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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议服务指南 —

报到、注册

第七届 CRPC 现场报到及注册

地　　点 ：福州市香格里拉大酒店一层  

时　　间 ：2011 年 11 月 25 日（全天）

流　　程 ：办理报到、注册、交费，领取发票及大会资料，办理住宿

　　　注 ：CRPC 委员及特邀嘉宾在 VIP 报到处注册

　　　　　大会专题报告及论文交流的 PPT，请在 11 月 25 日前交到会务组

食宿安排

1、大会特别资助注册代表会议期间的午餐和晚餐，凭餐票用餐（餐票在代表证胸

  　卡包内），11 月 27 日中午凭餐票上的地点用餐。

2、参会代表入住在福州市香格里拉大酒店、福州大饭店

3、在大会闭幕后仍需住宿的代表，请务必提前 24 小时与所在酒店前台联系，相关

费用自理

颁发学分

时　间 ：2011 年 11 月 27 日上午 09:00—12:00

地　点 ：福州市香格里拉大酒店三层会议服务处（凭注册发票）

联系人 ：林瑞英  13600890279

交通（送机）

2011 年 11 月 27 日下午 14:00 以后整点有大巴统一送机，共 5 班。

时　间 ：14:00、15:00、16:00、17:00、18:00。

地　点 ：福州市香格里拉大酒店大堂

大会会务组

1、会务组房间 ：福州市香格里拉大酒店 806 室   电话 ：（0591）87988888—8806

2、特殊情况联系电话 ：张林群 13665037566  陈奕贵 13509339525

　　　　　　　　　　  朱正勇 13606097025

3、邮　箱 ：chengg6811@163.com



—福州香格里拉大酒店三层会场平面图—

—餐饮安排—

2011 年 11 月 25 日晚 ..............................

2011 年 11 月 26 日中午 ..........................

2011 年 11 月 26 日晚 ..............................

2011 年 11 月 27 日中午 ..........................

开幕式及欢迎晚宴 ( 三层福州厅 + 厦门厅 + 泉州厅 )

卫星会会议餐 ( 三层厦门厅 , 泉州厅 )

自助晚餐 ( 三层福州厅 , 龙岩厅 )

品酒、茶艺简餐会 ( 三层福州厅 )

自助午餐（一层自助餐厅）

（凭餐票上的地点用餐）



— 大会议程 —

11 月 25 日　全天报到 （福州香格里拉大酒店一层）

16:00-17:00 西安杨森卫星会（福州厅）

18:30-21:00

CRPC 开幕式及欢迎晚宴（厦门厅 + 泉州厅 + 福州厅）

主持人 ：黄　诚　王杰军

1、领导致辞　2、颁发杰出贡献奖

11 月 26 日　全天会议

06:50-07:50 礼来国际贸易（上海）有限公司早餐会（福州厅）

上　午　大会专题报告及论文交流（厦门厅 + 泉州厅）

上半场（大会报告）　主持人 ：廖美琳　于世英　应敏刚

08:00-08:30 致辞 管忠震

08:30-09:00 Clinical Research methods for symptom control and palliative care Dr. Cleeland　  USA

09:00-09:30
Can palliative care improve
outcome for patients with advanced cancer ?

