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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省肝胆疾病学会 
鄂肝学会【2018】02 号 

  

2018 年度湖北省肝胆疾病学会评先评优评审结果公示 

 

根据《关于征集 2018 年度优秀医学学术论文的通知》和《关于开展 2018 年

度评优表彰工作的通知》，经各会员、会员单位、各专委会申报、评审领导小组

办公室材料审查、专家组评审、评审领导小组审定，湖北省肝胆疾病学会拟授予

杨帆等 20 人分获“湖北省肝胆疾病学会优秀医学论文一、二、三等奖”、滕敬华

等 13 人“湖北省肝胆疾病学会优秀医学论文优秀奖”、授予潘倩莹等 10 人“湖

北省肝胆疾病学会优秀工作者”、授予贝兰等 10 人“湖北省肝胆疾病学会十佳新

闻工作者”、授予代永安等 8 人“湖北省万人肝病大筛查突出贡献奖”、授予黄石

市中医医院“湖北省万人肝病大筛查优秀组织单位”，现予公示并在 2018 年 12

月年会上进行表彰。 

特此公告。 

 

附件：1、湖北省肝胆疾病学会评选标准及办法 

           2、评选结果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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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湖北省肝胆疾病学会优秀学术论文评审规则 

根据《湖北省自然科学优秀学术论文评审和奖励办法》，结合本学会论文申

报的实际情况，制定如下评审工作规则。 

 

一、奖项设置 

1、一等奖论文 5篇（影响因子≥5）； 

2、二等奖论文 9篇（3≤影响因子＜5）； 

3、三等奖论文 6篇（0＜影响因子＜3）； 

4、优秀奖论文若干篇（其他） 

 

二、评审条件 

1、申报一等奖的论文应在某学科的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中，在科学理论上

有所创新，并在国内外核心刊物上发表（SCI或 EI收录）； 

2、申报二、三等奖的论文也应是国内外核心刊物上发表（SCI 或 EI收录优

先）。 

本规则的修订、补充和解释由 2018 湖北省肝胆疾病学会优秀学术论文评审

委员会决定。 

 

 

 

 

 

湖北省肝胆疾病学会 

                                          2018 年 11 月 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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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度湖北省肝胆疾病学会“十佳新闻工作者” 

评选标准及方法 

 

一、评选标准： 

1、在湖北省万人肝病大筛查宣传活动中作出突出的贡献； 

2、积极弘扬湖北省万人肝病大筛查活动意义； 

2、积极配合会员发展，并能组织负责区域内会员活动； 

3、爱岗敬业，本职工作认真负责； 

 

二、评选方法： 

各单位按《湖北省肝胆疾病学会“十佳新闻工作者”评选申报表》填报申请，

并附简要说明，由评审委员会表决出年度“十佳新闻工作者”。 

 

 

 

 

湖北省肝胆疾病学会 

                                          2018 年 11 月 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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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度湖北省万人肝病大筛查突出贡献奖 

评选标准及方法 

 

一、评选标准： 

1、在湖北省万人肝病大筛查活动中作出突出的贡献； 

2、积极弘扬湖北省万人肝病大筛查活动意义； 

2、积极配合会员发展，并能组织负责区域内会员活动； 

3、爱岗敬业，本职工作认真负责； 

 

二、评选方法： 

各单位按《湖北省万人肝病大筛查突出贡献奖申报表》填报申请，并附简要

说明，由评审委员会表决出年度湖北省万人肝病大筛查突出贡献奖。 

 

 

 

湖北省肝胆疾病学会 

                                          2018 年 11 月 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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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湖北省肝胆疾病学会优秀学术论文 

评选结果公示 

奖项 姓  名 单  位 论文题目 杂志及影响因子 

一等奖 杨  帆 湖北省中医院 

Effects of corilagin on alleviating cholestasis via 

farnesoid X receptor-associated pathways 

 in vitro and in vivo 

British Journal of 

Pharmacology，

IF= 6.81 

一等奖 何维阳 武汉大学中南医院 

Hypothermic oxygenated perfusion (HOPE) 

attenuates ischemia/reperfusion injury in the 

liver through inhibition of the TXNIP/NLRP3 

inflammasome pathway in a rat model of 

donation after cardiac death 

FASEB.J， 

IF= 5.595 

一等奖 刘  嘉 

华中科技大学 

同济医学院 

附属协和医院 

Hepatitis B Virus-Specific CD8+ T Cells 

Maintain Functional Exhaustion after Antigen 

Reexposure in an Acute Activation Immune 

Environment 

Frontiers in 

Immunology， 

IF= 5.511 

一等奖 刘  嘉 

华中科技大学 

同济医学院 

附属协和医院 

TLR2 Expression in Peripheral CD4+ T Cells 

Promotes Th17 Response and Is Associated with 

Disease Aggravation of Hepatitis B 

Virus-Related Acute-On-Chronic Liver Failure 

Frontiers in 

Immunology， 

IF= 5.511 

一等奖 梁文进 武汉大学中南医院 

MicroRNA-644a promotes apoptosis of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cells by 

