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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16年全国结核病防治优秀科普作品获奖单位和个人名单 
 

影  像  类 

一等奖（共 5名） 

作品名称 制作时间 第一作者 选送单位 联系人 

《会呼吸的房子》 2015 上海市疾控中心、上海市防痨协会 上海市疾控中心 陈静 

结核病防治系列宣传片 2015.3 防控科 北京结核病控制研究所 赵瑶 

美丽的误会 2014.08 陈亮 广东省结核病控制中心      吴惠忠 

痨有所医 2015.12 詹鸣 湖南省卫生计生委 肖涛 

关注结核，关爱健康 2015.3 何金戈 四川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结防所 何金戈 

 

二等奖（共 10名） 

作品名称 制作时间 第一作者 选送单位 联系人 

结核分枝杆菌自传/校园防控结核病 2015.1 李朋 上海市浦东新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李明宏 

《因为有你》光影剧 2015.3 李强 上海市普陀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李强 

遇见爱 2015.8 昝定强 四川省石棉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杨波 

不同人群的肺结核防控、耐多药肺结核防控、肺结

核的基本知识 
2015 王晓萌 浙江省防痨协会 何铁牛 

“核”你在一起 2015.12 詹鸣 湖南省卫生计生委 肖涛 

结防人礼赞 2013.12 钟球 广东省结核病控制中心 钟球 

结核病宣传片 2015.3 朝阳区结核病门诊部 北京朝阳区结核病门诊部 俞南 

Flash:动漫 2015 纪淑英、李源、刘校麟 山东淄博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李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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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名称 制作时间 第一作者 选送单位 联系人 

《健康金管家》潜伏的致命病菌 2015.3-4 湖北省 CDC 湖北省结防所 
湖北省预防医学科学院疾病预防控

制中心传染病防治研究所 
张梦娴 

结核病防治科普宣传片 2015 黑龙江结核病预防控制中心 黑龙江结核病预防控制中心 王彦富 

 

三等奖（共 20名） 

作品名称 制作时间 第一作者 选送单位 联系人 

火娃就诊记 2013.6 唐玉 四川省自流井区疾控中心 唐玉 

光盘 2015.12 刘曦 北京海淀疾控 张海霞 

结核病防治视频 2013 文韬 成都市龙泉驿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文韬 

短片：亲，你知道结核病么 2014 胡妮 陕西西安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胡妮 

我要当医生 2015.12 洪晓忠 广东汕头市结核病防治所 黄岚 

防治结核病系列专题片/ 

关爱生命，防治结核病 
2014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刘方梅 

小品-结防二三事 2015.9 曹红 安徽合肥市疾控中心 张欢 

结核病知多少 2015.12 宜昌市结核病防治所 湖北宜昌市疾控中心 刘晓俊 

控制耐药结核病，健康生活每一天 2014.3 烟台市疾控中心 山东烟台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高少波 

结核病知识电视系列讲座 2015.7 陕西省结核病防治研究所 陕西省结核病防治研究所（三期） 乔文翠 

抓捕结核菌 2015.3 郭默然 河北石家庄市疾病控制中心 刘红田 

宣传视频 2015 川师志愿者团队 成都市金牛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唐静 

防治结核 健康颂（小品） 2013.11 张勇 山东泰安市结核病防治中心 孟凡亮 

接招吧，结核君 2015.9 刘晓雨 山东济南市疾控中心 张明玉/刘晓雨 

健康在行动-关注结核病防治 2015.3.25 黄东云 云南普洱市预防医学会 刘俊伟 

关爱患者，防治结核 2015.1 史琰琰 上海市普陀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史琰琰 

防治结核病，健康你我他 2015.3 熊静帆 深圳市慢性病防治中心 管红云  

Flash：肺结核防治公益片 2013.2 王忠东 山东青岛市疾控中心结防科 吴洁 

关爱结核病人治疗 2015 云南省防痨协会 云南省防痨协会 苏玮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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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名称 制作时间 第一作者 选送单位 联系人 

肺结核视频宣传 2014．1 熊猛 贵州省防痨协会 熊猛 

 

优秀奖（共 26名，排名不分先后） 

作品名称 制作时间 第一作者 选送单位 联系人 

青少年结核病防治知识 2015.11.19 张娜 丹东市结核病防治所 张娜 

4 幸福康乐，没有结核（甘肃越野摩托车河滩拉力赛）

/防治肺结核，你我共参与 

2004.3 和

2005.3/2015.12 

 

马占彪/王铂 
甘肃省防痨协会 王铂 

《结核病防治知识公益广告》 2015.11 宿成君 高密市结核病防治所 宫国 

电视台《卫生新视界》报道/海林电台报道结防所宣

传防治知识 
2015.3/2014.3 于红/卜巍 黑龙江省牡丹江市结防所 郝晓丽/田庆岩 

视频 2013 吉林省结核病防治科学研究院 吉林省结核病防治科学研究院 于宝柱 

健康教育进校园-我们为健康护航/莱州市慢性病防

治院结核病宣传视频（优酷网） 
2013.12 张国强/郑亮 莱州市慢性病防治院 郑亮 

耐药结核病宣传短片 2013.2 大连市结核病医院 辽宁省防痨协会 朱爱君 

临沂市“百千万志愿者”结核病防治传播行动资源

科 
2013.3 马云波 临沂市结核病防治中心 马云波 

你我共同参与，依法防控结核 2015.3 宁波市疾控中心 宁波防痨协会 于梅 

《健康彩虹》 2014 曲艳 蓬莱市结核病防治所 张远忠 

Flash：肺结核防治公益片 2013.2 王忠东 
青岛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结核病防

