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五届中国北方肿瘤放射治疗协作组学术大会 

会议日程 
 

时间：2019.8.30 

地点：沈阳棋盘山绿地铂瑞酒店 

主会场（绿地厅） 

08:30-08:50 开幕式 

上半场学术活动主持人：郁志龙（内蒙古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兰胜民（山西省肿瘤医院）、 

葛红（河南省肿瘤医院）、陈凡（青海大学附属医院） 

时间 讲者 单位 报告题目 

08:50-09:10 王平 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院 食管癌新辅助放疗进展 

09:10-09:30 李宝生 山东省肿瘤医院 非小细胞肺癌放疗进展 

09:30-09:50 韩春 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 食管癌放疗剂量再思考 

09:50-10:10 李光 中国医科大学第一医院 放射性肺损伤的临床防治 

10:10-10:30 茶歇 

下半场学术活动主持人：鄂明艳（哈尔滨医科大学肿瘤医院）、折虹（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 

王若峥（新疆医科大学肿瘤医院）、尹勇（山东省肿瘤医院） 

时间 讲者 单位 报告题目 

10:30-10:50 刘士新 吉林省肿瘤医院 低位直肠癌保肛策略的精细化管理 

10:50-11:10 王小虎 甘肃省肿瘤医院 重离子治疗中枢神经系统肿瘤临床实践 

11:10-11:30 Lei Xing Stanford University. 

USA 

恶性肿瘤射波刀治疗规范与进展 

11:30-11:50 Allen Li Medical College of  

Wisconsin.USA 

Initial clinical experience of MRI  

guided adaptive radiation therapy 

 

 

中午卫星会 

时间 地点 厂商 

12:10-13:20 A5+6 厅 ELEKTA 公司 

12:10-13:20 A8+9 厅 石药集团 

12:20-13:20 绿地一、二厅 VARIAN 公司 

 

 

 

 

 

 

 

 

 

 

 



头颈肿瘤分会场（A5+6厅） 

上半场学术活动主持人：常巧梅（青海大学附属医院）、姜新（吉林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胡曼（山东省肿瘤医院）、殷麟（青海大学附属医院）、李霞（辽宁省肿瘤医院） 

时间 讲者 单位 报告题目 

13:30-13:55 王恩敏 复旦大学华山医院 脑转移瘤立体定向放射外科实践 

13:55-14:20 阎英 解放军北部战区总医院 胶质瘤放疗靶区勾画 

14:20-14:45 吴慧 河南省肿瘤医院 中枢神经系统肿瘤放疗后的毒副反应 

14:45-15:10 乔俏 中国医科大学第一医院 下咽癌放疗靶区勾画 

15:10-15:25 Q&A 

15:25-15:40 茶歇 

下半场学术活动主持人：曹建忠（山西省肿瘤医院）、陆海军（青岛大学附属医院）、王艳阳 

（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 

时间 讲者 单位 报告题目 

15:40-16:05 王佩国 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院 头颈部肿瘤淋巴结分区及勾画 

16:05-16:30 易俊林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 鼻咽癌放疗靶区勾画 

16:30-16:40 Q&A 

专家思辨主持人：程玉峰（山东大学齐鲁医院） 

16:40-16:50 专家（1）： 

张文学（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 

薛晓英（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 

观点（1）： 

高级别胶质瘤放疗靶区应包括水肿带 

16:50-17:00 专家（2）： 

郝春成（哈尔滨医科大学肿瘤医院） 

郭艳红（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 

观点（2）： 

高级别胶质瘤放疗靶区不应包括水肿带 

17:00-17:15 Q&A 

17:15-17:30 点评环节：郎锦义（四川省肿瘤医院）、邱晓光（北京天坛医院）、于洪（辽宁

省肿瘤医院） 

 

 

 

 

 

 

 

 

 

 

 

 

 

 

 

 

 

 



胸部肿瘤分会场（A8+9厅） 

上半场学术活动主持人：邢力刚（山东省肿瘤医院）、刘明（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李险峰 

（山西医科大学第一医院）、刘宁波（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院）、张建东（山东省千佛山医院） 

时间 讲者 单位 报告题目 

13:30-13:55 赵路军 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院 小细胞肺癌放疗进展及靶区勾画 

13:55-14:20 袁双虎 山东省肿瘤医院 非小细胞肺癌放疗靶区勾画 

14:20-14:45 张大昕 哈尔滨医科大学第一医院 非小细胞肺癌免疫治疗进展 

14:45-15:10 祝淑钗 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 食管癌放疗靶区勾画 

15:10-15:25 Q&A 

15:25-15:40 茶歇 

下半场学术活动主持人：袁智勇（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院）、庞青松（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院）、 

