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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中国生命关怀协会人文护理专业委员会第一届
第三次学术年会暨优质护理与护患沟通国际研讨会（第二轮征文通知）
尊敬的各级领导、人文护理专委会委员：
伴随着健康中国的使命和责任，当代护理科学逐步向以生命周期健康管理与
人文关怀并重的专业护理迈进。在 2016 年武汉全球人文关怀会议的助推之下，
一年来专委会全体委员和全国护理同行共同努力，对人文护理教育、临床、社区、
管理、科研等领域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模式探讨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为进一步推动
全国护理人文事业的持续发展，中国生命关怀协会人文护理专业委员会决定主办
2017 年学术年会暨优质护理与护患沟通国际研讨会，以“海纳百川、仁爱臻善”
为主题，诚邀海内外护理人文、医学人文及跨学科专家、学者、全国护理同行相
聚古城苏州，共商护理人文事业发展之大计。
会议特邀中国工程院院士阮长耿教授、北京大学王一方教授、中国人民解放
军第二军医大学姜安丽教授、台湾知名护理专家李选教授以及美国、英国、荷兰
等 60 多名海内外深具影响的重量级专家学者担任本次研讨会的主讲和专题演讲
嘉宾，就人文护理理论与科研、人文护理管理与伦理、人文护理教育与培训、
生命周期与特殊专科护理人文关怀、中医与社区护理人文关怀五个主题进行征文
与研讨。期待在你们的支持下，以护理人文的新理论、新实践、新成果与大家共
享，亲身感受以“至德精神”为代表的吴文化深厚的中华文明底蕴、感受“养天
地正气、法古今完人”的苏大文化，群贤毕至，共襄盛举！（本次学习班可获得
国家级 I 类继续教育学分 10 分）
一、会议主办单位：中国生命关怀协会人文护理专业委员会
承办单位：苏州大学/护理学院、附属第一医院
协办单位：北京大学护理学院
北京协和医学院护理学院

上海第二军医大学
解放军广州总医院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
江苏省护理学会
苏州市卫计委
苏州市护理学会
二、会议时间：2017 年 8 月 25-28 日（25 日全天南林饭店报到，28 日撤离）
三、会议地点：
主会场：苏州市南林饭店国宾馆（8 月 26 日）
专题分会场：苏州大学本部校区（8 月 27 日）
四、会议内容：
1、开幕式：国家卫计委相关领导、相关学会及协会领导致辞。
2、专家学者视野：海内外著名专家学者主题演讲。
3、人文群贤论点：设 5 个分会场，有 40 多名护理人文、跨学科精英就相关
医学护理人文专题演讲。
4、优秀论文交流：在本次会议征文中择挑选优秀论文分别在大会交流。
5、壁报交流展示：在征文中选取富有护理人文特色的新理论、新方法、新
事物、新成果通过壁报特别展示交流。
6、特色人文演示：河南省护理学会护理伦理与人文尖峰对决赛和广州军区
总医院国防护理人文展示。
7、论文优胜单位组织奖和优秀论文奖的评选及颁奖。
8、人文护理示范基地授牌仪式。
9、中国生命关怀协会人文护理专业委员会全体常务委员会议。
10、8 月 28 日上午召开“护理人文理论体系构建”专题研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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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会议征文通知：
1、征文内容：人文护理理论与科研、人文护理管理与伦理、生命周期与特
殊专科护理人文关怀（含临床母婴、儿童、成人、老年护理与临终关怀）、人文
护理教育与培训、中医与社区护理人文关怀及其它相关内容。（见征文细则）
2、征文要求：
（1）中文摘要字数限 400 字、文题限 25 字。中文摘要内容应包括题目、作
者单位、作者姓名、研究目的、研究方法、研究结果、结论、关键词 3-5 个。第

一作者邮箱、手机号码（字体：宋体小四号字；行间距 1.5 倍）。
（2）英文摘要字数限 320 字、文题限 65 个字符。英文摘要内容应包括 Title，
Institution，Author(s)，Objectives，Methods，Results，Conclusion，3-5Key Words，
Author’s email，Phone Number（字体：Times New Roman12 号字；行间距 1.5 倍）。
（3）所有论文投稿均需投递全文，以便优秀论文评选及交流。
3、投稿方式：采用电子邮件投稿，邮箱号：15995883645@163.com 即日开始
投稿，主题请标明“***专题+第一作者+单位+2017 人文护理专业委员会年会征
文”。
4、投稿截止日期：2017 年 07 月 10 日。
5、征文录用结果发布：稿件将由海内外专家评阅，选取优秀论文进行大会
交流或壁报展示。2017 年 08 月 01 日前公布入选名单。
六、参会报名方式
代表无论投稿与否，均欢迎参会。参会报名方式如下：
1、网站注册报名：http://hlxy.suda.edu.cn/,点击会议报名飘窗。内容填写完
整，及时汇款，汇款单位信息见备注栏。如有说明情况，请在说明栏内填写清楚。
2、邮箱报名：15995883645@163.com 请在邮件主题栏内写明：姓名+工作单
位+职称职务+手机号码+邮箱；如同一单位有多名人员参会，请在正文中按以上
格式依次标明。
七、会务费（含注册费、资料费、证书费、餐费，不含交通费、住宿费）
网站提前报名者优惠 200 元/人，即普通会员 1000 元，江苏省内会员 800
元，学生（凭学生证）600 元。如现场缴费，则在此基础上增加 200 元/人。
八、住宿及交通
住宿安排：参会代表请提前预订，如有特殊要求，最终由会务组统一调配。
（1）南林饭店（地址：苏州市十全街滚绣坊 20 号）
房间情况：山水楼单、标间 400 元（含早）；园中楼单、标间 530 元（含早）
（2）东吴饭店（地址：苏州市十全街吴衙场 24 号）
房间情况：单、标间 300 元（含早）
九、联系人
会务：孟红燕、王方星 0512-6512509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