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湘医学会字〔2020〕137 号 

 

湖南省医学会关于公布第十七届湖南医学科技奖 

获奖项目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 

    第十七届湖南医学科技奖按照《湖南医学科技奖奖励条例》规定，

经形式审查、网络评审、会议评审、项目公示和奖励委员会审批等程

序，共有 34 项医药卫生科技项目获奖，其中一等奖 6 项，二等奖 12

项，三等奖 16 项（获奖项目见附件）。湖南省医学会将对获奖项目发

放证书和奖金，奖金为一等奖每项 20000 元，二等奖每项 5000 元，

三等奖每项 2000 元。请各获奖项目所在单位进行配套奖励。 

希望获奖的同志珍惜荣誉，再创佳绩，为湖南医学科技创新发展再

立新功。同时号召全省广大医学科技工作者向获奖者学习，发扬求真务

实、勇于创新的科学精神，为湖南医学科技创新发展做出新的贡献。 

附件：第十七届湖南医学科技奖获奖项目 

 

 

                                   湖南省医学会 

2020 年 12 月 23 日 



第十七届湖南医学科技奖获奖项目 

（按获奖等级及第一完成人姓氏笔画排序） 

序号 项目名称 完成单位 主要完成人 
奖励 

等级 

1 
结直肠炎-癌演进的基础及临

床应用研究  
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  

王晓艳,沈守荣,刘  芬,赵  莲, 

邓敏子,艾飞艳,唐岸柳,张德才, 

沈照华,肖定华 

一等奖 

2 
内镜治疗贲门失弛缓症的临

床研究及应用  
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  

刘德良,罗  敏,谭玉勇,王学红,

李陈婕,吕  梁,霍继荣,段天英 
一等奖 

3 
难治性癫痫发病机制与诊疗

新技术临床转化研究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中南

大学湘雅二医院,中国人

民解放军国防科技大学,

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  

肖  波,龙莉莉,冯  莉,杨  利,

曾令李,龙泓羽,胡德文,刘  鼎,

周  昊,肖文彪 

一等奖 

4 
乳腺癌的发生发展机制及其

靶向药物研究  

南华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清华大学深圳国际研究生

院  

祖旭宇,钟  警,文格波,申莹莹,

刘江华,蒋宇扬,曹仁贤 
一等奖 

5 
慢性疼痛爆发痛的基础与临

床研究  
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  

黄  东,阎雪彬,周浩宬,李  欣,

杨  慧,曹启旺,唐轶珣,苏  晨, 

张先红,甘丽,章饶香  

一等奖 

6 

天然免疫分子PLUNC阻遏鼻咽

上皮“炎癌”恶性转化的机制

研究  

湖南省肿瘤医院,中南大

学湘雅三医院 ,中南大

学  

廖前进,李夏雨,魏  芳,熊  炜,

曾朝阳,李小玲,陈  攀,杨一新,

周后德,张文玲,郭小芳,欧春麟,

杨云波,李桂源 

一等奖 

7 

儿童脑发育障碍性疾病规范

化诊疗平台的建立及病因研

究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 

尹  飞,何  芳,张慈柳,陈  晨,

彭  镜,羊  蠡,邓小鹿,段浩林,

庞  楠 

二等奖 

8 
腹腔镜胰十二指肠切除技术

体系建设及应用  

湖南省人民医院（湖南师

范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毛先海,段小辉,杨建辉,段文斌,

彭  创,周力学,田秉璋,李  霞,

蒋  波,吴金术 

二等奖 

9 
系统性硬化症的发病机制及

干预靶点研究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  

左晓霞,朱红林,李懿莎,罗卉,李

全贞,赵洪军,周亚欧,游运辉  
二等奖 

10 

基于潜伏期分娩镇痛研究的

现代化产房管理模式的建立

与推广  

湖南省妇幼保健院  

李爱媛,李  冠,陈  亮,张  洁,

杨  天,李文彦,桂玉龙,尹坚银,

阮  霞,陈  园 

二等奖 

11 

遗传性心肺疾病的基因筛查、

致病机制研究及防治策略的

创新与应用  

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  
罗  红,谭志平,郭  婷,柳  律,

陈金兰,黄  灿,罗  成  
二等奖 

12 
肺癌精准治疗关键技术的建

立与推广应用  
湖南省肿瘤医院  

杨  农,张永昌,曾  亮,蒋文娟,

熊  益,刘  利,林小平,杨海燕,

周春花,吴  芳 

二等奖 

13 
后交叉韧带损伤对膝关节影

响的系列研究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  

高曙光,李宇晟,廖  瞻,李康华,

章  灿,赵瑞波,卢邦宝,俞  芳,

雷鹏飞,邓桢翰 

二等奖 



序号 项目名称 完成单位 主要完成人 
奖励 

等级 

14 
介入放射护理理论框架设计

与关键技术的研究  

湖南省人民医院（湖南师

范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秦月兰,莫  伟,蔡益民,阳秀春,

石泽亚,汤  珂,李玉莲,刘爱玲,

