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抗癌协会肿瘤心理学专业委员
会2016年学术年会

尊敬的  先生/女士，您好！

中国抗癌协会肿瘤心理学专业委员会2016年学术年会将于2016年06月在长沙召开。

会议通知会议通知

中国抗癌协会肿瘤心理学专业委员会自成立以来一直致力于提高我国心理社会肿瘤学的整体水平，为实现人文医学
在肿瘤治疗中的不断发展，我们不断汲取国外学科发展经验，试图探索出一条适合中国心理社会肿瘤学的发展道
路，推动我国心理社会肿瘤学在研究领域以及临床实践中的快速发展。中国心理社会肿瘤学的发展之路任重而道
远，让我们一起砥砺前行，践行肿瘤心理关怀，捍卫医学人文之“道”。

2016年中国抗癌协会肿瘤心理学专业委员会（CPOS）学术年会2016年中国抗癌协会肿瘤心理学专业委员会（CPOS）学术年会于6月17日~6月19日6月17日~6月19日在湖南长沙湖南长沙举行（6月16
日大会注册），作为一年一度的盛会，我们准备了丰盛的医学人文大餐：届时，我们邀请的国内外知名专家将针对
肿瘤心理、生死教育、人文医学、姑息治疗的前沿进展现场授课、分享经验，同时，我们还将开展肿瘤患者家庭治
疗工作坊、心灵工作坊、音乐治疗工作坊、尊严工作坊等专场活动，诚邀您感受聆听、共同探讨，一道拓宽学科发
展交流平台，促进医学人文繁荣发展。参会者可获得国家级医学继续教育Ⅰ类学分。

岳麓山下，橘子洲头，看漫江碧透，观百舸争流，我们诚挚邀请您参加此次盛会，让我们共同学习、同叙友情、洗
涤心灵、品尝美食、欣赏美景，我们期待与您一起在绚烂的6月相聚长沙，为人文医学在肿瘤治疗中做出积极贡献！

组织机构组织机构

主办单位：中国抗癌协会肿瘤心理学专业委员会

承办单位：湖南省肿瘤医院    北京大学肿瘤医院    北京抗癌协会肿瘤心理专业委员会    湖南医院协会临床心灵关
怀管理专业委员会

支持单位：中国癌症基金会

会议名称：中国抗癌协会肿瘤心理学专业委员会2016年学术年会会议名称：中国抗癌协会肿瘤心理学专业委员会2016年学术年会

会议时间：2016年6月17日~6月19日会议时间：2016年6月17日~6月19日

会议地点：会议地点：

学习班：湖南枫林宾馆学习班：湖南枫林宾馆
工作坊：湖南枫林宾馆工作坊：湖南枫林宾馆

会议日程会议日程

会议议程会议议程

大会日程大会日程

日期日期 时间时间 会议内容会议内容

2016.06.16 09:00~18:00 工作坊及大会注册报到

09:00~18:00 工作坊及大会注册报到

http://www.huodongjia.com/tag/2325/
http://www.huodongjia.com/tag/929/
http://www.huodongjia.com/tag/540/
http://www.huodongjia.com/tag/2802/


2016.06.17

09:00~18:00 工作坊及大会注册报到

07:30~12:30 家庭治疗工作坊（限50人）

13:30~17:30 心灵工作坊（限60人）

19:00~20:30 鼓圈音乐工作坊（限100人）

2016.06.18

07:30~08:30 大会注册报到

08:30~09:00 大会开幕式

09:00~11:45 肿瘤心理专场

11:45~12:45 卫星会

13:30~15:30 生死教育专场

15:45~18:30 医学人文专场

18:30~19:30 卫星会

2016.06.19

08:30~11:00 姑息治疗专场

11:00~12:25 论文专场

12:25~12:55 大会闭幕式暨优秀论文颁奖

14:00~18:00 心理痛苦筛查工作坊（限60人）

 

6月18日上午会议安排6月18日上午会议安排

时间时间 讲课内容讲课内容 讲者讲者 讲者单位讲者单位
主持主持
嘉宾嘉宾

08:30~09:00
1. 大会开幕式及领导致辞：郝希山、赵平、季加孚、唐丽丽

2. 肿瘤临床心理社会干预指南发布会——唐丽丽
刘晓红

肿瘤心理专场：将心理社会肿瘤学整合入肿瘤临床综合治疗肿瘤心理专场：将心理社会肿瘤学整合入肿瘤临床综合治疗

09:00~09:45
Screening for Distress: From Patient to Cancer Centre,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Barry
Bultz

