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 年中华病理学会胸部疾病学组胸肺疾病病理诊断学习班日程安排 

 
08:00—08:30

开幕式,合影 

主持人: 李玉军教授致欢迎词并主持会议 

医学会领导、青医院领导及胸部疾病学组组长 致辞 

2019 年 

6月 14日 

(周五) 

 讲者 讲座题目 单位 主持 

08:30—09:20 冯瑞娥 
血管炎性肺病变：肉芽肿病性多血管炎和嗜

酸性肉芽肿性多血管炎为主 
北京协和医院（50 分钟） 

笪冀平，王军臣 

09:20—10:00 蒋莉莉 

间质性肺病：间质性肺炎的组织学类型、各

型间的主要区别点，诊断间质性肺炎的先决

条件（影像学、临床表现及取材方式和大小

等要求）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40 分钟） 

10:00—10:10 茶   歇 

10:10—10:50 张莉萍 

非感染性瘤样病变：多灶微结节性肺泡上皮

增生、微小肺脑膜上皮样结节 

细支气管周围化生及神经内分泌细胞增生等 

同济大学附属上海市肺科医院（40 分钟） 

张  杰，陈  柯 10:50—11:30 郜  峰 硬化性纵隔炎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40 分钟） 

11:30—12:10 李晟磊 
胎 儿 肺 间 质 肿 瘤 (fetal lung interstitial 

tumour) 
郑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40 分钟） 

12:00—14:00 午   餐 



 

  
讲者 讲座题目 单位 主持 

2019 年 

6月 14日 

(周五) 

14:00—14:40 韩昱晨 
肺实质内腺瘤：肺泡腺瘤、乳头状腺瘤

和硬化性肺细胞瘤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胸科医院（40 分钟） 

顾莹莹，易祥华 

14:40—15:20 王  征 肺黏液性囊腺瘤和黏液腺腺瘤 卫生部北京医院（40 分钟） 

15:20—15:30 茶  歇 

15:30—16:10 孙平丽 
异位胸腺组织及相关肿瘤：甲状腺、甲

状旁腺、颈部淋巴结及肺 
吉林大学附属第二医院（40 分钟） 

张 声，孟凡青 

 

16:10—16:50 高  杰 血管周上皮样细胞肿瘤 北京 301 医院（40 分钟） 

16:50—17:20 武春燕 肺癌 PD-1 及 PDL-1 检测与实践 同济大学附属上海市肺科医院（40 分钟） 

17:20—17:50 李  媛 
第八版肺癌 TNM 分期与实践：包括对多

发 AIS 和 MIA 分期的思考 
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40 分钟） 

17:50—18:00 
张 声 

李玉军 
总  结  

   

 



2019 年中华病理学会胸部学组病理读片研讨会日程安排 

2019年 

6月15日 

(周六) 

时  间 讲  者 讲座题目 单  位 主  持 

08:00—09:00 王恩华 
细支气管腺瘤—易与癌混淆的肺

内良性肿瘤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李玉军 

 
    

2019年 

6月15日 

(周六 

上午) 

时  间 主  持 病  例 出片单位 邀请讨论单位 1 邀请讨论单位 2 

09:00—09:20 
张冠军 

张  勇 

TP-06-01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中国医科院肿瘤医院深圳医院 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 

09:20—09:40 TP-06-02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北京大学肿瘤医院 青海省人民医院 

09:40—10:00 TP-06-03 西安交通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总医院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0:00—10:15 茶  歇 

10:15—10:35 

张海青 

马遇庆 

TP-06-04 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鼓楼医院 北京胸科医院 空军军医大学唐都医院 

10:35—10:55 TP-06-05 北京协和医院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胸科医院 郑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0:55—11:15 TP-06-06 吉林大学第二医院 同济大学附属同济医院  北京医院 

11:15—11:35 TP-06-07 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山西省太原市人民医院 

11:35—11:55 TP-06-08 华中科技大学附属同济医院 上海同济大学附属东方医院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 301医院 

11:55—13:30 午  休 



 

2019年 

6月15日 

(周六 

下午) 

时  间 主  持 病  例 出片单位 邀请讨论单位 1 邀请讨论单位 2 

13:30—13:50 

孟宇宏 

陈国荣 

TP-06-09 桂林医学院附属医院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 同济大学附属上海市肺科医院 

13:50—14:10 TP-06-10 空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医院 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4:10—14:30 TP-06-11 中山大学附属第五医院 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4:30—14:50 TP-06-12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14:50—15:10 TP-06-13 第四军医大学唐都医院 安徽省立医院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胸科医院 

15:10—15:30 TP-06-14 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肿瘤医院 浙江省诸暨市人民医院 广东省人民医院 

15:30—15:50 TP-06-15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鼓楼医院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15:50—16:05 茶  歇 

16:05—16:25 

李代强 

张  煦 

TP-06-16 华中科技大学附属协和医院 西安交通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 

16:25—16:45 TP-06-17 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 山西大医院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 

16:45—17:05 TP-06-18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苏州市立医院 厦门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17:06—17:25 TP-06-19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兰州大学病理研究所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7:25—17:45 TP-06-20 辽宁省肿瘤医院 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 北京协和医院 

17:45—18:05 TP-06-21 中国医大集团抚顺市中心医院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总医院 

18:30—20:30 
晚  餐 



2019 年中华病理学会胸部学组病理读片研讨会日程安排 

2019年 

6月16日 

(周日) 

 主  持 病  例 出片单位 邀请讨论单位 1 邀请讨论单位 2 

08:00—08:20 

韦  强 

徐洪涛 

TP-06-22 山西省太原市人民医院 陆军军医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08:20—08:40 TP-06-23 北京胸科医院 郑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 301医院 

08:40—09:00 TP-06-24 山西大医院 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 辽宁省肿瘤医院 

09:00—09:20 TP-06-25 安徽省立医院 广东省人民医院 华中科技大学附属协和医院 

09:20—09:40 TP-06-26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空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 辽宁省抚顺市中心医院 

09:40—10:00 TP-06-27 北京医院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0:00—10:20 TP-06-28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胸科医院 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吉林大学第二医院 

10:20—10:40 TP-06-29 青岛大学附属医院 厦门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华中科技大学附属同济医院 

10:40—10:55 茶  歇 

10:55—11:15  

 

张  伟 

罗冬兰 

TP-06-30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 内蒙古赤峰学院附属医院 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鼓楼医院 

11:15—11:35 TP-06-31 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 

11:35—11:55 TP-06-32 广东省人民医院 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 同济大学附属同济医院 

11:55—12:15 TP-06-33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医院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西安交通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2:15—12:35 TP-06-34 同济大学附属上海市肺科医院 桂林医学院附属医院 南方医科大学附属南方医院 

12:35—12:55 TP-06-35 中国医科院肿瘤医院深圳医院 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12:55—13:15 TP-06-36 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中山大学第五附属医院 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闭幕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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