Dr. Rosalie Shaw 
（Australia） 

下半场（大会报告及论文交流）　主持人 ：秦叔逵　刘爱国

【专题报告】

09:30-10:00 癌痛规范化治疗示范病房的实施细则 于世英

10:00-10:20 NK1 抑制剂在中国多中心研究报告 张　力

【优秀论文交流】

10:20-10:40 华北、东北地区 7808 例癌症患者疼痛情况调查简报 谢广茹

10:40-10:55 癌痛规范化诊疗评估指标体系的构建研究 于　洋

10:55-11:10 691 例中国大陆宁养肿瘤患者生活质量研究报告 林维德

11:10-11:30 论文评述 王杰军

12:00-13:00
萌蒂（中国）制药有限公司卫星会（厦门厅）   
北京诺华制药有限公司卫星会（泉州厅）  

下　午　分会场专题报告及论文交流

第一分会场１（厦门厅）　主持人 : 陈  元　刘德生

【专题报告】

14:00-14:20 慢性疼痛研究进展及阿片药物临床滴定 王雅杰

14:20-14:40 阿片药物耐受研究进展 李小梅

14:40-14:50 讨　论

【优秀论文交流】

14:50-15:00 通过“疼痛日记”的宣教提高疼痛护理的体会 王　云



15:00-15:10 983 例晚期癌痛患者生存情况的前瞻性研究 郑振东

15:10-15:20 154 例晚期癌症患者三阶梯止痛治疗分析 陈璿瑛

15:20-15:40   论文评述 于世英

第一分会场２（厦门厅） 　主持人 ： 潘宏铭　欧阳学农

【专题报告】

15:40-16:00 晚期肝癌的姑息治疗 秦叔逵

16:00-16:20 肿瘤营养学指南与转化应用 江志伟

16:20-16:30 讨　论

【优秀论文交流】

16:30-16:40 471 例住院肿瘤患者营养状况、营养风险和营养支持治疗的调查分析 陈　薇

16:40-16:50
169 例肿瘤死亡病例死亡原因及相关影响因素分析 ：
一项回顾性临床研究

郝　辉

16:50-17:00 肿瘤内科住院患者营养风险筛查及营养支持状况分析 李德育

17:00-17:20 论文评述 印季良

第二分会场１（泉州厅）　主持人 ：李萍萍　周　颦

【专题报告】

14:00-14:20 中西医结合治疗在肿瘤姑息治疗中的地位 崔同建

14:20-14:40 中药肿瘤治疗临床研究进展 周荣耀

14:40-14:50 讨　论

【优秀论文交流】

14:50-15:00 2339 例恶性肿瘤住院患者姑息治疗状况分析 杜业勤

15:00-15:10 812 例“老年肿瘤综合评估”多中心调查结果 王　薇

15:10-15:20 盐酸帕洛诺司琼预防化疗相关性呕吐的临床研究 刘　鹏

15:20-15:40 论文评述 谢广茹

第二分会场２（泉州厅）　 主持人 ：宋向群　刘云鹏

【专题报告】

15:40-16:00 肿瘤相关贫血专家共识解读 王杰军

16:00-16:20 肿瘤相关血小板减少症的治疗进展 侯　梅

16:20-16:30 讨　论

【优秀论文交流】

16:30-16:40 贫血对肺癌患者化疗疗效及预后的影响 曾晓梅

16:40-16:50 常见恶性肿瘤化疗患者失眠的流行病学特征及相关危险因素分析 刘雅雯

16:50-17:00 肿瘤专科医院志愿者服务实践探讨 孙　蓓

17:00-17:20 论文评述 刘　巍



第三分会场 （漳州厅）姑息医学中的社会工作服务

14:00-14:30    

【嘉宾访谈与对话】　主持人 ：史柏年　刘晓芳

卫生部医政司医疗服务管理处处长 焦雅辉

中国抗癌协会癌症康复与姑息治疗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 于世英

李嘉诚基金会「人间有情」全国宁养医疗服务计划负责人 罗敏洁

北京大学医学部公共卫生学院卫生政策与管理系副教授 刘继同

香港伊利沙伯医院临床肿瘤科　副顾问医生 吴惠敏

台湾马偕纪念医院社会服务室临床社工课课长 张玉仕（台湾）

【主题演讲】  　主持人 ：臧爱华　刘继同

14:30-14:50 晚期癌症患者之社会 - 心理 - 灵性照顾 陈丽云（香港）

14:50-15:10 台湾安宁疗护中社会工作之角色 张玉仕（台湾）

15:10-15:30 预期性哀伤之评估与干预 周燕雯（香港）

15:30-15:40 讨　论

【专题报告】　 主持人 ：吴晓安　陈　瑜（香港）

15:50-16:00 香港纾缓治疗之社工服务及跨专业合作 吴惠敏（香港）