downregulating the expression of heat shock 

factor 1 

Cell 

Communication 

and Signaling， 

IF= 5.324 

二等奖 李  玲 武汉大学中南医院 
The Identification of Core Gene Expression 

Signaturein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Oxidative 

Medicine and 

Cellular 

Longevity， 

IF= 4.936 

二等奖 刘  嘉 

华中科技大学 

同济医学院附属 

协和医院 

TLR2 Stimulation Strengthens Intrahepatic 

Myeloid-Derived Cell-Mediated T Cell Tolerance 

through Inducing Kupffer Cell Expansion  

and IL-10 Production 

Journal of 

Immunology， 

IF= 4.539 

二等奖 杨  帆 湖北省中医院 

Anti-Schistosomiasis liver fibrosis effects of 

chlorogenic acid through IL-13/miR-21/smad7 

signaling pathways in vivo and in vitro 

Antimicrobial 

Agents and 

Chemotherapy， 

IF= 4.255 

二等奖 陈小平 武汉大学中南医院 

Maternal ant-HBVs suppress the immune 

response of infants to hepatts 

B vaccine 

Journal of Viral 

Hepatts， 

IF=4.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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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等奖 杨  帆 湖北省中医院 

Chlorogenic Acid Inhibits Liver Fibrosis by 

Blocking the miR-21-Regulated TGF-b1/Smad7 

Signaling Pathway in Vitro and in Vivo. 

Frontiers in 

Pharmacology， 

IF=3.831 

二等奖 王  瑶 武汉大学人民医院 

The Protective Mechanism of CAY10683 on 

Intestinal Mucosal Barrier in Acute Liver Failure 

through LPS/TLR4/MyD88 Pathway 

Mediators of 

Inflammation， 

IF=3.549 

二等奖 张文斌 武汉大学人民医院 

Histone deacetylase 

6 inhibitor ACY-1215 protects against 

experimental acute liver failure by regulating the 

TLR4-MAPK/NF-κB pathway 

Biomedicine & 

Pharmacotherapy，

IF=3.457 

二等奖 刘黎明 湖北省中山医院 

Protective effects of Kangxian ruangan capsule 

against nonalcoholic fatty liver disease fibrosis  

in rats induced by MCD diet 

Biomedicine & 

Pharmacotherapy，

IF=3.457 

二等奖 孟忠吉 十堰市太和医院 

Both glypican-3/Wnt/β-catenin signaling 

pathway and autophagy contributed to the 

inhibitory  

effect of curcumin on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Digestive and 

Liver Disease， 

IF=3.287 

三等奖 焦方舟 武汉大学人民医院 

CAY10683 Alleviates Lipopolysaccharide 

Induced Neuroinflammation Through 

Attenuating TLR4/NF-κB Signaling Pathway 

Neurochemical 

Research， 

IF=2.772 

三等奖 刘忠忠 武汉大学中南医院 

Simvastatin ameliorates total 

liverischemia/reperfusion injury via 

KLF2-mediated mechanism in rats 

Clinics and 

Research in 

Hepatology and 

Gastroenterology， 

IF=2.623 

三等奖 马智勇 武汉大学中南医院 

Sorafenib and praziquantel synergistically 

attenuate Schistosoma japonicum-induced  

liver fibrosis in mice 

Parasitology 

Research， 

IF=2.558 

三等奖 刘黎明 湖北省中山医院 
Adherence and perceived barriers to oral 

antiviral therapy for chronic hepatitis B 

Global Health 

Action， 

IF=1.906 

三等奖 杨  帆 湖北省中医院 

Bletilla striata polysaccharide has a protective 

effect on intestinal epithelial barrier disruption  

in TAA-induced cirrhotic rats 

Experiment and 

Therapeutic 

Medicine， 

IF=1.41 

三等奖 李丽君 武汉大学中南医院 

Using Yoga Nidra Recordings for Pain 

Management in Patients Undergoing 

Colonoscopy 

Pain Management 

Nursing， 

IF=1.252 

优秀奖 滕敬华 十堰市太和医院 
微量泵联合三通管在 ENBD 术后患者 

鼻胆管冲洗中的应用 

湖北医药学院

学报 

https://www.ncbi.nlm.nih.gov/pubmed/29112935
https://www.ncbi.nlm.nih.gov/pubmed/29112935
https://www.ncbi.nlm.nih.gov/pubmed/29112935
https://www.ncbi.nlm.nih.gov/pubmed/291129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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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秀奖 李慧丽 十堰市太和医院 
预见性护理用于预防内镜下逆行 