制科 
吴洁 

宣传照片 2014 溪亚娜 山东省临沂市罗庄区结核病防治所 陈彦 

营造幸福家（照片） 2015 新南幼儿园 上海市奉贤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徐春华 

控制结核病，健康呼吸每一天 2013.3 上海市虹口区疾控中心 上海市虹口区疾控中心 黄忆 

结核病防治专家做客闵行人民广播电台《闵行零距

离》直播 
2015.3 唐利红 上海市闵行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马琼锦 

视频 2015 上海市松江区疾控中心 上海市松江区疾控中心 洪建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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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名称 制作时间 第一作者 选送单位 联系人 

结核宣传片及新闻 2015.9 刘平 四川江油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刘平 

结核病等重大疾病防治宣传材料 2015 
四川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青年志愿

者团队 
四川绵阳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孙宏英 

《防治结核 共享健康志愿者在行动》宣传片 2015.2 区疾控中心结防所 四川省乐山市五通桥区疾控中心 任海鹰 

控制结核 福祉百姓 2013.1 王彬 四川省宜宾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王彬 

结核病知识宣传一条街音乐相册 2015.4 杨明利 泗洪县疾控中心 魏枫 

健康快车活动剪辑/学生志愿者基地互动 

集锦/社区志愿者基地活动集锦 

2013.7/2015.11

/2015.11/2015.

11 

杨旭/傅衍勇/庞学文/庞学文 天津市结核病控制中心 万莹 

动画片《人类杀手-结核杆菌》/动画片《痰液标本

的采集及注意事项》 
2015.12/2013.5 张淑兰/温州市疾控中心 温州市防痨协会/温州市疾控中心 张淑兰 

志愿者在行动 2014 左艳琳 襄阳市结核病防治院 程文 

结核病知多少 2015.12 宜昌市结核病防治所 宜昌市疾控中心 刘晓俊 

淄川区疾控中心结核病防控知识/淄博市疾控中心

结核病防治知识片/沂源县疾控中心结防科普片/淄

博职业学院结防宣传动漫/张店区实验中心结核病

防治知识动漫/张店区疾控中心结防知识宣传/高青

县结防所结防动漫 

2015 
纪淑英/李源/孙璞/杨晓忠/刘校麟/

徐斐/张汝卿 
淄博市疾控中心 李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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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  术  类 

一等奖（共 5名） 

作品名称 制作时间 第一作者 选送单位 联系人 

成都市武侯区结核病防治简笔画 2013.3 武侯区卫计局鲁斌 成都市武侯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局 郑森平 

无“核”童画 2015.12 重庆市结核病防治所 重庆市防痨协会 张理翌 

连环画-小明的健康课 2015.11 李佳颖 贵州省疾控中心健康教育所 李佳颖 

你我共同参与/剪纸 2015 沈林青 上海市奉贤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徐春华 

宣传画册 1-3 2014 绵阳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四川绵阳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孙宏英 

 

二等奖（共 10名） 

作品名称 制作时间 第一作者 选送单位 联系人 

公交车车体广告 2015 宁波市疾控中心 宁波防痨协会 于梅 

海报-关于肺结核 2015 甘连金、周黎 四川省资中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周黎 

宣传画、年历 5 张 2013-2015 徐晓敏 安徽省结核病防治研究所 孙莹 

海报-咳嗽请带口罩 2015.3 王勐 杭州市疾控中心 王勐 

海报-你我共同参与依法防控结核-百千万志愿者在

行动 
2014.2 吴洁 青岛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结核病防制科 吴洁 

学校结核病征画活动 2013 鄞州疾控中心 宁波防痨协会 于梅 

预防结核从我做起 2015.12 孙浩 石景山区疾控结核病防治所 孙浩 

防治结核病 2013  沐阳县疾控中心 谢观利 

积极防治肺结核（海报） 2015 熊静帆 深圳市慢性病防治中心 谭卫国 

10 幅画 2015 四川省西昌市疾控中心 四川省西昌市疾控中心 
四川省西昌市疾控

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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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等奖（共 20名） 

