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 年第二届全国头颈外科年会
暨头颈肿瘤切除与功能重建专题学术会议日程
8月10日

全天报到（黑龙江太阳岛花园酒店）

08:30-22:30

注册报到

13:00-21:00

报到处会有专人带领作者去壁报区张贴壁报

8月10日

晚间

第一分会场（19:00-22:00）

第一分会场（1号会议室）青年医生手术视频大赛
青年医生手术视频大赛——上半场
19:00-20:30

评委：潘新良、李晓明、董

主持：潘新良 李晓明

频、房居高、林 鹏、秦 永、胡国华、李振东、宋西成

每人 6 分钟，评出一等奖 1 名，二等奖 2 名，三等奖 3 名，颁发奖金及证书
青年医生手术视频大赛——下半场
20:30-22:00

评委：黄志刚、李慧军、张

主持：黄志刚 李慧军

彬、文卫平、徐 伟、李正江、刘业海、周水洪、雷大鹏

每人 6 分钟，评出一等奖 1 名，二等奖 2 名，三等奖 3 名，颁发奖金及证书

8月11日

上午

主会场（07:00-12:20）

主会场（报告厅）
早间继续教育

主持：李晓明

07:00-07:25

甲状腺叶精细解剖技术

房居高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

07:25-07:50

WHO 头颈肿瘤分类 2017 新版分类解读

焦宇飞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开幕式

主持：刘 鸣

李慧军

主办单位领导致辞

魏均民

中华医学会杂志社

大会主席致辞

韩东一

解放军总医院

大会主席致辞

高志强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

08:00-08:30

当地领导致辞
大会专题报告

主持：黄德亮 贾深汕

08:30-09:00

喉癌外科手术治疗的原则和策略

李晓明

解放军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

09:00-09:30

头颈部肿瘤切除手术入路选择与快速康复

潘新良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

09:30-10:00

甲状腺癌的精准治疗

黄志刚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

卫星会（香港同昕生物公司）
10:00-10:30

鼻咽癌诊断与治疗的新进展

主持：刘
黄志刚

茶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

歇（10:30-10:50）
大会专题报告

主持：嵇庆海 季文樾

10:50-11:20

口咽癌治疗进展

周

11:20-11:50

头颈肿瘤的综合治疗策略

唐平章

梁

复旦大学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

卫星会（施乐辉公司）
11:50-12:20

低温等离子腺样体切除术
低温等离子喉部病变切除及展望

主持：李晓明
李慧军
刘 鸣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会场快餐及午休（12:20-13:30）

8月11日

下午

鸣

二个分会场交流（13:30-18:40）

第一分会场（1 号会议室）

专题讲座

主持：杨新明 王晓雷

13:30-13:45

鼻窦颅底恶性肿瘤的内镜手术策略

文卫平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3:45-14:00

儿童头颈肿瘤诊治策略

倪

鑫

北京儿童医院

14:00-14:15

新辅助化疗在喉癌喉功能保留中的临床应用

林

鹏

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

14:15-14:30

颈动脉体瘤的外科治疗

刘明波

解放军总医院

14:30-14:45

早期声门上癌的治疗策略

刘

鸣

哈尔滨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14:45-15:00

鼻腔鼻窦恶性肿瘤的综合治疗

边

学

陆军总医院

卫星会（奥林巴斯公司）
15:00-15:30

窄带成像技术在咽喉恶性肿瘤诊断中的应用和结合微
创手术的新技术展示
茶

主持：李慧军
於子卫

上海第一人民医院

歇（15:30-16:50）
圆桌讨论

15:50-16:30

主持：董 频

题目：原发灶不明的颈部肿物的诊治
参加讨论专家：董 频、杨新明、季文樾、郎军添、周水洪、徐先发、张欣欣

大会发言暨优秀论文评选

主持：文卫平 魏伯俊

打分评委：文卫平、魏伯俊、黄德亮、王晓雷、杨安奎、郎军添、周水洪、李慧军

16:30-18:40

游离股前外侧皮瓣与游离空肠下咽颈段食管重建的疗
效比较

杨新明

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

胸肩峰动脉穿支皮瓣修复咽部黏膜缺损

陈

杰

湖南省肿瘤医院

外鼻恶性肿瘤切除术后缺损修复与重建的方法选择

邸

斌

解放军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

组织瓣修复治疗喉气管狭窄

陈世彩

第二军医大学附属长海医院

CTA 血管定位结合精细化 3D 打印指导头颈部肿瘤切除
及修复的应用

田

湖南省肿瘤医院

皞

颏下岛状皮瓣主要回流静脉的影像学分类及 10 例该岛
状皮瓣下咽癌缺损修复报告

梁大鹏

青岛大学附属医院

游离胫后动脉穿支皮瓣修复重建侵犯气管的分化型甲
状腺癌切除后的气管缺损

刘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锁骨上岛状皮瓣：头颈部缺损修复的新机遇

雷文斌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改良旋髂深动脉穿支皮瓣嵌合髂骨皮瓣在下颌骨复合
缺损修复中的应用