胰胆管造影术术后并发症的效果分析 
中国药业 

优秀奖 李  霞 武汉市金银潭医院 
甲磺酸阿帕替尼治疗原发性晚期肝癌 

近期疗效及总生存期影响 

武汉大学学报

（医学版） 

优秀奖 冯雨薇 湖北省中山医院 中医药治疗感染性疾病源流考析及展望 
浙江中医药大

学学报 

优秀奖 冯莉芳 武汉大学人民医院 
拮抗 Toll 样受体 4 的表达对内毒素血症 

小鼠肾脏损伤的保护作用 

中华实验和临

床感染病杂志 

优秀奖 张  晴 武汉大学中南医院 
加速康复外科理念在神经外显微手术 

术中保温的应用研究 

华南国防医学

杂志 

优秀奖 李洁莉 武汉大学中南医院 
区域条状备皮对神经外科手术 

患焦虑抑郁情绪的影响 
护理学杂志 

优秀奖 上官昌盛 
荆门市第二人民医

院 

两种腹腔镜下保胆取石术对胆囊结石患者 

炎性因子及 T 淋巴细胞亚群的影响 

中华普通外科

学文献（电子

版） 

优秀奖 陈红霞 十堰市太和医院 
SIRT1 在非酒精性脂肪肝向 HCC 

进展中的作用机制 

湖北医药学院

学报 

优秀奖 王伟仙 

华中科技大学 

同济医学院 

附属协和医院 

原发性肝癌患者营养风险筛查及 

影响因素分析 
护理学杂志 

优秀奖 胡  慧 
湖北省第三人民医

院 

心理护理干预在 

肝硬化患者护理中的临床效果 
养生健康指南 

优秀奖 万  蕾 武汉大学中南医院 
小区域条带状备皮在神经外科开颅手术 

中的应用 

中国临床神经

外科杂志 

优秀奖 董丹丹 武汉大学中南医院 
品管圈对乙型肝炎患者口服抗病毒 

治疗依从性的影响 
现代医药卫生 

 

 

湖北省肝胆疾病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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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度湖北省肝胆疾病学会优秀工作者 

评选结果公示 

 

序  号 姓  名 单  位 

1 潘倩莹 湖北省第三人民医院 

2 王  芳 襄阳市中心医院 

3 邵志林 黄石市中医医院 

4 朱清静 武汉市金银潭医院 

5 田由由 十堰市太和医院 

6 张泽波 孝感市中心医院 

7 邓光锐 黄州区人民医院 

8 徐梦梅 武汉市第七医院 

9 陈  兵 谷城县第二人民医院 

10 周  鑫 武汉大学中南医院 

 

 

湖北省肝胆疾病学会 

                                          2018 年 12 月 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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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度湖北省肝胆疾病学会“十佳新闻工作者” 

评选结果公示 

 

序  号 姓  名 单  位 

1 贝  兰 湖北省第三人民医院 

2 姚  敏 襄阳市中心医院 

3 周绪锐 黄石市中医医院 

4 吴建红 武汉市金银潭医院 

5 汤  颖 十堰市太和医院 

6 曾凡志 孝感市中心医院 

7 邓卓远 黄州区人民医院 

8 王艳霞 武汉市第七医院 

9 余旭升 谷城县第二人民医院 

10 陈  茜 武汉大学中南医院 

 

 

湖北省肝胆疾病学会 

                                          2018 年 12 月 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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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度湖北省万人肝病大筛查突出贡献奖 

评选结果公示 

 

序 号 姓  名 单位名称 

1 代永安 武汉大学中南医院 

2 龚作炯 湖北省人民医院 

3 何生松 华中科技大学附属协和医院 

4 黄加权 华中科技大学附属同济医院 

5 罗欣拉 湖北省中医院 

6 张建军 湖北省第三人民医院 

7 杨  帆 湖北省中医院 

8 钟自彪 武汉大学中南医院 

 

 

 

湖北省肝胆疾病学会 

                                          2018 年 12 月 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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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度湖北省万人肝病大筛查优秀组织单位 

评选结果公示 

序号 单位名称 

1 黄石市中医医院 

2 武汉市金银潭医院 

3 太和医院 

4 孝感市中心医院 

5 襄阳市中心医院 

6 黄州区人民医院 

7 武汉市第七医院 

8 谷城县第二人民医院 

9 湖北省第三人民医院 

10 武汉大学中南医院 

 

 

湖北省肝胆疾病学会 

                                          2018 年 12 月 3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