作品名称 制作时间 第一作者 选送单位 联系人 

浙江省高校结核病防治口号/标志征集活动作品集 2013 王晓萌 浙江省防痨协会 何铁牛 

宣传画 2015.3 张明玉 济南市疾控中心 张明玉 

海报 20113 文韬 成都市龙泉驿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文韬 

宣传折页 2013.11 王红波 辽宁省防痨协会 姜家怡 

宣传画 2016.1 徐翠林 雨花台区疾控中心 徐翠林 

年历-羊年年画/海报 2015.1 陕西省结核病 陕西省结核病防治研究所 乔文翠 

防治结核健康你我宣传画 2016.1 吴丹榕 南京市疾控中心 吴丹榕 

海报 2013.2 吴洁 青岛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结核病防制科 吴洁 

阜新市小学生结核病防范基础知识宣传图片-----结

核地鼠无处可逃 
2015.12 吴莹 阜新市疾控中心 吴莹 

洗手间结核病宣传牌 2015.6 周碧波 宁波防痨协会 于梅 

海报-你我共同参与消除结核危害 2015.3 刘学法 潍坊市结核病防治中心 刘学法 

你我共同参与依法防控结核 2015.3 防控科 北京结核病控制研究所 赵瑶 

海报-防治结核病健康你我他 2013.1 郑亮 莱州市慢性病防治院 郑亮 

宣传画册 2014.9 熊猛 贵州省防痨协会 熊猛 

创意大赛海报 2014 胡妮 西安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胡妮 

校园结核病知识宣传海报 2014.2 大连市结核病医院 辽宁省防痨协会 朱爱君 

海报-你我共同参与依法防控结核 2015.1 王忠东 结核病防制科 吴洁 

海报-你我共同参与依法防控结核 2015.3 山东省诸城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山东省诸城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齐玉明 

你我共同参与，消除结核危害等 2013-2015 黄岚 汕头市结核病防治所 黄岚 

元宵花灯结核病宣传图片 2014.2 陈庆 黑龙江省牡丹江市结防所 范晓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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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秀奖（共 32名，排名不分先后）： 

作品名称 制作时间 第一作者 选送单位 联系人 

海报-国家减免政策/海报-咳嗽礼仪 2015 刘艳红 安阳市结核病防治所 刘艳红 

康步道宣传栏、灯箱布等(纸质）/防治宣传展架(纸质） 2015 成华区疾控中心 成都市成华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黄璐 

结核病宣传系列海报一/结核病宣传系列海报二 2015 唐静 成都市金牛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唐静 

海报-你我共同参与，消除结核危害 2015.3 蔡习利 成都市青羊区疾控中心 蒲春荣 

丹东市结核病防治所宣传作品 2015 张娜 丹东市结核病防治所 张娜 

海报-让每一次呼吸更健康 2015.3 来永强 高密市结核病防治所 宫国 

海报（肺结核） 2014.12 孙波 哈尔滨市结核病防治所 王乐菊 

2015 年度结防知识宣传画 2-14.11.30 蒋建国 河南省疾控中心 蒋建国 

金羊贺岁-宣传年画/羊年大吉 2014 黑龙江结核病预防控制中心 黑龙江结核病预防控制中心 王彦富 

宣传年画/宣传贴 2013.12/2015.1 王伟 黑龙江双鸭山市结核病防治所 王伟 

宣传单、宣传折页 2015 孙仕丽 剑阁县疾控中心 孙仕丽 

TB/HIV 双感宣传卡片 2014 潘晶晶、李娴 江苏省疾控中心 潘晶晶 

泰州市 2015 年 324 活动宣传展板 2015.2 泰州市疾控中心 江苏省泰州市疾控中心 张洵 

学校结核病核心知识宣传海报/学校结核病核心知识宣

传画 
2014.9 临沐县结核病防治所 临沐县结核病防治所 刘娟 

结防知识宣传年画 2015.11 李平 龙江县结核病防治所 李平 

海报-核心信息 2015 张远忠 蓬莱市结核病防治所 张远忠 

宣传画-你我共同参与，依法控制结核 2015.3 卢纪绪 山东省日照市结核病防治所 卢纪绪 

肺结核宣传版面 2015 陈海峰 上海市嘉定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冯燕 

展板-你我共同参与，依法防控结核 2014 顾凯侃 上海市静安区疾控中心 顾凯侃 

肺结核大众宣传画（2 幅） 2014.1 杨圣元 上海市闵行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马琼锦 

遇见爱宣传海报电子版 2015.8 昝定强 石棉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杨波 

结核宣传画册/重大专项工作画册 2015.8 刘平 四川江油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刘平 

结核控制 重于泰山/海报-你我共同参与 依法防控结

核 
2014.2/2015.3 刘庆福 泰安市结核病防治中心 孟凡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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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名称 制作时间 第一作者 选送单位 联系人 

宣传展板（光盘） 2015.7 董校 天津市滨海新区大港结核病防治所 董校 

宣传画《你我共同参与，依法控制结核》 2014.3 温州市疾控中心 温州市疾控中心 张淑兰 

武汉市医疗保健机构健康教育处方/武汉市结核病医疗

救助政策 
2013.12/2015.3 南晶/鲁周琴 武汉市结核病防治所 南晶/鲁周琴 

结核病健康教育手册（汉语维语） 2015 孟桂云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胸科医院 孟桂云 

珍惜每次健康呼吸 2015.3.17 刘瑶瑶 宿迁市疾控中心 景寒阳 

控制耐药结核病，健康生活每一天/你我共同参与，消

除结核危害 
2014.3/2015.3 烟台市疾控中心 烟台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高少波 

海报-“防治结核 共享健康” 2014.3.4 赵万里 烟台市莱山区疾病控制中心 赵万里 

关爱结核、人人有责 2015 云南省防痨协会 云南省防痨协会 苏玮玮 

图册（光盘） 2015 东俊凯、李雪雪 淄博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李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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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字  类 