郑

北京大学口腔医院

颈部巨大副神经节瘤切除和颈内动脉重建 24 例报告

陈东辉

第二军医大学附属长海医院

胃会厌吻合术治疗下咽食管癌的可行性分析

安常明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

117 例头颈部黏膜黑色素瘤的临床及预后分析

尹高菲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

CO2 激光手术治疗成人复发性喉乳头状瘤的疗效观察

王晓强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22 例原发性颈段气管恶性肿瘤的治疗分析

魏东敏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

经系统性改良的腮腺肿瘤功能性术式评价、疗效分析及
肿瘤包膜病理学研究

蔡永聪

四川省肿瘤医院

累及颈根部肿物的手术治疗体会

吴开乐

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均

磊

每人 7 分钟，评出一等奖 1 名，二等奖 2 名，三等奖 3 名，颁发奖金及证书
自助晚餐（18:40-19:30）

第二分会场（3 号会议室）
专题讲座

主持： 郎军添

孙 彦

13:30-13:45

上颌骨缺损类型与游离皮瓣修复模式

张

彬

北京大学肿瘤医院

13:45-14:00

喉切除的类型与整复方法

董

频

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

14:00-14:15

气管横断复位入路治疗颈段食管肿瘤

张宗敏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

14:15-14:30

头颈恶性肿瘤的外科原则及其意义

温树信

山西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4:30-14:45

HPV 感染与头颈部肿瘤

陈兴明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

14:45-15:00

经腋下达芬奇机器人辅助下甲状腺手术与传统开放和
内镜手术的比较

黄晓明

中山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卫星会（贝科达公司）
15:00-15:30

喉返神经持续监测的应用
喉返神经检测仪在困难甲状腺手术中的应用
茶

主持：杨安奎
房居高
潘新良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

歇（15:30-15:50）
圆桌讨论

15:50-16:30

主持：于振坤

题目：分化型甲状腺癌病例分享讨论
参加讨论专家：于振坤、余济春、李正江、孙 彦、魏伯俊、杨安奎

大会发言暨优秀论文评选

主持：吴跃煌 李振东

打分评委：吴跃煌、李振东、于振坤、嵇庆海、余济春、孙 彦、崔晓波、张欣欣

16:30-18:40

环状软骨上部分喉切除术治疗喉癌的远期疗效分析

周

梁

复旦大学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

264 例下咽癌临床疗效分析

徐

伟

山东省耳鼻喉医院

下咽癌保留喉功能的手术选择

季文樾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

累及前联合与未累及前联合的声门型喉癌 C02 激光手
术疗效对比研究

郑宏良

第二军医大学附属长海医院

声门上喉癌 T3 病变的临床治疗探讨

刘文胜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

喉癌喉功能保全手术促使患者发生 OSAHS 的临床研究

李仕晟

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

困难暴露或前联合受累的声门型喉癌喉室入路喉部分
切除术

张

青岛大学医学院附属烟台毓璜顶
医院

T2 声门型喉癌不同手术方法的疗效分析

刘大昱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

保留喉功能的梨状窝癌手术

王

超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足量放疗（和）或化疗后自体游离空肠移植 I 期重建喉
王
咽及颈段食管缺损的临床应用

玲

大连市友谊医院

联合抑制 GLUT-1 和 HIF-1α 表达提高喉癌放射敏感
性的体内研究

华

沈丽芳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

鼻咽癌放疗抵抗多分子水平的筛选及功能鉴定

李

果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

鼻内镜微创手术治疗鼻腔鼻窦恶性肿瘤的疗效和复发
的危险因素分析

何

宁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

NBI 在喉癌术后复发监测中的应用价值

钱晓云

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鼓楼医院

内镜下经口径路咽旁间隙肿瘤切除术

袁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

经胸前入路内镜辅助下甲状腺乳头状癌择区性颈清扫
术

林沛亮

英

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

每人 7 分钟，评出一等奖 1 名，二等奖 2 名，三等奖 3 名，颁发奖金及证书
自助晚餐（18:40-19:30）

8月11日

晚上

主会场（19:30-22:00）

主会场（报告厅）
精品手术集萃——上半场

主持：潘新良 李晓明

19:30-19:40

声门上喉癌功能手术

房居高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

19:40-19:50

水平半喉切除术

雷大鹏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

19:50-20:00

会厌在喉部分切除术喉功能重建中的应用

秦

永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20:00-20:10

垂直半喉切除及黏膜修复

林

鹏

天津第一中心医院

20:10-20:20

喉室入路喉部分切除+会厌下移喉成形术

宋西成

烟台毓璜顶医院

20:20-20:30

保留喉功能的下咽癌手术治疗

潘新良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

20:30-20:40

环状软骨后上部分切除术

李晓明

解放军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

精品手术集萃——下半场

主持：黄志刚 文卫平

20:50-21:00

强迫体位气管切开

刘业海

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21:00-21:10

颈淋巴清扫术

李正江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

21:10-21:20

保留颈内动脉的颈动脉体瘤切除手术

华清泉

武汉大学人民医院

21:20-21:30

肩胛舌骨肌瓣修复 SCPL 杓区缺损

胡国华

重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21:30-21:40

游离空肠下咽癌手术

徐

山东省立医院

21:40-21:50

术中皮瓣修复

陈晓红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

21:50-22:00

双侧胸骨舌骨肌舌骨瓣

周水洪

浙江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8月12日

伟

上午（08:00-13:30）
主会场（报告厅）

现场手术演示

08:00-13:30

会场总主持：唐平章

术者：李晓明（解放军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潘新良（山东大学齐鲁医院）、
黄志刚（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房居高（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
刘 鸣（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会场快餐（12:30-13:30）

8月12日

下午（13:30-18:00）
主会场（报告厅）

现场解剖演示

13:30-18:00

会场总主持：黄志刚

术者：潘新良（山东大学齐鲁医院）、李晓明（解放军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
张 彬（北京大学肿瘤医院）、陈 杰（湖南省肿瘤医院）

闭幕式
18:00-18:10

闭幕总结

李晓明

8月13日
参会代表自由讨论、交流，撤离

解放军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