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北省医师协会放射医师分会第二次学术会议会议日程 

时间：2019年 7月 19日-21日 

地址：湖北省恩施州华龙城大酒店 

7月 19 日 14:00-20:00       报到、注册   地址：恩施华龙城大酒店一楼大厅 

7月 19 日 20:00-20:30  
湖北省医师协会放射医师分会第一届第二次委员会 地址：恩施州华龙城大酒店会议室 

7月 20 日 8:00-8:30 开幕式致辞（徐海波主任）       地址：恩施州华龙城大酒店会议室 

         湖北省恩施州医学会领导致欢迎辞             

主持人：谭必勇 教授 湖北省医学会潘旭初秘书长致辞   

中国医师协会放射医师分会梁长虹会长致辞 

8:30-8:40 医学会领导、特邀专家及全体委员会成员合影留念 摄影：阮兆 

08:40-12:00 专家讲座             

时间 讲课题目 讲者 主持人 

8:40-9:05 

 
放射科住培医师诊断思维的建立 

梁长虹 教授 

广东省人民医院 

廖美焱 教授 

武汉大学中南医院 

王  翔 教授 

武汉市中心医院 

 

 

9:05-9:30 儿童基底节区病变影像学诊断 
马  林 教授 

北京 301 医院 

9:30-9:55 肝脏含脂病变的影像诊断思路 
杨正汉 教授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友谊医院 

9:55-10:20 影像遗传学研究 
于春水 教授 

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 

10:20-10:30 茶歇 

10:30-10：55 乳腺 DCE-MRI 临床应用及质量控制 
彭卫军 教授 

复旦大学肿瘤医院 

赵  年 

国药东风总医院 



10：55-11:20 磁共振成像原理及脉冲序列 
周 欣  教授 

中国科学院武汉物理数学研究所 

余开湖 教授 

湖北科技学院临床医学院 

 
11:20-11:45 TIPS的临床价值与终极目标 

褚建国 教授 

北京空军特色医学中心 

11：45-12:10 对比剂肾损伤的新思考 张笑春 教授 

武汉大学中南医院 

午餐 

14:00-17:30       主会场 

时间 讲课题目 讲者 主持人 

14:00-14:25 迎接影像人工智能新时代 
王振常 教授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友谊医院 
彭建国 教授 

黄冈市中医院 

张东友 教授 

武汉市第一人民医院 

 

14:25:14:50 周围型肺小腺癌的影像病理学研究 
杨志刚 教授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14:50-15:15 MRI灌注分析在脑胶质瘤评价中的应用 
张伟国 教授 

重庆大学陆军总医院附属新桥医院 

15:15-15:40 骨关节术后并发症影像学评价 
徐文坚 教授 

青岛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15:40-16:10 卫星会：MRI对比剂“钆布醇 VS 钆喷酸”成像对比分析 
李欢 博士 

武汉大学中南医院 

16:10-16:35 主动脉粥样硬化：CT表现及临床意义 
郑敏文 教授  

空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 黄劲柏 教授 

荆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彭俊红 教授 

武汉市第四人民医院 

 

16:35-17:00 颅骨骨肿瘤的影像诊断思路 
刘  军 教授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 

17:00-17:25 我是怎样进行腹部放射学医生评估的？ 

张子曙 教授 

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 

 



住培骨干教师培训班 

2019年 7月 20日下午 14:00-17:30 

地点：华龙城大酒店  会议室 

14:00-17:30 专家讲座             

时间 讲课题目 讲者 主持人 

14:00-14:25 子宫肌瘤的 MR影像诊断 
居胜红 教授 

  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 

邱晓明 教授 

黄石市中心医院 

谭一清 教授 

武汉市第三人民医院 

 

 

14:25-14:50 中枢神经系统常见影像征象解析 
娄  昕 教授 

北京 301医院 

14:50-15:15 冠状动脉 CTA：我们需要观察什么？ 
张龙江 教授 

东部战区总医院 

15:15-15:40 HCC影像诊断策略 
李若坤 教授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 

15:40-15:50 茶歇 

15:50-16:15 乳腺肿块病变的影像诊断思路 
徐丽莹 教授 

武汉大学中南医院 王  勇 教授 

襄阳市第一人民医院 

李  欢 博士 

武汉大学中南医院 

16:15-16:55 UCFS无盲区授课：肾与肾上腺疾病 
赵一珺 博士 

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 

16:55-17:20 2019年国家放射住培基地评估指标解读 
张景峰 教授 

浙江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7:20:17:40 培训班结业考试 

 

 



2019年 7月 21 日上午 8:00-11:30 

地点：华龙城大酒店  会议室 

8:00-11:30 专家讲座             

时间 讲课题目 讲者 主持人 

8:00-8:25 心血管影像临床应用与进展 
赵世华 教授 

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 

谭必勇 教授 

湖北恩施州中心医院 

胡必富 教授 

随州市中心医院 

 

 

8:25-8:50 乳腺 X线技术的最新进展 
罗娅红 教授 

辽宁省肿瘤医院 

8:50-9:15 骨质疏松症影像诊断标准解读 
程晓光 教授 

北京积水潭医院 

9:15-9:40 人工智能与神经肿瘤 
朱文珍 教授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 

9:40-10:05 胰腺囊性病变的 CT 诊断及鉴别 
韩  萍 教授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 

10:05-10:15 茶歇 

10:15-10:40 中国介入放射治疗的临床进展 
郑传胜 教授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 

向辉华 教授 

湖北民族学院附属民大医院 

陈光斌 教授 

十堰市人民医院 

10:40-11:05 软组织肿瘤的影像诊断思路 
查云飞 教授 

武汉大学人民医院 

11:05-11：30 幼年特发性关节炎的影像学表现 
李小明 教授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 

11:30-11:55 宫颈癌 MR在临床 MDT 中的价值 
刘玉林 教授 

湖北省肿瘤医院 

闭幕式 夏黎明 教授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