张献波（石家庄市第一医院） 

时间 讲者 单位 报告题目 

15:40-16:05 鄂明艳 哈尔滨医科大学肿瘤医院 胸腺瘤术后放疗靶区勾画 

16:05-16:30 李建彬 山东省肿瘤医院 乳腺癌术后放疗靶区勾画 

16:30-16:40 Q&A 

食管癌放疗靶区勾画竞赛主持人：董丽华（吉林大学第一医院） 

16:40-16:45 病例介绍：党军（中国医科大学第一医院） 

16:45-17:10 初选获胜的 3 名青年医生介绍靶区设计方案（每人 8 分钟） 

17:10-17:30 点评环节：樊锐太（郑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王军（河北医科大学附属第四

医院）、郑安平（河南安阳肿瘤医院）、李杰（山西省肿瘤医院） 

 

 

 

 

 

 

 

 

 

 

 

 

 

 

 

 

 

 

 

 

 

 

 



腹盆腔肿瘤分会场（绿地三厅） 

上半场学术活动主持人：张瑾熔（新疆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王辉（天津市人民医院）、葛 

晓峰（哈尔滨医科大学肿瘤医院）、刘林林（吉林大学附属第二医院）、斯琴高娃（内蒙古医 

科大学附属人民医院） 

时间 讲者 单位 报告题目 

13:30-13:55 张晓智 西安交通大学第一医院 前列腺癌放疗靶区勾画 

13:55-14:20 马学真 青岛市肿瘤医院 肝癌放疗靶区勾画  

14:20-14:45 张玉晶 中山大学肿瘤医院 胃癌放疗靶区勾画 

14:45-15:10 杨永净 吉林省肿瘤医院 直肠癌术后放疗靶区勾画 

15:10-15:25 Q&A 

15:25-15:40 茶歇 

下半场学术活动主持人：邹丽娟（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程光慧（吉林大学中日联谊

医院）、白静（包头市肿瘤医院） 

时间 讲者 单位 报告题目 

15:40-16:05 王铁君 吉林大学第二医院 宫颈癌放疗靶区勾画 

16:05-16:30 王若雨 大连大学中山医院 粒子植入近距离放疗技术临床应用 

16:30-16:40 Q&A 

直肠癌 MDT 环节主持人：赵仁（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 

16:40-17:00 病例介绍：胃癌术后复发转移病例介绍 

MDT 团队：曹玲（吉林省肿瘤医院放疗科）、陈飞（吉林省肿瘤医院肿瘤内科）、 

李泽（吉林省肿瘤医院腹外科）、贺永斌（长春市中心医院放射线科）、常鹏宇 

（吉林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放疗科） 

17:00-17:10 Q&A 

17:10-17:30 点评环节：邢丽娜（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邹华伟（中国医科大学

盛京医院）、张秋宁（甘肃省肿瘤医院）、贾鉴慧（辽宁省肿瘤医院） 

 

 

 

 

 

 

 

 

 

 

 

 

 

 

 

 

 

 

 



 

 

 

放射物理分会场（绿地一、二厅） 

上半场学术活动主持人： 胡洪涛（哈尔滨医科大学肿瘤医院）、夏兵（中国医科大学第一医 

院）、王辉东（吉林大学第一医院）、刘浩（新疆自治区肿瘤医院） 

时间 讲者 单位 报告题目 

13:30-13:55 戴建荣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 胸部肿瘤计划设计要点 

13:55-14:20 尹勇 山东省肿瘤医院 乳腺癌计划设计要点 

14:20-14:45 翟福山 山东省肿瘤医院 计划评估 

14:45-15:10 白彦灵 哈尔滨医科大学肿瘤医院 计划设计概论 

15:10-15:25 点评环节：王伟（天津省肿瘤医院）、卢洁（山东省肿瘤医院）、郭跃信（郑州 

大学第一医院）、吴湘阳（陕西省肿瘤医院） 

15:25-15:40 茶歇 

下半场（1）学术活动主持人：迟子峰（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雷宏昌（河南省肿瘤医院） 

15:40-15:55 乳腺癌计划最优者经验分享 

15:55-16:10 鼻咽癌计划最优者经验分享 

16:10-16:30 点评环节：邢晓芬（山西省肿瘤医院）、贾明轩（中国医科大学第一医院）、 

黄伟（山东省肿瘤医院）、乔俏（中国医科大学第一医院） 

下半场（2）学术活动主持人：乌晓礼（内蒙古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尚钧（宁夏医科大学总医

院） 

16:30-16:45 胸腹部肿瘤计划最优者者经验分享 

16:45-17:00 直肠癌计划最优者者经验分享 

17:00-17:15 妇科肿瘤计划最优者者经验分享 

17:15-17:30 点评环节：谭力（辽宁省肿瘤医院），李定杰（河南省肿瘤医院），张伟（烟台 

毓璜顶医院），杨永净（吉林省肿瘤医院），杨姗姗（哈尔滨医科大学肿瘤医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