一等奖（共 5名） 

作品名称 制作时间 第一作者 选送单位 联系人 

重点人群结核病防治知识宣传系列手册 2014-2015 上海市疾控中心，上海市防痨协会 上海市疾控中心 陈静 

浙江省中小学生结核病防控征文活动获奖作品集 2013 王晓萌 浙江省防痨协会 何铁牛 

北京市 2013 年结核病防治公益征文优秀作品集 2013.4 防控科 北京结核病控制研究所 赵瑶 

学生版防治结核病手册 2015 黑龙江结核病预防控制中心 黑龙江结核病预防控制中心 王彦富 

结核病防治百题问答 2013.3 北京胸科医院结核科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胸科医院 高孟秋 

 

二等奖（共 10名） 

作品名称 制作时间 第一作者 选送单位 联系人 

科普丛书系列 2014.12 孟炜丽 西城区疾控 李慧颖 

预防结核病让肺常青 2013.8 陕西省结核病防治研究所 陕西省结核病防治研究所 乔文翠 

《莫愁》杂志 2012-2015 潘晶晶 江苏省疾控中心 潘晶晶 

结核病防治科普知识手册（藏、彝、汉三语） 2015.3 武侯区卫计局鲁斌 成都市武侯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局 郑森平 

农民“画”健康 2015 上海市金山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上海市金山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干卫红 

结核病患者的健康宣教系列/折页-结核病出院患者

健康教育指导卡（汉语维语） 
2014/2015.4 孟桂云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胸科医院 孟桂云 

北京结核病防治系列、PPD 强阳性系列宣传书签 2015.11、12 防控科 北京结核病控制研究所 赵瑶 

基层结核病防治日志 2015.11 田丹 武汉市结核病防治所 田丹  

帮你认识结核病小册子（宣教版）（转诊版） 2015 刘艳红 安阳市结核病防治所 刘艳红 

结核病防治系列手册 2014.7 郑亦慧 
上海市普陀区疾控中心、上海市疾病中心、

上海市防痨协会 
郑亦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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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等奖（共 20名） 

作品名称 制作时间 第一作者 选送单位 联系人 

2015 年学校宣传展板 2015 谭卫国 深圳市慢性病防治中心 谭卫国 

靖江市民健康手册 2013 张洵 泰兴市疾控中心 张向 

肺结核患者健康管理服务手册 2015 溪亚娜 山东省临沂市罗庄区结核病防治所 陈彦 

防治结核病 健康你我他 2014.3 黄岚 汕头市结核病防治所 黄岚 

折页-八折页/你我共同参与消除结核危害手册 2015 马永成 青海省结核病防治所 康森 

青少年结核病防治手册、肺结核患者知识读本 
2015.3/201

4.1 
陕西省结核病 陕西省结核病防治研究所 乔文翠 

结核病健康手册 2015 厦门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福建省防痨协会 黄智忠 

《居民结核病知识读本》 2015.3 山东省诸城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山东省诸城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齐玉明 

学校 PPD 筛查相关知识宣传书签 2015.12 孙缅联 丰台区疾控 张东彦 

西安市保肺行动青少年学习手册 2014 胡妮 西安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胡妮 

《蓬莱市全民健康文明生活方式》 2013 张远忠 蓬莱市结核病防治所 张远忠 

折页-结核病防治知识患者就诊须知 2015.08 陈玉萍 江西省景德镇市第五人民院 陈玉萍 

学生宣传手册 2015 黄智忠 福建省防痨协会 黄智忠 

宣传小册子《结核病防治常识》 2014.3 李敬新 天津市结核病控制中心 万莹 

讲故事，防结核 2015.12 张淑兰 温州市防痨协会 张淑兰 

学校结核病防治手册 2014.2 张莹晖 哈尔滨市结核病防治所 王乐菊 

结核病宣传展板（20 块） 2015.3 珠海市慢性病防治中心 珠海市慢性病防治中心 陈子凯 

科普读本 2015.10.29 刘晓南 
黑龙江省七台河市疾控中心结核病防

制科 
丁瑞 

广播剧文稿-结核病防治知识/小品文稿-传染恐惧症 2013 江西省疾控中心结防所 江西省疾控中心 郭益祥 

小册子《耐多药肺结核病人治疗管理手册》 2014.6 单志力 温州市疾控中心 张淑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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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秀奖（共 55名，排名不分先后） 

作品名称 制作时间 第一作者 选送单位 联系人 

防痨歌 2015 成华区疾控中心 成都市成华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黄璐 

折页/宣传单/肺结核预防宣传手册/“阻结止艾”系列活动之结核

艾滋公益宣传作品征集大赛/金牛区结防健康促进讲师团 
2014 唐静 成都市金牛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唐静 

折页/折页-政府帮助您治愈结核病/宣传单/宣传单-致师生的一封

信/宣传单/宣传单 
2013 文韬 成都市龙泉驿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文韬 

防治结核健康和谐系列折页/你我共同参与依法防控结核系列折页 2015.11 张芳 崇文区结防所 张芳 

折页-你我共同参与依法防控结核（学生版） 2015.1 李延丽 大庆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李延丽 

