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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癌症康复与姑息治疗
官方微信
同步了解大会信息
在线观看学术专场

欢迎辞
尊敬的各位同道：
为了交流国内外临床肿瘤姑息治疗领域的实践经验和科研成果，积极推动我国姑息治疗学科的健康迅速发展，由中国抗
癌协会癌症康复与姑息治疗专业委员会 (CRPC) 主办，中国临床肿瘤学会、北京希思科临床肿瘤学研究基金会、安徽省抗癌
协会、安徽省立医院、安徽医科大学协办的第十三届全国癌症康复与姑息医学大会，定于 2017 年 6 月 15 日～ 18 日在合肥
举行。
本届大会的主题是“科学人文，与时俱进”
。
已有很多研究证明，姑息治疗不仅提高了恶性肿瘤患者及其照顾者的生活质量，同时也延长了患者的生存时间，姑息治
疗已经成为肿瘤规范治疗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本届大会将邀请国内、外著名肿瘤学专家进行广泛深入的学术交流，
分享实践经验和科研成果，以期全面、准确地反映当前肿瘤姑息治疗研究领域的新成就和新进展。
我们将努力使每年一度的学术盛会成为各位专家拓展国际视野，把握学科发展，提升专业能力，促进同道友谊的互动交
流平台。您的参与一定会为本次大会增光添彩，让我们携手为我国的肿瘤姑息治疗事业做出更多努力和贡献！
中国抗癌协会癌症康复与姑息治疗专业委员会
（CRPC）
2017 年 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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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日程
时间

地点

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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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6/15
08:00 -22:00 合肥丰大国际
大酒店

注册报到

2017/6/16
肿瘤相关性疲乏专场
08:00 -10:00

CRPC《肿瘤相关性疲乏专家共识》（讨论稿）发布会
暨正元胶囊全国上市会

10:15 -12:15

三楼国际厅B
13:30 -15:30

CRPC肿瘤相关性疲乏专家共识解读——张沂平
晚期肿瘤的中西医结合治疗——罗荣城
肺癌靶向专场
肺癌靶向治疗进展和思考——吴一龙
EGFR-TKI药物在非小细胞肺癌治疗中的地位——束永前
ALK融合型肺癌治疗的新进展——张力
最强联盟

08:00 -10:00

10:15 -12:15

二楼北京厅

黄诚/顾康生/范云

秦叔逵/刘端祺

消化道肿瘤专场

季楚舒/罗素霞

食管癌治疗最近进展——黄镜
晚期胃癌规范治疗及未来展望——陈正堂
胃癌围手术期——马力文
抗肿瘤血管生成治疗专场

秦叔逵/王宝成

胃癌抗血管生成靶向治疗进展——白玉贤
抗血管治疗在肠癌治疗的地位及探索——朱陵君
抗血管生成在肺癌领域的研究进展——史美琪
肝癌抗血管生成进展及与肝炎的关系——梁军
妇科视角——妇科肿瘤与抗血管生成——张国楠
“新瑞杯”癌症管理演讲辩论赛半决赛
乳腺癌专场

15:45 -17:45

王杰军/刘爱国/谢晓冬

追求无痛生存，我们永不止步——梁军
无痛医院的实践分享-疼痛诊疗在全院医疗中的重要性——罗素霞
癌痛控制新理念-及早镇痛——樊碧发

15:45 -17:45

12:30 -15:30

王华庆/罗荣城/束永前

姑息治疗研究的新进展、新方向——刘巍
中医药防治癌因性疲乏的新进展——林丽珠
放疗患者姑息治疗的研究进展——邢力刚

精准医疗时代乳腺癌辅助化疗策略——王永胜
Her2阳性乳腺癌靶向治疗进展——王树森
三阴性乳腺癌个体化治疗——王中华
中国晚期乳腺癌专家共识更新与解读——潘跃银
中国乳腺癌临床研究进展——蔡莉

徐兵河/胡夕春

大会日程
时间

地点

内容

主席

2017/6/16
中西医结合肿瘤专场

08:00 -10:00

10:15 -12:15

二楼开罗厅

13:30 -15:30

15:45 -17:45

上半场
主持人：柴可群/朱世杰
中医治疗非小细胞肺癌临床诊疗指南解读——李萍萍
晚期食管癌治疗，路在何方？——樊青霞
晚期胃癌的维持治疗策略 ——李平
讨论嘉宾:冯正权/陈小兵/张铭
下半场
主持人：李萍萍/潘跃银
胰腺癌的中西医结合治疗——华海清
中西医结合防治结直肠癌复发转移的策略——柴可群
讨论嘉宾: 管静芝/马纯政/吴福宁
学术论坛:中西医结合,路向何方？
引导讨论:华海清
讨论嘉宾:李萍萍/樊青霞/柴可群/李平
放疗专场
主持人：钱立庭、张红雁、邢力刚
肺癌的放射治疗新进展——王绿化
放疗在脑转移治疗地位的沉与浮——傅小龙
放疗疼痛全程管理的规范和实践——吴世凯
放疗患者营养支持治疗——谢丛华
精准放疗进展与挑战——邢力刚
肿瘤免疫治疗专场
肿瘤免疫基础——王俊
当今新形势下如何重新解读非特异性免疫治疗的价值——王宝成
check-point抑制剂研究及展望——斯璐
肿瘤免疫治疗的联合——朱波