16:00-16:10 肿瘤患者临床心灵关怀服务 刘晓红

16:10-16:20 儿童癌症患者的社会工作服务 季庆英

16:20-16:30 照顾者教育支持团体经验分享 张一奇

【优秀论文交流】

16:30-16:40 390 例居家晚期癌症患者身、心、灵、社会的全人照顾 林章华

16:40-16:50 应用《旅行笔记》对晚期癌症患者进行意义治疗的初步研究 钟进才

16:50-17:00 家庭会议介入模式在晚期癌症患者宁养居家照顾中的应用 卢　建

17:00-17:20 Q&A，论文评述 陈　瑜

17:20-18:20
杭州默沙东有限公司卫星会（厦门厅）                   
赛生贸易（上海）有限公司卫星会 （泉州厅）  

18:20-19:30 晚　餐（福州厅，龙岩厅）

19:30-22:00 CRPC—康赛迪杯 演讲决赛 （泉州厅）

　11 月 27 日　上午分会场专题报告及论文交流

第一分会场１（泉州厅） 　主持人 ：罗　健　谢晓冬

【专题报告】

08:00-08:20 美国社会工作者与临终关怀 王娜宁 

08:20-08:40 心理咨询在临床护理中的应用 刘雅清

08:40-08:50 讨　论

【优秀论文交流】

08:50-09:00   在创建“癌痛规范化治疗示范病房”中提升护理品质的体会 张　荔



09:00-09:10 影响肺癌住院患者心理状况多因素分析 陈小红

09:10-09:20 大剂量甲氨喋呤治疗晚期血液肿瘤致口腔溃疡的护理体会 李　鲤

09:20-09:40 论文评述 张清媛

第一分会场２（泉州厅）  　主持人 : 印季良　刘文超

【专题报告】

09:40-10:00 2010 年 NCCN 老年肿瘤指南分享，规范老年肿瘤治疗 李萍萍

10:00-10:20 预测和防治老年患者化学治疗不良反应 张清媛

10:20-10:40 分子靶向药物副反应诊断及处理 罗素霞

10:40-11:00 常用化疗药物副反应的处理 熊建萍

11:00-11:20 讨　论

第二分会场１ （厦门厅）　主持人 ：张灿珍　黄　诚

【专题报告】

08:00-08:20    骨转移及相关疾病诊治（中国专家共识） 梁　军

08:20-08:40 放射治疗在晚期恶性肿瘤姑息治疗作用 陈　元

08:40-08:50 讨　论

【优秀论文交流】

08:50-09:00 乳腺癌辅助化疗期间体重指数变化对预后的影响 郑振东

09:00-09:10 IMRT 与常规放疗后鼻咽癌患者的生存质量变化研究 马礼钦

09:10-09:30 论文评述 刘爱国

第二分会场２（厦门厅）　主持人 ：刘端祺　张　力

【专题演讲及讨论 --- 姑息治疗临床研究方法】

09:30-10:00 Pain research: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Dr. Wangxin　USA

10:00-10:40 Clinical Research methods for treatment-related symptoms Dr. Cleeland　USA

10:40-11:20
Discussion ：Meet experts: question and answer for
symptom control and palliative care research

Dr. Cleeland　USA
Dr. Wangxin　USA

第三分会场　姑息医学中的社会工作服务【工作坊】

08:00-11:20

【工作坊一】（莆田厅）　安宁疗护中家庭之评估与干预 主持人 ：史柏年

主　讲 ：台北马偕医院社会服务室　课长　社工师 张玉仕

【工作坊二】（南平厅）丧亲与哀伤辅导 主持人 ：刘继同

主　讲 ：香港大学社会工作及社会行政学系副教授 周燕雯

11:30-13:00

闭幕式及优秀论文颁奖（福州厅）

主持人 ：秦叔逵　黄　诚

总　结 ：于世英

优秀论文颁奖人员 ：（王杰军　谢广茹　刘爱国　印季良　李萍萍　张清媛　张　力　陈　元  ）

　11 月 27 日　下午 14:00　撤　离



— 专家介绍 —

　1、大会主席简介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
医院肿瘤中心主任，主任医师、博士
生导师。 CRPC 主任委员，中国抗癌
协会常务理事，CSCO 常务委员。