防治结核造福人民折页/肺结核核心知识卡片 2015/2014 王学才 德清县疾控中心 唐智峰 

展板宣传单 2014.3 丁秀芹 东台市疾控中心 丁秀芹 

折页-2013 年《你我共同参与消除结核危害》/折页-2014 年《你我

共同参与依法防控结核》 
2013.3/2014.3 李杰/郭红 高密市结核病防治所 宫国 

折页-控制结核人人有责（大众）/折页-控制结核人人有责（学校） 2015.3 王勐 杭州市疾控中心 王勐 

剧本-结防二三事 2015.1 曹红 合肥市疾控中心 张欢 

结核病患者管理手册 2015.11 靳晓伟 河南省新密市结核病防治所 靳鸿建 

一种古老而又难缠的疾病 2014.4 金龙 黑龙江省传染病防治院 金龙 

折页-防控结核 健康大庆 2015.2 华春雷 黑龙江省大庆市让胡路区疾控中心 华春雷 

“百千万志愿者”宣传手册 2013.8 张颖 黑龙江省虎林市结核病防治所 张颖 

惠城区结核病控制项目督导报告书（基层版）/惠城区结核病控制

项目督导报告书（综合医院版）/惠城区疑似肺结核患者追访通知

单/惠城区疑似肺结核患者治疗管理通知单 

2016.2 黄培生 惠州市惠城区慢性病防治站 黄培生 

网络宣传 2013-2015 徐衡 江苏省如东 CDC 徐衡 

莱州防痨 2015.1-10 郑亮 莱州市慢性病防治院 郑亮 

肺结核防治知识小册子 2014.5 陈向君 兰陵县结核病防治所 陈向君 

报纸/折页-防治结核病健康和谐 2015.3 市疾控中心 连云港疾控中心 仲崇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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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名称 制作时间 第一作者 选送单位 联系人 

折页-你我共同参与依法防控结核 2015.3 连云区疾控 连云港市疾控中心 汤新芹 

折页-健康知识宣传（结核病防治知识）/结核病患者须知/基本公

共卫生服务健康教育（结核病知识手册） 

2013.3/2015.3/

2015.11 

临沐县结核病 

防治所 
临沐县结核病防治所 

张春菊/刘娟/刘

娟 

临沂市结核病防治机构联系方式/寻找最美防痨医生 2013.3 马云波 临沂市结核病防治中心 马云波 

遏制结核共享健康 2015 沐阳县疾控中心 沐阳县疾控中心 谢观利 

肺结核患者诊疗注意事项告知书 2013.8 杨晨 南京市疾控中心 杨晨 

折页-结核病防治知识 2015 王强平 南京市建邺区疾控中心 邱晓慧 

经皮肺穿刺介入治疗难治性肺结核 2014.1 杨书华 南京市胸科医院 杨书华 

作品名称 制作时间 第一作者 选送单位 联系人 

你我共参与消除结核病危害 2014.2.15 黄东云 普洱市预防医学会 刘俊伟 

折页-你我共同参与依法防控结核-发现、治疗并治愈每一位患者/

折页-学校防治结核病知识宣传手册/折页-你我共同参与消除结核

危害/折页-你我共同参与依法防控结核 

2015.1/2015.1/

2013.2/2014.2 

王忠东/吴洁/王忠东/王

忠东 

青岛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结核病防

制科 
吴洁 

折页-健康教育宣传手册/宣传页-故事分享二/宣传页/核心信息 2014.1 宋先印 山东省滕州市结防所 宋先印 

你我共同参与消除结核危害折页 2013.1 上海市虹口区疾控中心 上海市虹口区疾控中心 黄忆 

结核病防治宣传课表（学生用） 2014.11 宋琴 上海市黄浦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宋琴 

“核”“艾”携手校园行宣传折页/折页-肺结核防治小知识 2015.11/2013.2 曹培/吴蕴华 上海市闵行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马琼锦 

特殊人群结核病防治/预防结核病创建和谐校园/你我共同参与依

法防控结核/龙华结核病宣传志愿者期待您的加入 

2014.2/2015.2/

2015.2/2015.3 

余文龙/房宏霞/陈立公/

陈秋子 
深圳市龙华新区慢性病防治中心 房宏霞 

结核病防治志愿宣传员手册 2014 
黑龙江结核病预防控制

中心 
黑龙江结核病预防控制中心 王彦富 

肺结核患者须知/可疑肺结核患者须知/肺结核密切接触者须知/防

治结核病，健康你我他/防治结核病，早发现早治疗 

2015.7/2015.7/

2015.7/2013.9/

2013.9 

深圳市南山区慢性病防

治院 
深圳市南山区慢性病防治院 郭旭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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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名称 制作时间 第一作者 选送单位 联系人 

结核病防治管理办法/折页-2015 年 324 宣传折页-学校结核知识宣

传折页/折页-2013 年防治结核折页/江油信息/给家长的一封信/折

页-黑白/结核病防治宣传材料/防治结核手抄报-黄馨怡/防治结核

手抄报-李雅洁/防治结核手抄报-欧金蓉 

2014.3/2015.3/

2015.6/2013.4/

2015.8/2013.4/

2014.6/2013.7/

2015.3/2015.3/

2015.3 

刘平 四川江油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刘平 

宣传单 1-2（肺结核防治核心信息） 2015 
绵阳市疾病预防控制中

心 
四川绵阳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孙宏英 

你我共同参与，依法防控结核/你我共同参与，依法防控结核 2015.3 区疾控中心结防所 
四川省乐山市五通桥区疾病预防控

制中心 
任海鹰 

折页-结核病防治知识 2015 甘连金、周黎 四川省资中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周黎 

