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广东省医学会第二十一次神经病学学术会议暨第十一届粤港澳神经病学学术会议   会议议程 

时间 2019 年 5 月 10 日下午（14:00-17:30）  神经影像阅片赛  会议地点：东方宾馆 B 厅 

点评专家： 

14:00-14:10 大会主席致辞 潘速跃（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 潘速跃（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 

 14:10-14:50 2019ISC 抗栓治疗进展 陆正齐（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 

14:50-15:00 赛制规则介绍 潘速跃（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 评委： 

潘速跃（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 

伍爱民（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 

成秋生（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王玉凯（佛山市第一人民医院） 

陈仰昆（东莞市人民医院） 

15:00-15:40 慧眼识图、读片诊断 参赛单位： 

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 

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佛山市第一人民医院 

东莞市人民医院 

15:40-16:20 捕风捉影、病例剖析 

16:20-17:20 交叉出题、病例交流 

17:20-17:30 会议总结 潘速跃（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 

时间 2019 年 5 月 10 日下午（13:30-18:40）  神经系统疾病遗传与生化研究进展、神经疑难病例比赛 分会场   

会议地点：东方宾馆南国厅 

13:30-13:55 面肩肱型肌营养不良症的发展史及研究现状  张  成（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主持： 

易咏红（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13:55-14:20 脑网络研究进展 赵连旭（南方医科大学珠江医院） 

14:20-14:25 讨论 

14:25-14:45 卫星会:帕金森病症状波动的评估与管理  陶恩祥（中山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主持：陈  玲（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4:45-15:10 成人遗传性脑白质病 张玉虎（广东省人民医院--广东省医学科学院） 主持： 

胡亚芳（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 

钟建新（江门市中心医院） 

15:10-15:35 年青帕金森病患者 DBS 手术疗效的预测 陈  玲（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5:35-15:40 讨论 

15:40-15:50 茶歇 

15:50-16:00 首届广东省医学会神经系统疑难病例比赛决赛致辞 潘速跃（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 主持：蒋海山 （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 

16:00-16:10 赛制规则介绍 蒋海山（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 



16:10-16:30 双峰脑炎 张炳俊（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 

16:30-16:50 十年呃逆非寻常 蔡春生（惠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16:50-17:10 病例分享 黄靖婷（东莞市人民医院） 

17:10-17:30 卫星会：脑小血管疾病与认知障碍 陆正齐（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 

17:30-17:50 一例伴自噬的舞蹈 方  婷（汕头市中心医院） 

17:50-18:10 蛛丝马迹，发现奥秘 李  彦（广东省人民医院） 

18:10-18:30 一例可逆的脑白质损害探秘 周霭婷（中山市人民医院） 

18:30-18:40 病例点评 陆正齐（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  

18:40-18:50 病例点评 张  成（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时间 2019 年 5 月 10 日下午（13:30-17:20）  侧支循环知识和影像比赛  会议地点：东方宾馆东方厅 

13:30-13:40 签到  

 

13:40-13:50 
开幕式-主席致辞 潘速跃（南方大学南方医院） 

主持: 黄立安（暨南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祝淑贞（南方医科大学珠江医院） 

13:50-14:10 侧支循环在卒中溶栓治疗中的作用 徐  恩（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主持: 黄立安（暨南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4:10-14:15 现场观众答题*3 题 主持: 祝淑贞（南方医科大学珠江医院） 

14:15-14:30 谁救了他？一例急性缺血性卒中救治的思考 曹文英（广州市番禺区中心医院） 主持:  

黄立安（暨南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4:30-14:45 超时间窗急诊治疗一例 杜  朴（佛山市第一人民医院） 

14:45-15:00 一例头晕患者的诊治 张  伟（惠州市第三人民医院） 

15:00-15:15 
椎体束不交叉脑梗死 1 例分享和文献学习 

霍富元（中山市人民医院、中山大学附属第五

医院） 

15:15-15:30 一例重度脑梗的治疗汇报 蔡典潜（揭阳市人民医院） 

15:30-15:35 现场观众答题*3 题  主持:  

祝淑贞（南方医科大学珠江医院） 15:35-15:50 刀光剑影，见招拆招 精影队、真理战队、风语队、聚精惠神队、佛

一战队 15:50-16:35 火眼金睛，阅片诊断 

16:35-16:40 现场观众答题*3 题  



16:40-17:00 AIS 血管内治疗后的侧枝循环和血压的管理 冯慧宇（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主持: 黄立安（暨南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7:00-17:20 总结  主持: 潘速跃（南方大学南方医院） 