于世英教授

福建省肿瘤医院院
长，主任医师、硕士生导师。中国
抗癌协会常务理事，中国抗癌协会
肝癌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福建
省抗癌协会理事长。

应敏刚教授

解放军南京八一医
院副院长，主任医师、博士生导师。
全军肿瘤中心主任， CSCO 执行委
员会主任委员，CRPC 副主任委员。

秦叔逵教授

上海长征医院肿瘤
科主任，主任医师、医学博士、博
士生导师。中国人民解放军肿瘤专
业委员会主任委员，CRPC 候任主
任委员， CSCO 常务委员。

王杰军教授

福建省肿瘤医院内科
主任、主任医师。中国抗癌协会肺
癌专业委员会常委，CRPC 常委，
CSCO 执行委员。

黄诚教授

　2、执行主席简介



中山医科大学肿瘤
医院内科主任医师、博士生导师。
卫生部属临床药理研究机构主任，
中国抗癌协会常务理事，广东省抗
癌协会理事长。

管忠震教授

中山大学肿瘤医院肿
瘤内科主任，主任医师。国家新药（抗
肿瘤药）临床研究中心（GCP）副
主 任， CSCO 常 务 委 员，CRPC 副
主任委员。

张力教授

第二军医大学上海
长海医院肿瘤科主任，主任医师、
肿瘤学博士后学位、博士生导师。
CSCO 执行委员。

王雅杰教授

北京军区总医院副
主任医师。 CSCO委员、CRPC委员、
中华疼痛学会青年委员会副主任委
员、世界疼痛医师学会委员。

李小梅教授

M D 
Anderson's McCullough Professor 
of Cancer Research。

Dr. Charles Cleeland

亚太地区
姑 息 宁 养 专 业 协 会（Asia Pacific 
Hospice Palliative Care Network, 
APHN）前执行长。全科医学学士

（MBBS）、教育学学士（BEd）。

Dr. Rosalie Shaw

　3、演讲嘉宾简介



南 京 军 区 总 医 院
主任医师。中华肠外肠内营养学分
会肿瘤营养学组组长，CSCO 肿瘤
营养治疗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CRPC 委员。

江志伟教授

复旦大学附属肿瘤
医院肿瘤内科， 主任医师。CRPC
副主任委员，上海市疾病预防控制
中心肿瘤姑息治疗专业委员会 主任
委员

印季良教授

福建省立医院肿瘤
内科主任，主任医师、医学硕士、
硕士生导师。中国肿瘤内科协会组
织委员、CRPC 委员。

崔同建教授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
属曙光医院肿瘤科主任，主任医师。
国家药品和食品监督管理局中药新
药评审专家，中国抗癌协会肿瘤传
统医学委员会委员。

周荣耀教授

天津医科大学附属
肿瘤医院中西医结合科科主任，主
任医师、硕士生导师。CRPC 副主
任委员， CSCO 常委，世界中医药
联合会肿瘤分会常务理事。

谢广茹教授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肿
瘤中心主任，主任医师。中国抗癌
协会全国化疗专委会常务委员、中
国抗癌协会全国淋巴瘤专委会委员、
CRPC 委员。

侯梅教授

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
肿瘤内科主任，主任医师，肿瘤学博士、
博士生导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
家， CRPC 常委，中国抗癌协会化疗
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抗癌协会乳腺
癌专业委员会委员，CSCO 执行委员。

刘巍教授



社会医学与卫生事业管理
博士 , 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医政
司医疗服务管理处处长。