Tom Baker

Cancer Centre 唐丽丽

李小梅

09:45~10:15 精神心理科能为肿瘤患者做些什么 于  欣
北京大学精神卫生研
究所

http://www.huodongjia.com/tag/8178/


10:15~10:30 茶歇  

10:30~11:00 肿瘤患者自杀相问题及其处理 肖水源 中南大学
吴世凯

孙红11:00~11:45 Cognitive Function in Adult Cancer Patients
Jeffrey
Wefel

MD Anderson
Cancer Center

11:45~13:30 午餐

6月18日下午会议安排6月18日下午会议安排

时间时间 讲课内容讲课内容 讲者讲者 讲者单位讲者单位
主持主持
嘉宾嘉宾

生死教育专场：死亡如此多情生死教育专场：死亡如此多情

13:30~14:00死亡是什么？ 罗点点
北京生前预嘱推广协
会

王昆

朱广
卿

14:00~14:30辞世教育与优逝 刘端祺 陆军总医院

14:30~15:00医生与死亡 王一方 北京大学医学部

15:00~15:30台湾社会死亡质量的蜕变 赖允亮 台湾马偕纪念医院

15:30~15:45茶歇  

医学人文专场：医学中的医学人文专场：医学中的艺术艺术

15:45~16:15肿瘤心理需要人文关怀 赵  平 中国癌症基金会

刘爱
国

周晓
艺

16:15~17:00Music Therapy in Oncology
Dawn
Miller

Frauenshuh

Cancer Center

17:00~17:30正解新时期医患关系：消极保护OR积极改变 王  岳 北京大学医学部

17:30~18:30人文沙龙：王德、袁钟、王一方

晚餐

 

6月19日上午会议安排6月19日上午会议安排

时间时间 讲课内容讲课内容 讲者讲者 讲者单位讲者单位 主持嘉宾主持嘉宾

姑息治疗专场：从阿片用量看中国姑息治疗发展进程姑息治疗专场：从阿片用量看中国姑息治疗发展进程

http://www.huodongjia.com/tag/922/
http://www.huodongjia.com/tag/871/


08:30~09:15 Psychotropics in Palliative Cancer Care Gary Rodin Princess Margaret Cancer Centre 刘  巍

王丕琳09:15~09:45 从阿片用量看中国姑息治疗发展进程 于世英 华中科技大学附属同济医院

09:45~10:15 姑息医学-从萨拉纳克湖畔的铭言谈起 李萍萍 北京大学肿瘤医院

李  方

吴晓明
10:15~10:30 茶歇

10:30~11:00 姑息治疗的内涵与对策 姚  阳 上海交通大学

优秀论文专场优秀论文专场

11:00~11:45 Research on Psycho-Oncology
Linda

Carlson

TomBaker

Cancer Centre

宁晓红

11:45~12:00 科技成果总结与奖励申报要点 赵文华 中国抗癌协会

12:00~12:10 优秀论文汇报（一）   

12:10~12:20 优秀论文汇报（二）   

12:20~12:40 论文点评 张卫华 《中国心理卫生杂志》社

12:40~13:10 大会闭幕式暨优秀论文颁奖 刘晓红

午餐午餐

会议嘉宾会议嘉宾

王昆
天津市肿瘤医院

疼痛科主任  

李小梅
解放军总医院

南楼肿瘤内科副主任医师  

刘晓红
湖南省肿瘤医院

党委副书记  

王丕琳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

乳腺科主任

强万敏
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院

护理部主任  

刘巍
北京肿瘤医院姑息治疗中心

主任  

Linda Ellen Carlson
卡尔加里大学

心理社会肿瘤学教授  

吴世凯
全军肿瘤中心

副主任

http://www.huodongjia.com/tag/1192/


Lea Baider
以色列心理社会肿瘤协会

原主席  

赖允亮
马偕医学院

教授  

刘爱国
安徽济民肿瘤医院

院长  

Gary Rodin
多伦多大学
精神科教授

Barry Bultz
加拿大卡尔加里大学汤姆贝…

肿瘤心理科主任  

于欣
北京大学精神卫生研究所

主任医师  

唐丽丽
北京肿瘤医院
康复科主任  

周晓艺
湖北省肿瘤医院

放疗科主任

会议门票会议门票

注册缴费注册缴费

1.学习班：1000元（含餐，不含住宿费，名额不限，10人组团可享受半价，CPOS会员可享受8折优惠）
2.工作坊：家庭/心灵/心理痛苦筛查工作坊，每项600元；音乐治疗工作坊400元 ，名额有限，预报从速。

活动家 

成都云数海量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2016年5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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