时间 2019 年 5 月 10 日下午（13:00-17:00）    认知、情感障碍与康复 分会场  会议地点：东方宾馆会议 1 室 

13:00-13:30 广东省医学会神经病学分会痴呆学组会 主持：徐书雯（广东省人民医院） 

13:30-13:50 病原体感染与 AD 相关性研究进展 徐书雯（广东省人民医院） 主持： 

梁秀龄（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王  群（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 

欧阳樱君（广州市南沙中心医院） 

13:50-14:10 AD 最新文献解读 王延平（广州医科大学附属二院） 

14:10-14:30 全面评估卒中患者的认知功能-伯明翰认知评估量表

的临床应用 
郭爱华（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14:30-14:50 追踪周身不适的根源，关注综合医院的抑郁焦虑 刘中霖（中山大学附属二院） 主持：刘晓加（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 

潘小平（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14:50-15:10 神经科医生不得不面对的抗抑郁药物的选择 袁彦伯（广东省人民医院） 

15:10-15:30 卫星会：卒中伴焦虑抑郁的诊断与管理 刘晓加（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 主持： 潘小平（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15:30-15:50 卒中单元多学科诊疗模式探索 肖卫民（东莞市人民医院） 主持： 

刘  雁（南部战区总医院） 

张  雄（广东省人民医院） 

 

15:50-16:10 卒中的早期康复 洪  华（中山大学附属一院） 

16:10-16:30 复合肌肉动作电位负波时限对危重病性神经肌肉病

的鉴别价值 
彭  郁（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 

16:30-17:00 广东省医学会神经病学分会神经心理学组会   主持：潘小平（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2019 年 5 月 10 日晚（18:00-19:30）  全委会  会议地点：东方宾馆会议 1 室 

18:00-18:20 专题 1：重视新型抗血小板聚集药物的临床应用 范玉华（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主持：潘速跃（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 

18:20-18:40 专题 2：吲哚布芬病例分享：脑血管介入后合并反复

消化道出血 1 例 

代成波（广东省人民医院） 

18:40-19:30 广东省医学会神经病学分会第九届第三次全体委员

会会议 

全体委员 主持：潘速跃（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 

2019 年 5 月 10 日晚（19:40-20:30）  全体青委会  会议地点：东方宾馆会议 1 室 

19:40-20:30 广东省医学会神经病学分会第九届青年委员会第三

次全体委员会议 

全体青委 主持：范玉华（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时间 2019 年 5 月 11 日上午（8:20-12:00）  全体大会  会议地点：东方宾馆 B+C 厅 

8:20-8:45 神经精神疾病的致病基因及致病特性 廖卫平（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主持： 

詹国华（广东省人民医院--广东省医学科

学院） 

刘振华（南方医科大学珠江医院） 

8:45-9:10 脑小血管病的现状和未来 陆正齐（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 

9:10-9:30 开幕式 全体参会者 主持：彭英（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 

9:30-10:00 小纤维周围神经的研究进展 崔丽英（北京协和医院） 主持： 

梁秀龄（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赵  斌（广东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10:00-10:30 渗透性治疗的合理使用 Roy Poblete（南加州大学凯克医学院） 

10:30-11:00 卫星会：观学术前沿，话抗栓热点 徐安定（暨南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主持：潘速跃（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 

11:00-11:30 缺血性卒中急性期脑损害的免疫机制 杨少华（美国北德克萨斯大学健康科学中心） 主持： 

陆雪芬（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刘亚杰（南方医科大学深圳医院） 

11:30-12:00 缺血性卒中急性期的降压、降糖和降脂治疗进展 徐安定（暨南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时间 2019 年 5 月 11 日下午（13:30-17:50） 分会场  会议地点：东方宾馆 B 厅、C1 厅、C2 厅、东方厅、南国厅 

 分会场 1：神经介入、神经重症  分会场    会议地点：东方宾馆 B 厅 

13:30-13:55 核心坏死的影像评估 张永巍（海军军医大学长海医院） 主持： 

刘亚杰（南方医科大学深圳医院） 

邓伟华（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13:55-14:20 重症蛛网膜下腔出血的治疗策略 高小平（湖南省人民医院） 

14:20-14:25 讨论 

14:25-14:50 大脑中动脉成型术中球扩支架与自膨支架选择 王  硕（广东省人民医院） 主持： 

廖  耿（广东茂名市人民医院） 

石向群（南方医科大学顺德医院） 

14:50-15:15 颈动脉夹层的诊断与处理 林镇洲（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 