焦雅辉

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医学
博士，澳大利亚皇家医师协会（儿科）
成员。李嘉诚基金会驻汕头大学医
学院顾问，李嘉诚基金会「人间有情」
全国宁养医疗服务计划项目负责人。

罗敏洁

香港中文大学哲学博士，
北京大学医学部公共卫生学院卫生
政策与管理系副教授。民政部全国
社会工作者职业水平评价专家委员
会委员、中国社会工作协会专家委
员会委员。

刘继同

香港大学医学院内外全科
医学士，香港放射科医学院院士。
香港伊利沙伯医院临床肿瘤科副顾
问医生 ( 宁养中心 )。

吴惠敏

社工师，英国南安普顿大
学安宁疗护硕士。现任台湾马偕纪
念医院社会服务室临床社工课课长。
曾任台湾心理肿瘤医学学会监事，
台湾安宁照顾基金会执行长，台湾
安宁照顾协会理事。

张玉仕

香港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副
院长，思源基金健康及社会工作学
教授，香港大学社会工作及社会行
政学系教授。

陈丽云

博士，香港大学社会工作
及社会行政学系副教授。
周燕雯



湖南省肿瘤医院党委副书
记，卫生管理硕士，高级统计师，
高级人力管理师。湖南省肿瘤医院
临床心灵关怀项目负责人，湖南省
医院临床心灵关怀协会主任委员。

刘晓红

香港大学社会工作硕士。
上海儿童医学中心副院长，兼社会
工作部主任，上海市医学会医务社
会工作学专科分会副主任委员。

季庆英

香港大学社会工作硕士，
国家注册社工，讲师。上海市东方
医院 / 同济大学附属东方医院社工
部。

张一奇

博士，香港注册社工，李嘉
诚基金会项目经理，资深公益教育
者。

陈瑜

家庭访问及个人照护职业
护士，中国生命关怀协会老年医疗
护理与临终关怀专业委员会委员。

王娜宁

福建省肿瘤医院主管护
师，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
刘雅清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
属肿瘤医院副院长，主任医师，博
士后、博士生导师，CRPC 副主任
委员， CSCO 委 员。

张清媛教授



北 京 大 学 肿 瘤 医
院中西医结合科主任医师，博士生
导师。CSCO 常委，中国抗癌协会
肿瘤传统医学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CRPC 副主任委员、世界中医联合
会肿瘤专业委员会副会长。

李萍萍教授

河南省肿瘤医院内
科主任，主任医师、博士生导师。
中国抗癌协会大肠癌专业委员会委
员，CRPC 委员。

罗素霞教授

南昌大学第一附属
医院肿瘤科主任，主任医师、博士
生 导 师。CRPC 常 务 委 员， CSCO
执行委员。

熊建萍教授

青岛大学医学院附属
医院副院长 , 肿瘤中心主任，主任
医师、博士生导师，CSCO 副秘书长、
常委， CRPC 委员。

梁军教授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
学院附属同济医院肿瘤中心副主任，
主任医师，硕士生导师。CRPC 常
委兼秘书长。

陈元教授

安徽省济民肿瘤医
院院长、肿瘤外科学系主任、乳腺
肿瘤中心主任。中国抗癌协会理事、
CSCO 常 委、CRPC 副 主 任 委 员、
中国乳腺癌专业委员会常委。

刘爱国教授

A s s o c i a t 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Symptom 
Research, Division of Internal 
Medicine, The University of Texas 
MD Anderson Cancer Center, 
Houston, TX。

