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液肿瘤诊疗新进展学习班（2017-03-04-081（国））
会议通知（第一轮）

各有关单位、各位专家教授：
由中国抗癌协会血液肿瘤专业委员会、湖北省抗癌协会主办，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
附属同济医院承办的 2017 年血液肿瘤诊疗新进展学习班（2017-03-04-081（国））将于 2017
年 7 月 28 日至 7 月 30 日在湖北省武汉市隆重召开。
会议将邀请国内外血液肿瘤诊治和研究领域的著名专家就血液肿瘤的诊治与转化医学
研究的前沿问题作专题讲座，同时将通过国内几个主要诊治中心的典型或疑难病例的解析，
解读血液肿瘤的精确诊断和规范化基础上的个体化治疗策略在临床实践中的应用，推广最新
的临床实用经验。
参会代表将获得国家级继续教育项目学分（2017-03-04-081 (国)，6 分）。现将会议具
体事项通知如下：
一、 大会时间：
2017 年 7 月 27 日下午：代表报到
2017 年 7 月 28 日全天：肿瘤治疗新进展研讨会及大会报告
2017 年 7 月 29 日及 7 月 30 日全天 ：How I Treat 专题及学术会议
二、 大会地点：武汉梅园宾馆
三、本次会议免收注册费，食宿及交通费自理。
四、本次会议为湖北省抗癌协会血液肿瘤专业委员会 2017 年全体委员会议，望全体委员准
时参会，无故不参会者考虑取消委员资格。
期待与您相聚湖北，相逢武汉！
Email：378967628@qq.com
联系人：黄亮，办公电话：027-83663609，手机：13971600192
李杨，办公电话：027-83662680，手机：13871238946

中国抗癌协会血液肿瘤专业委员会
湖北省抗癌协会血液肿瘤专业委员会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
2017 年 4 月

血液肿瘤诊疗新进展学习班（2017-03-04-081（国））
（7 月 28 日-7 月 30 日 武汉 梅园宾馆）

会议日程（7 月 28 日）
地点

2 号会议室

3 号会议室

时间

8:40-12:00

内容
2016 中国 CML 指南更新解读

孟

CML 治疗中未达最佳治疗目标的转换及病例

黎纬明（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

血液疾病

MPN 诊疗指南及治疗新进展

刘新月（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

规范化

芦可替尼开创 MF 治疗新时代

邹

铁过载的规范化诊疗-实践出真知

赖永榕（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地中海贫血的规范化诊疗

姚红霞（海南省人民医院）

ITP 诊疗指南及治疗新进展

张义成（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

治疗研讨会

力（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

萍（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

湖北省抗癌协会血液肿瘤专业委员会专家咨询会

13:00-13:40
时间

学术报告厅

主讲人

内容

主讲人

14:00-14:20

粒细胞缺乏伴发热的诊治

程

14:25-14:45

液体活检在血液肿瘤中的临床应用

周剑峰（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

陈协群（第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

14:50-15:10

外周 T 细胞淋巴瘤的诊疗进展

黄慧强（中山大学肿瘤医院）

梁爱斌（上海同济医院）

15:15-15:35

MDS 贫血机制研究进展

高广勋（
（第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

刘文励（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

慢性粒细胞白血病的停药研究

朱晓健（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

邹

16:05-16:25

骨髓瘤的规范诊治

邱录贵（中国医学科学院血液病医院）

梁爱斌（上海同济医院）

16:30-16:50

炙手可热的生物类似药

李登举（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

安

16:55-17:15

2017 版 AML 指南更新解读

邹

萍（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

赵谢兰（中南大学湘雅医院）

17:20-17:40

粒缺患者侵袭性真菌感染的规范化诊治

张义成（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

赵谢兰（中南大学湘雅医院）

如何利用转基因小鼠模型探索关键的临床问题？

黄

姚红霞（海南省人民医院）

15:40-16:00

17:45-18:15
18:20-19:30
3 号会议室

大会报告

学术讲座

辉（武汉市一医院）

刚（美国辛辛那提儿童医院）
晚餐

湖北省抗癌协会血液肿瘤专业委员会全体会议
19:30-20:30

6 号会议室

主持人

中国抗癌协会血液肿瘤专业委员会青年委员会全体会议

赖永榕（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萍（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

刚（中国医学科学院血液病医院）

会议日程（7 月 29 日）

“How I treat”专场报告

注：该专场设置 11 个有特定主题的单元，每个单元包括病例报告，青年专家 “How I treat”主讲、提问及资深专家点评环节。会后请评委团评出最佳病例和最佳“How I treat”讲者。
评委团专家成员：徐 卫 （江苏省人民医院） 刘文励（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 陈智超（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
高清平（湖北省人民医院） 张红宇（北京大学深圳医院） 左学兰（武汉大学中南医院） 张新华（广州军区武汉总医院） 黄知平（荆州市中心医院） 郭静明（宜昌市中心医院）
地点