泗洪县学校“健康联络员机制”在结核病健康促进工作中的应用 2015.2 杨明利 泗洪县疾控中心 魏枫 

报纸-2015 年泰安市结核病防治知识竞赛/2015 年泰安市乡村防痨

医生结核病防治巡回培训资料 
2015.4 李建之 泰安市结核病防治中心 孟凡亮 

折页-你我共同参与依法防控结核 2015.7 董校 天津市滨海新区大港结核病防治所 董校 

折页-结核病与相关疾病等 2014.3 李凤伟 天津市津南区结核病防治所 李凤伟 

区县乡镇级防痨医生培训教材提纲/课程表 2013.3 
通州区疾控结核病防治

所/康宁 
通州区疾控结核病防治所 康宁 

折页/《健康宿豫》/科学防治结核病/轻松了解结核病防治知识 
2015/2013/2014/2

013 
王贺 宿迁市宿城区疾控中心 漆苏洋 

消除耐药危害，健康你我呼吸/你我共同参与，依法防控结核-发现、

治疗并治愈每一位患者/折页-谁说“痨”不可摧，你我共同参与消

除结核危害/折页-谁说“痨”不可摧，你我共同参与依法防控结核

/折页-防治结核病，健康靠大家/折页你我共同参与，消除结核危

害/折页-预防肺结核，关爱你我他 

2015.3/2015.3/

2014.3/2013.3/

2013.3/2013.3/

2013.3 

烟台市疾控中心 烟台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高少波 

肺结核预防治疗宣传手册 2015.12.26 姜杰 
烟台市牟平区皮肤病结核病精神病

防治院 
姜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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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名称 制作时间 第一作者 选送单位 联系人 

结核病防治宣传折页 2015.3 李鹏鹏 盐都区疾控中心 李鹏鹏 

问卷/宣传粘贴/笔记本 2015 翠峦区结核病防治所 伊春市翠峦区结核病防治所 朱崇波 

折页-防治结核病，人人保健康 2016.1 徐翠林 雨花台区疾控中心 徐翠林 

折页-一起来做 PPD 大家都把结核查/折页-结核感染 

不可怕预防服药控制它 
2015.9 

中盖结核病项目办/中国

疾控中心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王倪 

书香结防 2015.12 重庆市结核病防治所 重庆市防痨协会 张理翌 

三位一体新模式抗结核防线 2015.3 许智明 
珠海市疾控中心结核病防治项目办

公室 
许智明 

折页-你我共参与消除结核危害/微信-“324 世界防治结核病日”

有奖问答活动/微信-“结核病防治知识专题宣传活动”有奖问答

活动 

2015 
珠海市慢性病防

治中心 
珠海市慢性病防治中心 陈子凯 

微信：2015 年结核病知识竞赛 2015.11 
中山大学（珠海校区）红

十字会 
珠海市慢性病防治中心 朱晓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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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  他  类 

特别奖（1名） 

健康包：国家卫生计生疾病预防控制局指导 中国防痨协会秘书处制作 2016 年“世界防治结核病日”宣传主题“社会共同努力，消除结核危

害”健康包  

选送单位：中国防痨协会秘书处  联系人：成诗明 

一等奖（共 5名） 

作品名称 制作时间 第一作者 选送单位 联系人 

拼图 2015.3.20 李朋 上海市浦东新区 李明宏 

一周便携药盒 2015.11 徐国亮 平谷区结控中心 李国红 

督导包 2014 广东省结核病控制中心 广东省结核病控制中心 陈亮 

楼层贴 2015 翠峦区结核病防治所 伊春市翠峦区结核病防治所 朱崇波 

拼音字母表/课程表 2015.4 孙长江 黑龙江省黑河市结核病防治所 吴美达 

二等奖（共 10名） 

作品名称 制作时间 第一作者 选送单位 联系人 

笔筒 2014.3 余文龙 深圳市龙华新区慢性病防治中心 房宏霞 

手巾、收纳桶、U 盘、宣传牌、钥匙扣 2014.1 万莹 天津市结核病控制中心 万莹 

“滚蛋吧！结核菌”—结核病控制微信游戏 2015.12 王勐 杭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王勐 

学生结核病系列宣传品 2015.2 许春明 房山区结核病防治所 许春明 

扇子、扑克牌、纸巾、湿巾、记事本等 2013.11 王红波 辽宁省防痨协会 姜佳怡 

结核知识 课程表（学生） 2015.1 孟凡亮 泰安市结核病防治中心 孟凡亮 

笔袋 2014 文韬 成都市龙泉驿区 文韬 

小购物车 2015.11 昌平结防所 昌平区结核病防治所 谷亚莹 

便签 2014 黑龙江结核病预防控制中心 黑龙江结核病预防控制中心 王彦富 

爱心包 2015.2 杨美霞 上海市徐汇区疾控中心 陈智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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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等奖（共 20名） 