李萍萍/柴可群/华海清

张力/陈元

大会日程
时间

地点

内容

主席

2017/6/16
恶性胸腹腔积液的治疗策略
rmhTNF治疗恶性胸腹腔积液的专家共识初稿——秦叔逵
肺癌恶性胸腔积液的治疗策略——宋勇
rmhTNF治疗恶性腹腔积液的病例分享——王梅
舒适镇痛专场

08:00 -10:00

10:15 -12:15

三楼迪拜厅
13:30 -15:30

癌痛的全程管理
芬太尼透皮贴剂的临床使用时机——吉爱军
阿片类药物大剂量使用管理——郑燕芳
芬太尼透皮贴剂的使用注意细节——吴晴
癌痛的全程化管理——邹宝华

15:45 -17:45

抗癌波士堂

09:00 -10:00
10:30 -11:30
13:30 -14:30
15:00 -16:00

重新审视癌痛的合理管理——刘巍
横看成岭侧成峰-舒适镇痛的不同视角——罗执芬
芬太尼用于吞咽困难患者的镇痛治疗——禇倩
芬太尼透皮贴剂治疗癌痛优化策略探讨——刘勇
CRPC《难治性癌痛专家共识》（讨论稿）发布会
难治性癌痛概述——王昆
难治性癌痛概念及标准——金毅
难治性癌痛机制——吕岩
难治性癌痛药物治疗——刘勇
PCA镇痛技术在难治性癌痛治疗中的优势及介入治疗——熊源长

二楼上海厅

化疗引起的恶心呕吐的治疗现状及新进展——王杰军/梁军/沈波
难治性癌痛诊疗现状——王昆/刘勇/金毅
以生命的名义-谈癌性恶病质的研究与探——于世英/吴敏慧
癌因性疲乏——冀学宁/柴可群/陈元

侯梅/孙国平

罗素霞/黄诚/胡冰

王杰军/王昆

王昆

大会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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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6/17
全体大会

08:30 -12:00

三楼国际厅B

主持人：梁军
国家卫计委领导致辞——李大川
致开幕词——王杰军
CRPC换届仪式
新一届主任委员致辞——秦叔逵
CRPC年度颁奖仪式
三生杯优秀论文颁奖——陈元
恶性肿瘤规范化诊疗及姑息治疗的意义——李大川
精准肿瘤学新实践——于金明
癌症恶病质治疗的现状及新进展——Eric Roeland
晚期肝癌治疗进展——秦叔逵
肠道微生态治疗——李宁
GPM最强音好病例演讲比赛总决赛

秦叔逵/王杰军
刘爱国/季楚舒

王杰军/李萍萍/陈元

主持人：张清媛/黄诚
评委嘉宾：徐波/侯梅/夏忠军/沈丽达/谢广茹/罗素霞/谢晓冬
张为民/熊建萍/王华庆/吴敏慧

14:00 -18:15

肿瘤相关肝损伤、呕吐及骨相关事件专场

14:00 -16:00

二楼北京厅

16:15 -18:15

上半场
陆舜/冯继锋/陈振东
药物性肝损伤的国内外新进展——茅益民
“异甘草酸镁预防肿瘤化疗相关性肝损伤临床研究”汇报——白莉
CINV全程管理策略——姚阳
口服止吐药在CINV防治中的作用和价值——孙元珏
梁军/潘跃银
下半场
骨转移治疗最新进展——张红梅
肿瘤化疗相关恶心呕吐与PPI应用——于世英
国产注射用艾司奥美拉唑辅助化疗典型病例1
国产注射用艾斯奥美拉唑辅助化疗典型病例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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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6/17
恶性肿瘤骨转移高峰论坛

14:00 -18:15

二楼开罗厅

恶性肿瘤骨转移临床诊断的现状和问题——王臻
探讨乳腺癌骨转移机制的价值——陆劲松
中国恶性肿瘤骨转移患者诊疗情况调查总结报告-扬帆计划
——张力
讨论：陈佳艺/刘强/张沂平/孙涛/崔同建/蔡莉/王佳蕾
靶向治疗模式下肺癌骨转移新进展——卢铀
乳腺癌骨转移患者的长期管理问题——胡夕春
前列腺癌骨转移临床治疗研究新进展——华立新
讨论：朱波/沈赞/王树森/佟仲生/张红梅/张海梁/赵琼/王彩霞
胃肠肿瘤专场