方  元  

二等奖 

15 

躯体化障碍全身不适反复求

医的脑神经环路异常及其与

性格相关研究  

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广

西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

院  

郭文斌,赵靖平,欧阳盼,苏琴基,

刘  风,陈晋东,张治坤,潘  攀,

李然然,韦淑宝 

二等奖 

16 
健康商数的测评及提升技术

应用  

中南大学,常德职业技术

学院  

郭  佳,唐四元,丁郭平,孙  玫,

施丽冰,王红红,何国平,吴  斌 
二等奖 

17 
肾移植护理管理模式的构建

与技术推广  
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  

谢建飞,刘  佳,严  谨,丁四清,

刘立芳,吴小霞,龚丽娜,张秋香,

毛  平,刘  欢 

二等奖 

18 
急性胰腺炎重症化机制及临

床防治的系列研究  

湖南省人民医院(湖南师

范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谭超超,黄  莹,邓中华,曹友德,

史  苇,吴  意,李云峰,黎村艳,

蒋  薇,王宇鹏  

二等奖 

19 
儿科医学援外创新和效果研

究  
湖南省儿童医院  

朱丽辉,王  莉,丁  向,谭李红,

祝益民,梁游游,高喜容 
三等奖 

20 

青蒿琥酯抗结核分枝杆菌药

物敏感性及其分子机制初步

研究  

长沙市中心医院  
向延根,马小华,潘建华,石国民,

喻容,万智敏 
三等奖 

21 
慢性肾脏疾病的发病机制研

究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中南

大学湘雅二医院  

肖湘成,唐文彬,袁琼婧,刘伏友,

肖  平,周巧玲,陈立平 
三等奖 

22 
双气囊电子小肠镜在小肠疾

病中的应用研究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  

冷爱民,伍仁毅,张桂英,冯莉娟,

彭杰,练光辉  
三等奖 

23 

拒绝气管插管的慢性阻塞性

肺疾病呼吸衰竭患者无创正

压通气研究  

湖南省人民医院(湖南师

范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长沙市第一医院  

李建民,关晶,刘志光  三等奖 

24 
中国人群腓骨肌萎缩症的分

子遗传学研究  
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  

张如旭,李小波,黄顺祥,刘  蕾,

资晓宏,谢雍之  
三等奖 

25 
重症肌无力个体化治疗的临

床和基础研究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  

杨  欢,罗朝辉,曾秋明,徐立群,

董晓华,尹炜凡,欧阳松  
三等奖 

26 
气体信号分子H2S拮抗心肌纤

维化及其内在机制研究  

南华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南华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杨  军,褚  春,刘茂军,张晶晶 三等奖 

27 

miRNA、细胞因子、转录因子

调控网络在骨代谢中的作用

研究  

湖南省人民医院(湖南师

范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杨  丽,赵新兰,罗函颖,陈  凯,

唐  卓,陈立平  
三等奖 

28 

不同药物和技术对肝脏缺血

再灌注损伤的保护作用及机

制研究  

湖南省肿瘤医院  
杨金凤,孙辉平,邹双发,刘景诗,

高星杨,彭艳华,薛阳辉  
三等奖 

29 

基于互联网的信息化健康教

育模式关键技术构建与应

用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  
周  阳,曾必云,苏曼曼,彭芳敏,

谢  杰,冷  屹,李宇晟  
三等奖 



序号 项目名称 完成单位 主要完成人 
奖励 

等级 

30 

湖南地区H型高血压危险因素

研究及血浆HCY在心衰病程中

的影响  

湖南省人民医院（湖南师

范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洪秀琴,王  佳,彭  友,李  璟,

曾丹,陈  键,王淑玲 
三等奖 

31 
药物素养和用药安全管理模

式的构建与技术推广  
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  

钟竹青,郑  凤,丁四清,罗爱静,

段应龙,沈志莹,胡德华 
三等奖 

32 
抑郁障碍疗效预测相关系列

研究  

湖南省人民医院（湖南师

范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湖南省脑科医院  

喻  妍,杨  栋,张宏耕,傅锦华,

杨  萍  
三等奖 

33 

静息态磁共振在神经相关眼

病精准诊疗体系中的作用及

临床研究  

南华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谭  钢,邵  毅,贺李娴  三等奖 

34 

Prx-1促进骨肉瘤增殖与侵袭

转移及其对骨肉瘤预后影响

的研究  

株洲市中心医院  
蔡安烈,曾  伟,蔡伟良,肖  涛,

吴波文,刘欢欢,刘荆陵  
三等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