15:15-15:20 讨论 

15:20-15:40 卫星会：Sofia 远端通路导管使用经验 张永巍（海军军医大学长海医院） 主持：刘亚杰（南方医科大学深圳医院） 

15:40-16:05 急性缺血性卒中血管开通治疗及术后监护 刘丽萍（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 主持： 

陈  玲（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何  锐（广州市红十字会医院） 

16:05-16:30 营养支持治疗的质控管理 叶文锋（中山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16:30-16:35 讨论 



16:35-17:00 抗栓治疗相关脑出血评估和管理 杨  渝（中山大学第三附属医院） 主持： 

吴永明（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 

冯慧宇（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7:00-17:25 急性脑缺血机械取栓后无效再通问题探讨 王立新（广东省中医院） 

17:25-17:30 讨论 

 分会场 2：肌病周围神经病、神经免疫 分会场    会议地点：东方宾馆 C1 厅 

13:30-13:40 肌病和周围神经病学组成立仪式及合影 潘速跃（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 主持： 

杜宝新（广东省中医院） 

龙  玲（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 

13:40-13:50 肌病和周围神经病学组的工作计划 蒋海山（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 

13:50-14:20 老年期肌肉病的诊治特点 袁  云（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14:20-14:50 ALS 临床研究 樊东升（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14:50-15:10 神经系统可治性罕见病临床研究新进展 张  成（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5:10-15:30 格林巴利谱系病研究进展 姚晓黎（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5:30-15:50 卫星会：疼痛性周围神经病变 蒋海山（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 主持：龙  玲（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 

15:50-16:00 茶歇 

16:00-16:25 自身免疫性脑炎的影像学表现 汪鸿浩（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 主持： 

张素平（广州市红十字会医院） 

 

16:25-16:50 GAD 抗体相关性脑脊髓炎的临床表型的异质性 龙友明（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16:50-16:55 讨论 

16:55-17:20 MOG 抗体相关性中枢神经系统脱髓鞘疾病 陈涓涓（深圳北大医院） 主持： 

王展航（广州三九脑科医院） 

 

17:20-17:45 MOG-IgG 谱系疾病诊治进展 钟晓南（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 

17:45-17:50 讨论  

 分会场 3：神经病理、眩晕 分会场    会议地点：东方宾馆 C2 厅 

13:30-13:50 弥漫性脑肿瘤的临床病理特点 卢德宏（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 主持： 

卢德宏（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 

张在强（北京天坛医院） 

13:50-14:10 脑小血管病的解剖与病理基础 张在强（北京天坛医院） 

14:10-14:30 脑小血管病的发病机制与临床异质性 陆正齐（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 

14:30-14:35 讨论 

14:35-14:55 卫星会：GV971：阿尔茨海默病诊疗划时代的革新 潘小平（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陆正齐（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 

14:55-15:15 肌肉活检在神经肌病诊断中的意义 蒋海山（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 主持： 



15:15-15:35 影像类似脑炎的脑肿瘤 秦  峰（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 吕田明（南方医科大学第三附属医院） 

成秋生（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15:35-15:40 讨论 

15:40-15:50 茶歇 

15:50-16:15 国际前庭疾病的病因学分类及诊断流程 梁燕玲（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三医院） 主持： 

陈文明（广州三九脑科医院） 

李朝辉（珠海市人民医院） 

16:15-16:40 眼震的生理基础、表现和临床意义 庄建华（上海长征医院） 

16:40-16:45 讨论 

16:45-17:10 眩晕/前庭疾病评价技术概述 杨  旭（北京大学航天中心医院） 主持： 

胡  俊（北京大学深圳医院） 

徐  恩（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17:10-17:35 耳石症的手法诊断和治疗 解龙昌（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17:35-17:40 讨论 

 分会场 4：青年委员分会场    会议地点：东方宾馆东方厅 

13:30-14:00 待定 楼  敏（浙江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主持： 

范玉华（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张玉虎（广东省人民医院--广东省医学科

学院） 

14:00-14:30 为什么要做科研以及如何做科研？ 聂  静（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 

14:30-15:00 智能生物医疗及天河二号应用平台 
杨跃东（中山大学数据科学与计算机学院） 

15:00-15:10 讨论   

15:10-15:30 卫星会：缺血性脑卒中治疗新思路探索 陆正齐（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 

15:30-16:00 医学科学论文的常见问题及对策 裴  中（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主持： 

