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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北京大学第一医院举办全国第十二届常见关节肌肉伤病的
康复评定和康复治疗技术学习班
自 2004 年以来，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康复医学科已举办十一届常见关节肌肉伤病康复评定和康复治疗培训班。其间系列
讲授了脊柱和四肢关节康复评定和包括关节松动术在内的康复治疗技术，
获得业内同行赞誉。2017 年我们翻译出版了著名生
物力学专家 Stuart McGill 教授的《腰部疾患：
循证预防与康复》，
并邀请 McGill 教授亲授学习班。今年，
我们将邀请曾多次担任
学习班主讲教师的英国运动损伤物理治疗学会主席 G. Smith 教授，
以及《腰部疾患：
循证预防与康复》的主译王宁华教授、顾新
教授和谢欲晓教授，围绕腰痛讲授 Maitland、Mckenzie 方法及 Stuart McGill 的理念，希望在传授知识和技术的同时展示三者的
特点，为学员提供多视角的临床思维，也希望在分享和讨论中规范和更新腰痛康复治疗的观念，提升临床诊疗水平，相信将是
一场权威专家间思想碰撞的盛宴。学习班将注重临床诊疗思路的讲授，以及康复评定和治疗技术的演示，突出实用性。授课
内容不仅有助于治疗师学习规范的治疗技术，更有助于提高康复医师临床思辨能力和评估技能。时间 2019 年 4 月 25—28 日
（24 日全天报到）。学费 3000 元（包括译著《腰部疾患：
循证预防与康复》1 本），
食宿自理。考核合格者授予国家级继续教育 I 类
学分 8 分。报名请于 4 月 15 日前联系李文竹老师，邮箱:bamboolna@sohu.com，咨询电话：010-83572455 或 010-83575162。报
到地点：
北京市西城区西什库大街 7 号，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第二住院部一层 A 区康复医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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