14:00 -16:00

三楼迪拜厅

癌痛个体化治疗专场

李宁/谢丛华/孙国平

刘端祺/胡长路/吴敏慧

口服与PCA癌痛管理优化策略多中心临床研究实践——宋建国
癌性重度疼痛患者口服吗啡快速滴定临床效果观察——罗以
癌痛与姑息治疗全程全面管理策略——刘波
癌痛个体化治疗临床实践与体会——解方为

14:00 -16:00

二楼巴黎厅
16:15 -18:15

秦叔逵/梁后杰

姑息治疗在胃癌全程管理中的价值——刘巍
转移性结直肠癌的维持治疗策略——顾康生
胃癌转化性治疗的现在和未来——梁军
外科医师在恶性肿瘤姑息治疗中的作用——顾晋
肿瘤营养专场
肿瘤病人营养——Michael Chourdakis
肿瘤代谢特点与靶向药物靶点——张小田
恶液质和药理营养素——王凯峰
肠外营养的合理性与安全性——丛明华

16:15 -18:15

于世英/张力/吴穷

肿瘤相关造血因子专场
主持人：尚书
肿瘤相关性贫血的危害——刘勇
肿瘤相关性贫血数据调查及示范病房项目总结——宋正波
如何重视贫血的治疗
评委：姚阳、张沂平、邵宗鸿
早期预防，更多获益——李全福
早期预防思考——姚阳
青年医师问与答
评委：孙涛、刘波、蔡修宇、杨立峰

林桐榆/张沂平

大会日程
时间

地点

内容

主席

2017/6/18
肺癌化疗专场
抗VEGF靶向治疗在晚期肺癌的进展——周彩存
小细胞肺癌的治疗进展——程颖
晚期肺癌的免疫治疗进展——陆舜

08:00 -10:00

二楼北京厅 血栓专场

张清媛/张伯龙

抗凝对于肿瘤患者的价值——王理伟
VTE抗凝治疗进展——杨涛
病例分享《妇科肿瘤VTE治疗的一些思考》——李贵玲
病例分享《院内血栓防治--肿瘤科的实践》——蔡修宇
病例分享《PICC置管术后血栓病例分享》——马俊勋

10:15 -12:15

青委专场
上半场：青委风采

08:00 -10:00

二楼开罗厅

吴穷/黄岩/王湛

主持人：王湛/李玲
羟考酮缓释片和吗啡即释片在中重度癌痛滴定中疗效及安全性
比较的Meta分析——刘勇
理智与情感－终末期患者的治疗选择——黄岩
晚期肺癌患者骨骼肌减少与化疗副反应相关性研究——丛明华
下半场：技能提升
主持人：席青松/朱江
国家自然／青年基金申报技巧——朱陵君
SCI论文撰写与发表——宋正波
浅谈如何构建和谐医患关系——刘自民

10:15 -12:15

护理专场

08:00 -10:00

三楼迪拜厅

徐波/黄诚

新书发布——徐波
放射性治疗引起的疼痛
居家管理
疼痛筛查案例分享
CPAI护理学院基地分享（一）——陆宇晗
CPAI护理学院基地分享（二）——蒋书娣
合肥护理经验分享
CRPC肿瘤支持与康复国际论坛

赖允亮/罗素霞

The role of cancer rehabilitation in the cancer
management in US——Vishwa Raj
the current status of cancer rehab in the US——Leighton Chan
中国肿瘤康复的现状和未来——励建安

10:15 -12:15

姑息治疗与临终关怀社会工作者资格培训暨继续教育项目
08:00 -12:15

张力/陈元/宋勇

二楼巴黎厅

美国姑息治疗与临终关怀社会工作：政策、实践与教育
——Susan Gerbino、Terry Altilio
死亡教育的重要性——熊建萍

刘晓芳/史柏年

会议注册
注册费
1300 元 RMB/ 人（包含大会资料包、胸牌、16 日午餐
券、16 日晚餐券、17 日午餐券、17 日晚餐券、18 日午
餐券、
国家继续教育一类学分 10 分、
大会论文集）

注册方式
现场注册：会议现场签到处支付注册
提前注册：请与大会秘书处联系

会议地址
合肥丰大国际大酒店
地址：合肥经济技术开发区繁华大道 10555 号

大会秘书处
联系方式
地址：上海市闸北区和田路 64 号
邮箱：crpc_office@crpc.org.cn
联系人：任捷 / 电话：13564172339
联系人：李栋 / 电话：1391690305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