



 

 

 

 

 

 

 

 

 

 

张玉茹 直肠脱垂术式选择 15:00-15:30 任 毅 赵兴明 

韩宝 小针刀治疗耻骨痉挛性便秘研究 15:30-16:00 任 毅 赵兴明 

学习班答疑总结 16:00-17:00  张燕生 李国栋 韩宝 李恒爽 

第五天 7月 22 日（周一）手术示教直播 

手术演示 内容 时间 主持人 

张燕生 北京马应龙长青肛肠医院示教室观看手术直播 8:00-9:00 赵兴明 

李国栋 北京马应龙长青肛肠医院示教室观看手术直播 9:00-10:00 赵兴明 

李恒爽 北京马应龙长青肛肠医院示教室观看手术直播 10:00-11:00 赵兴明 

赵兴明 北京马应龙长青肛肠医院示教室观看手术直播 11:00-12:00 任 毅 

午休午餐 12:00-14:00 

韩宝 北京马应龙长青肛肠医院示教室观看手术直播 
14:00-15:0

0 
任 毅 



北京四季御园国际大酒店位置图 

（北京市海淀区北旱河路 168 号-3 号） 

 

 

 

 

 

参会学员扫描二维码  

标注“真实姓名+单位”邀请入学习班群 

（针对缴费报名成功学员） 

 

 

 



乘车路线 

会议地址：北京四季御园大酒店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北旱河路 168 号-3 号  

电    话：010-59325566 

火车站或飞机场乘坐地铁到酒店 

地铁北京站 至 北京四季御园大酒店 地铁北京西站 至 北京四季御园大酒店 

 

 

 

 

 

 



 

地铁北京南站  北京四季御园大酒店 地铁北京北站  北京四季御园大酒店 

 

 

方案 1 

 

方案 2： 

 



 

地铁北京东站  北京四季御园大酒店 首都机场  北京四季御园大酒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