潘速跃（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 

范玉华（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6:00-16:30 数据统计分析和统计结果解读 李  卫（国家心血管病中心医学统计部） 

16:30-17:00 SCI 文章实例剖析 杨国源（上海交通大学） 

分会场 5：值班医生卒中急救工作坊、营养分会场    会议地点：东方宾馆南国厅 

13:00-13:30 卫星会：轻松管理焦虑抑郁，让心身不“痛” 潘小平（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主持：褚晓凡（香港大学深圳医院） 

13:30-13:50 急性卒中患者筛查识别 沈庆煜（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 主持： 

潘速跃（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 

吴  军（北京大学深圳医院） 

谢惠芳（南方医科大学珠江医院） 

13:50-14:10 卒中影像评估 邢世会（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4:10-14:30 围溶栓期患者监测管理 王胜男（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 

14:30-14:50 桥接治疗选择 代成波（广东省人民医院） 



14:50-15:05 住院总经验分享一  王玉凯（佛山市第一人民医院） 

15:05-15:20 住院总经验分享二  

15:20-15:30 讨论 

15:30-15:40 茶歇 

15:40-16:10 2018 年 ESPEN 关于卒中患者营养支持的热点解读  吴永明（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 主持： 

陆正齐（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 

彭  英（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 

16:10-16:40 卒中患者肠道耐受性的评估及并发症的预防 王立新（广东省中医院） 

16:40-17:10  卒中患者急性期到康复期各阶段吞咽功能的评估及

治疗方案 

窦祖林（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 主持： 

潘速跃（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 

章成国（佛山市第一人民医院） 17:10-17:40 卒中病人规范化全程营养管理经验分享 王胜男（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 

时间 2018 年 5 月 11 日下午（19:30-22:00） 优秀论文汇报专场  会议地点：东方宾馆东方厅 

19:30-22:00 优秀论文汇报 全体优秀论文作者 

主持： 

范玉华（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刘晓蓉（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毕  伟（暨南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龙  玲（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 

石  铸（东莞市人民医院） 

时间 2018 年 5 月 12 日上午（8:20-12:00）  全体大会  会议地点：东方宾馆 B+C 厅 

8:20-8:45 神经调控在神经科领域应用前景 郭  毅（深圳市人民医院） 主持： 

陆兵勋（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 

褚晓凡（香港大学深圳医院） 

8:45-8:55 高质量论文汇报 1: Targeted homing of 

CCR2-overexpressing mesenchymal stromal cells to 

ischemic brain enhances post-stroke recovery partially 

through PRDX4- mediated blood-brain barrier 

preservation（IF:8.537） 

黄一浓（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 

8:55-9:25 脑卒中患者膳食指导标准 李增宁（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 主持： 

黄如训（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9:25-9:35 高质量论文汇报 2：Post-stroke DHA Treatment 蔡  蔚（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 



Protects Against Acute Ischemic Brain Injury by Skewing 

Macrophage Polarity Towards the M2 Phenotype

（IF:8.266） 

章成国（佛山市第一人民医院） 

9:35-9:55 卫星会：神经病理性疼痛治疗现状及展望 邹海强（南部战区总医院） 主持：潘速跃（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 

9:55-10:25 血管内治疗的早期神经功能恶化 宿英英（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 主持： 

田时雨（南方医科大学珠江医院） 

蔡业峰（广东省中医院） 

10:25-10:35 高被引论文 1：The Roles of p38 MAPK/MSK1 Signaling 

Pathway in the Neuroprotection of Hypoxic 

Postconditioning Against Transient Global Cerebral 

Ischemia in Adult Rats（被引次数：21 次） 

徐  恩（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10:35-11:05 基于病理生理机制的神经重症监护和治疗 龚瑞琛（台湾高雄大学附属医院） 主持： 

庄伟端（汕头大学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洪铭范（广东药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1:05-11:15 高被引论文 2：HLA-A*24:02 as a common risk factor 

for antiepileptic drug-induced cutaneous adverse 

reactions In a sourthern Han Chinese population（被引

次数：18 次） 

石奕武（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11:15-11:45 缺血性卒中的二级预防和神经修复 黄家星（香港中文大学） 

11:45-12:00 闭幕式：优秀论文颁奖、2019 年度神经影像赛颁奖、神经疑难病例比赛、侧支循环知识和影像比赛

颁奖 

主持： 

章成国（佛山市第一人民医院） 

备注：议程如有变动请以网站公布为准，欢迎登陆 http:// gdmasj2019.medmeeting.org/cn 了解最新信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