时间

内容
大会开幕式

8:30-9:00

致辞：李建勇（江苏省人民医院）

张义成（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

主持：周剑峰（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

时间

主持人

临床中心病例报告（20min）

青年专家“How I treat”专题（25min） 提问（5min）

资深专家点评（10min）

王健民

双重打击淋巴瘤

如何治疗双重打击淋巴瘤？

李建勇

（第二军医大学长海医院）

张璐（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

范磊（江苏省人民医院）

（江苏省人民医院）

王健民

移植供者选择的困惑

如何选择单倍体移植的供者？

黄河

（第二军医大学长海医院）

（荆州一医）

常英军（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浙江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异基因移植后并发症处理

如何处理异基因移植后腹泻？

张曦

曹阳（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

罗依（浙江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第三军医大学新桥医院）

9:00-10:00

10:00-11:00
黄河
学

11:00-12:00

术

（浙江医科大学附属
第一医院）

报
告
厅

简餐

12:00
时间
14:00-15:00

15:00-16:00

主持人

青年专家“How I treat”专题（25min）

提问（5min）

资深专家点评（10min）

宋永平

轻链淀粉样变性

如何诊断治疗原发性轻链淀粉样变性？

邱录贵

（河南省肿瘤医院）

邹亮（武汉市第一医院）

李剑（北京协和医院）

（中国医学科学院血液病医院）

李建勇

难治/复发多发性骨髓瘤一例

如何治疗难治/复发多发性骨髓瘤？

张义成

（江苏省人民医院）

邵菁（武汉市中心医院）

靳凤艳（吉林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

+

+

曾庆曙

初治 Ph ALL

如何治疗初治 Ph ALL？

宋永平

（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刘会（武汉大学人民医院）

王迎（中国医学科学院血液病医院）

（河南省肿瘤医院）

肖若芝

NK 细胞肿瘤诊断疑难的病例

如何用流式检测 NK/T 细胞淋巴瘤？

陈协群

（中山大学第三附属医院）

吕婷婷（襄阳中心医院）

王卉（陆道培医疗集团）

（第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

16:00-17:00

17:00-18:00

18:00

临床中心病例报告（20min）

晚餐

会议日程（7 月 30 日）
地点

时间

8:00-9:00

主持人

霍奇金淋巴瘤病例

（江苏省人民医院）

徐德红（广州军区武汉总医院）

提问（5min）

资深专家点评（10min）

如何治疗霍奇金淋巴瘤？

胡建达

杨婷（福建协和医院 ）

（福建协和医院）

陈开澜（武汉市儿童医院）

学
术

侯健

免疫缺陷的 EBV 感染

如何进行移植后 EBV 感染的抢先治疗？

纪春岩

（第二军医大学长征医院）

桑威（徐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胡晓霞（第二军医大学长海医院 ）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

李军民

髓外 MM

如何治疗髓外多发性骨髓瘤？

侯健

（上海交通大学瑞金医院）

张利铭（荆州中心医院）

杜鹃（第二军医大学长征医院）

（第二军医大学长征医院）

胡建达

高危 M3

如何治疗高危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

李军民

（福建协和医院）

罗琳（武汉大学中南医院）

阎骅（上海交通大学瑞金医院）

（上海交通大学瑞金医院）

9:00-10:00
报
告
厅

青年专家“How I treat”专题（25min）

临床中心病例报告（20min）

徐卫

“How I treat”专场报告

10:00-11:00

11:00-12:00

午餐
地点

学

时间

主持人

14:00-14:30

魏辉 教授

14:40-15:20

主讲人

内容

汝昆教授（中国医学科学院血液病医院）

T 细胞淋巴瘤的综合血液病理诊断

吴彤教授（北京陆道培血液肿瘤中心）

周小鸽教授（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

EBV 相关淋巴细胞增值性疾病与淋巴瘤的研究进展

15:30-16:00

达万明教授（解放军总医院）

李建勇教授（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中国 B 细胞慢性淋巴增值性疾病诊断与鉴别诊断专家共识》解读

16:10-16:40

肖志坚教授（中国医学科学院血液病医院）

王鲁华教授（美国 M.D. ANDERSON 癌症中心）

靶向 BCR 信号通路的新药临床研究

16:50-17:20

江倩教授（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林桐榆 教授（中山大学肿瘤医院）

NK/T 细胞淋巴瘤的整体治疗

(中国医学科学院血液病医院)

术
报
告
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