作品序号作品名称 制作时间 第一作者 选送单位 联系人 

关爱生命健康呼吸便签本 2014.3 张正斌 武汉市结核病防治所 张正斌 

健康促进宣传品系列 2015.6 宁夏防痨协会 宁夏防痨协会 王晓炜 

中学生作业本 2014.12.20 蒋建国 河南省疾控中心 蒋建国 

结核宣传家具品套装 2015 吴惠忠 广东省结核病控制中心 陈亮 

志愿者马夹 2015 龚刚 上海市嘉定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冯燕 

《为青少年学习健康加油》练习簿 2014 徐晓敏 安徽省结核病防治研究所 孙莹 

公众结核病防治知识宣传工具包 2014-2015 上海市疾控中心上海市防痨协会 上海市疾控中心 陈静 

肺结核自测盘 2014 胥江 成都市青羊区疾控中心 胥江 

患者药箱 2015.8 昌平结防所 昌平区结核病防治所 谷亚莹 

人体秤 2014 李春 大兴区结核病预防控制中心 李春 

宣传底座 2015.9 刘平 四川江油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刘平 

削皮刀 2015.11 区疾控中心结防所 四川省乐山市五通桥区疾控中心 任海鹰 

台历 2015.12 李延丽 大庆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李延丽 

药箱 2015 龚刚 上海市嘉定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冯燕 

鼠标垫 2014.2 郝秀茹 哈尔滨市结核病防治所 王乐菊 

文具套装 2014 成华区疾控中心 成都市成华区疾控中心 黄璐 

微信健康促进宣传平台 2015 刘志东 惠州市结核病防治研究所 李晓芬 

信封、宣传袋 2015 张娜 丹东市结核病防治所 张娜 

宣传工具包 2015 于宝柱 吉林省结核病防治科学研究院 于宝柱 

纸巾盒 2014 关永春 大兴区结核病预防控制中心 关永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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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秀奖（共 68名，排名不分先后） 

作品名称 制作时间 第一作者 选送单位 联系人 

系列书签 2014 刘艳红 安阳市结核病防治所 刘艳红 

结核防治系列 U 盘（2 支）/公交卡套/PPD 强阳性

系列宣传易拉宝 
2015.12 防控科 北京结核病控制研究所 赵瑶 

纸盒/宣传扇/洗漱包/毛巾/笔筒/背包（打印）/鼠

标垫 
2014 成华区疾控中心 成都市成华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黄璐 

环保草莓袋 2013.3 田明 成都市公共卫生临床医疗中心 谢贺 

金牛志愿者袖标 2014 唐静 成都市金牛区疾控制中心 唐静 

结核病防治核心科普知识易拉宝 2013.1 张芳 崇文区结防所 张芳 

《看病》音频 2015 汪思思 德清县疾控中心 唐智峰 

扑克牌 2015.1  东阿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申志亮 

结核病随访工作笔记本 2015.12 张东彦 丰台区疾控 张东彦 

结核病防治工作记录本 2013.11 乔志成 阜蒙县结核病防治所 刘彦君 

课程表 2015.3 宫国 高密市结核病防治所 宫国 

手提袋/乡村访视记录本 2014.1/2013.4 熊猛 贵州省防痨协会 熊猛 

结核病防治记事本/宣传扇/手抽纸/纸杯 
2014.12/2015.6/

2014.12/2014.1 
王乐菊/陈占滨/徐阳/刘晓晨 哈尔滨市结核病防治所 王乐菊 

异形公交卡/卡包 2015.12/2013.3 刘曦/张海霞 海淀疾控 张海霞 

布兜/卡片/墙体广告 
2014.2/2014.2/2

013 
华春雷/华春雷/孙汝滨 黑龙江省大庆市让胡路区疾控中心 

华春雷/华春雷/吕

阳 

小学生笔记本/“百千万志愿者”宣传帽/政府免

费治疗肺结核宣传塑料袋/环保袋（健康龙江行） 
2014.2 张颖 黑龙江省虎林市结核病防治所 张颖 

“百千万志愿者”宣传胸卡/面巾纸/便签/明信片

/邮票纪念册 

2013/2015/2015/

2014/2014 
梁峰 黑龙江省鸡西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梁峰 

门诊医疗手册 2015.10.29 刘晓南 
黑龙江省七台河市疾控中心结核病

防制科 
丁瑞 

文具盒 2013.6 王伟 黑龙江双鸭山市结核病防治所 王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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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名称 制作时间 第一作者 选送单位 联系人 

拉画笔/垃圾桶/果盘 
2014.11/2015.4/

2015.4 
王伟 黑龙江双鸭山市结核病防治所 王伟 

湖州工具包 2015 湖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湖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湖州市疾病预防控