Dr. Wang Xin



　4、主持嘉宾简介

上海市胸科医院肺
内科主任，主任医师。国内外享有
盛誉的肺癌领域的专家，上海市肺
部肿瘤临床医学中心主任 , 上海市
胸部肿瘤研究所副所长。

廖美琳教授

徐州医学院附属医
院肿瘤科主任，主任医师。CRPC
常务委员。

刘德生教授

浙江大学附属邵逸
夫医院肿瘤内科主任，主任医师、
博士生导师。国家 SFDA 新药审评
专家，CSCO 常委。

潘宏铭教授

南京军区福州总
医院肿瘤科主任，主任医师、硕士
生导师。国家中西医结合肿瘤重点
学科主任，全军肿瘤专业委员会常
委、全军中医药专业委员会副主委。

欧阳学农教授

重庆市中医院（重庆
市第一人民医院）副院长，主任医师。
CRPC 常务委员。

周颦教授

广西医科大学肿瘤
医院内科主任，主任医师，硕士生
导师。中国抗癌协会肺癌专业委员
会委员，CRPC 委员。

宋向群教授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
第一医院肿瘤内科主任、肿瘤中心
副主任、大内科副主任、博士生导师。
CSCO 执委，中国老年学会肿瘤专
业委员会执行委员。

刘云鹏教授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青少年
生命教育基地主任、教授。
史柏年

香港大学社会工作硕士，
英国卡迪夫大学纾缓照顾（Palliative 
Care）硕士资格证书。现任李嘉诚
基金会「人间有情」全国宁养医疗
服务计划社工服务主任。

刘晓芳

湖北省肿瘤医院内
科副主任，主任医师，硕士生导师。
CRPC 委员。

臧爱华教授

解 放 军 第 一 七 四
医 院 肿 瘤 二 科 主 任、 主 任 医 师，
CSCO 执委，CRPC 委员，解放军
肿瘤专业委员会委员。

吴晓安教授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
协和医学院肿瘤医院内科主任医师。
世界疼痛医师协会中国分会（CC-
WSPC）副会长 / 癌痛专业委员会主
任 委 员、CRPC 委 员、（CMDA）、

（CALC）副秘书长 / 理事。 

罗健教授



沈阳军区总医院肿
瘤科主任 , 主任医师 , 博士生导师。
CRPC 常委， CSCO 执委，全军肿
瘤学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谢晓冬教授

第四军医大学西京
医院肿瘤中心主任，主任医师、博
士生导师。全军肿瘤专业委员会副
主任委员，CRPC 委员。

刘文超教授

云南省肿瘤医院化
疗科主任医师，硕士生导师，原云南
省肿瘤医院副院长，肿瘤内科主任。

张灿珍教授

北京军区总医院肿
瘤科主任医师，中国抗癌协会常务理
事、副秘书长 ； CSCO 委员，全军肿
瘤专业委员会副主任。

刘端祺教授



特等奖：1篇
１、华北、东北地区7808例癌症患者疼痛情况调查报告
　　谢广茹1、闫祝辰1、刘端祺2、刘巍3、宋建国4、谢晓冬5
　　1 天津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2 北京军区总医院；3 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
　　4 山西省肿瘤医院；5沈阳军区总医院

一等奖：2篇
1、癌痛规范化诊疗评估指标体系的构建研究
　　于洋、于世英
　　华中科技大学附属同济医院肿瘤中心

2、691例中国大陆宁养肿瘤患者生活质量研究报告
　　沈伟2、钟进才3、王京娥4、刘芳5、牛润桂6、刘明恒7、林维德1 
　　1李嘉诚基金会全国宁养服务计划办公室  2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宁养院
　　3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宁养院  4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宁养院
　　5吉林大学第一医院宁养院  6山西省肿瘤医院宁养院  7湖南省肿瘤医院宁养院

二等奖：3篇
１、通过“疼痛日记”的宣教提高疼痛护理的体会
　　王云、张荔、张莹 
　　北京大学肿瘤医院

２、471例住院肿瘤患者营养状况、营养风险和营养支持治疗的调查分析
　　陈薇、潘宏铭
　　浙江大学医学部附属邵逸夫医院肿瘤内科

３、169例肿瘤死亡病例死亡原因及相关影响因素分析：一项回顾性临床研究
　　郝辉、刘兆喆、郭放、谢晓冬
　　沈阳军区总医院肿瘤科

三等奖：18篇
１、常见恶性肿瘤化疗患者失眠的流行病学特征及相关危险因素分析；
　　刘雅雯、熊建萍、张凌、项小军、乐微、饶敏超
　　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肿瘤科

２、乳腺癌辅助化疗期间体重指数变化对预后的影响
　　郑振东、曹恒、谢晓冬、刘永叶、屈淑贤、丁震宇、郭放、郝辉
　　沈阳军区总医院肿瘤科

３、盐酸帕洛诺司琼预防化疗引起的胃肠反应的临床研究；
　　刘鹏、冯奉仪1、王顺金2、张阳3、杨玉琼4、田韧5、王杰军6、王雅杰7
　　焦顺昌8 庄志祥9 潘良熹10 苏炳华 于浩11
　　1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 2 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3 大连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4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5南京市第一医院 6上海长征医院 7上海长海医院 
　　8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 9苏州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10江苏省肿瘤医院
　　11南京医科大学流行病与卫生统计学系 

４、IMRT与常规放疗后鼻咽癌患者的生存质量变化研究；
　　马礼钦、杨凌、张瑜、潘建基、孔祥泉、林荣金、黄朝斌  
　　福建省肿瘤医院

— 获奖论文 —



５、男性鼻咽癌患者放疗后性功能状况及影响因素分析；
　　吕家华、邱红、庄亮、彭慧、孙黎、胡国清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肿瘤科

６、在创建“癌痛规范化治疗示范病房”中提升护理品质的体会；
　　张荔、潘婷               
　　北京大学肿瘤医院

７、大剂量甲氨喋呤治疗晚期血液肿瘤致口腔溃疡的护理体会
　　李鲤1、周丽娟、王玉红1、苏静1
　　沈阳军区总医院浑南医院肿瘤科

８、2339例恶性肿瘤住院患者姑息治疗状况分析；
　　杜业勤1、阿布都沙拉2、再依努尔2
　　新疆肿瘤医院：1中西医结合科    2病案室  
　　作者单位: 新疆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中西医结合科

９、812例“老年肿瘤综合评估”多中心调查结果；
　　李萍萍
　　北京大学肿瘤医院

10、贫血对肺癌患者化疗疗效及预后的影响；
　　曾晓梅、侯梅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肿瘤中心

11、肿瘤内科住院患者营养风险筛查及营养支持状况分析；
　　李德育、崔同建、刘振华
　　福建医科大学省立临床学院,福建省立医院肿瘤内科

12、390例居家晚期癌症患者身、心、灵、社会的全人照顾；
　　林章华、钟进才、张华萍
　　南宁市 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宁养院

13、应用《旅行笔记》对晚期癌症患者进行意义治疗的初步研究；
　　钟进才、张华萍、林章华、覃向红 
　　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宁养院

14、社工服务项目家庭会议研究报告；
　　刘晓芳、卢建、张素琦、王霞  
　　新疆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宁养院

15、肿瘤专科医院志愿者服务实践探讨；
　　孙蓓、纪伟伟
　　天津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16、983例晚期癌痛患者生存情况的前瞻性研究；
　　郑振东、于明军、谢晓冬、郝辉、陈晓夏、刘永叶、屈淑贤、丁震宇
　　沈阳军区总医院肿瘤科

17、154例晚期癌症患者三阶梯止痛治疗分析；
　　陈璿瑛1、张泽宇2、王京娥1、黎瑩1、胡依萍1、熊晶1
　　1、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宁养院  2、南昌大学医学院药学系

18、影响肺癌住院患者心理状况多因素分析。
　　陈小红、吴美华、陈萍  
　　福建省肿瘤医院十四区





— 支持单位 —

西安杨森制药有限公司

杭州默沙东制药有限公司

沈阳三生制药有限责任公司

赛生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江苏先声药业有限公司

江苏正大天晴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国药控股北京华鸿有限公司

石药集团有限公司

萌蒂（中国）制药有限公司

北京诺华制药有限公司

贵州益佰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礼来国际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齐鲁制药有限公司

厦门特宝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天津市中央药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