制中心 

毛巾 2015 刘婉行 怀柔结核病防治所 刘东来 

雨伞/纸杯/笔记本/环保袋/宣传展板（电子版） 2013.03 孙增勇 济南市历城区结核病防治所 张培红 

快板（词） 2015.12 蔡吉功、周毅 佳木斯市结核病防治所 蔡吉功 

软抄、抽纸 2015 孙仕丽 剑阁县疾控中心 孙仕丽 

水牌 2015.3 陈荣荣 金堂县疾控中心 熊友丽 

笔记本/圆珠笔/环保袋 2015.11 临沐县结核病防治所 临沐县结核病防治所 刘娟 

防痨医生工作日志/结核病防治宣传工作笔记 2015/2014 马云波 临沂市结核病防治中心 马云波 

结防知识宣传兜/基层结防人员工作日志 2015.12 李平 龙江县结核病防治所 李平 

结核病知识宣传水杯 2014.3 唐晓丽 密云结核病防治所 郭玉凤 

毛巾/笔筒/纸巾 2014 邱晓慧 南京市建邺区疾控中心 邱晓慧 

无纺布袋/纸杯 2015/2013 潘丽 南京市栖霞区疾控中心 潘丽 

纸杯 2015.1 徐翠林 南京市雨花台区疾控中心 徐翠林 

圆珠笔、围裙、志愿者服装、扇子等/纸盒、购物

袋/网络宣传/手机 APP-1/手机 APP-2 

2013-2015/2014/

2014-2015/2015/

2015 

鄞州疾控中心/宁波市疾控中心/宁

波市疾控中心/陈同/龚德光 
宁波防痨协会 于梅 

笔记本（精装）/笔记本（简装）/购物袋/T 恤 2015 张远忠 蓬莱市结核病防治所 张远忠 

抽纸/笔记本 2015.3/2015.4 刘圣加/张志刚 山东省滨州市邹平县结核病防治所 张志刚 

服务卡 2014.1 宋先印 山东省滕州市结防所 宋先印 

扑克牌 2013.8 陕西省结核病防治研究所 陕西省结核病防治研究所 乔文翠 

你我共同参与，依法防控结核等 2013-2014 黄岚 汕头市结核病防治所 黄岚 

漱口杯 2015 单位 上海市奉贤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徐春华 

扇子 2015.7 上海市虹口区疾控中心 上海市虹口区疾控中心 黄忆 

记事本 2014.11 宋琴 上海市黄浦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宋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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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名称 制作时间 第一作者 选送单位 联系人 

便签纸/压缩毛巾 2013 顾凯侃 上海市静安区疾控中心 顾凯侃 

微信订阅号：深圳市南山慢病院/微信订阅号：南

山 1 健康 
2014.11/2015.4 深圳市南山区慢性病防治院 深圳市南山区慢性病防治院 郭旭君 

宣传包 2015.3 姜影 石景山区疾控结核病防治所 姜影 

纸巾/扑克牌/志愿者工作证/宣传口袋/塑料袋/宣

传口袋/臂贴/草帽/扇子/热水袋 
2013.3 刘平 四川江油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刘平 

T 恤/背包/指甲剪/零钱包/棒球帽/洗漱包 2015 绵阳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四川绵阳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孙宏英 

宣传购物袋 2015.1 涪城区疾控 
四川省绵阳市涪城区疾病预防控制

中心 
王娟 

纸杯/笔/购物袋/结核病宣传举牌（纸）/碗（纸） 

2015.3/2015.11/

2014.3/2015.3/2

015.9 

区疾控中心结防所 
四川省乐山市五通桥区疾病预防控

制中心 
任海鹰 

环保袋/桌牌/扇子/毛巾/纸巾/雨伞/环保袋/六一

儿童节结核病防治知识宣传幻灯片 
2014.3 曾光宇 四川省内江市市中区疾控中心 曾光宇 

扑克牌 2015.2 杨明利 泗洪县疾控中心 魏枫 

志愿帽/环保袋/暖水袋 2015.7 董校 天津市滨海新区大港结核病防治所 董校 

指甲刀 2015 乔朝震 天津市东丽区结控中心结核科 乔朝震 

结核病核心知识宣传袋 2015.3 李德囡 天津市河西区结核病防治所 李德囡 

钥匙扣/车载挂件 2015.3 史景南/李凤伟 天津市津南区结核病防治所 李凤伟 

笔筒 2015.3 史景南 天津市津南区结核病防治所 李凤伟 

笔袋/计步器 2015.1 康宁 通州区疾控结核病防治所 康宁 

网站 2015.7 张淑兰 温州市防痨协会 张淑兰 

购物袋/笔（示意图） 2014 胡妮 西安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胡妮 

纸巾—你我共同参与消除结核危害/套尺-结核病

知识 
2014.3 孟炜丽 西城区疾控 李慧颖 

结防宣传笔记簿 2014 左艳琳 襄阳市结核病防治院 程文 

购物袋 1/购物袋 2 2013.3 烟台市疾控中心 烟台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高少波 

台历、纸巾盒 2015 广州市结核病防治所 广州市胸科医院（结核病防治所） 陈其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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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名称 制作时间 第一作者 选送单位 联系人 

健康促进宣传系列材料 2014-2015 番禺区慢性病防治站 番禺区慢性病防治站 郭婉如 

毛巾、环保袋等健康促进宣传品 2014-2015 宝安区慢性病防治院 宝安区慢性病防治院 王云霞 

杯子 2014 卫旗明 延庆区结防所 卫旗明 

宣传抽纸/烟灰缸/购物袋 2015.2 王立春 依兰县结核病防治所 王立春 

背心 2014.12 朱建秋 彰武县疾控中心 朱建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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