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届国际神经病学中山高峰论坛
大会主席：曾进胜 教授
会议地址：广州市珠江宾馆（寺右一马路 2 号）

神经病学进展与脑血管病专题

11 月 25 日

会议中心礼堂
时间

内容

讲者

单位

08:20-08:30

开幕致辞

曾进胜 教授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主持人：梁秀龄 教授
08:30-08:55
08:55-09:20
09:20-09:40
09:40-10:00
10:00-10:15

洪

华 教授

Hereditary spastic paraplegia: from
phenotype to genotype

裴

中 教授

Jean-Marc Burgunder

瑞士 伯尔尼大学

Anne Rosser 教授

英国卡迪夫大学

莫仲棠 教授

香港中文大学

Cell therapy as pontential treatment for
neurological diseases
Challenges of Tackling Sporadic Cerebral
Small Vessel Disease
Mobilize and Guide migration of human

赵

敏 教授

neural stem cells in animal brain in vivo

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分
校医学院

茶歇
主持人： 黄如训 教授

曾进胜 教授

周列民 教授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急性局灶性脑缺血
10:15-10:30

后全脑保护评估体系及转化研究
——课题 3 启动会

10:30-10:50

待定
糖尿病前期神经病（PDN）警钟提前敲了

10:50-11:10

吗？
缺氧预处理提高脑梗死患者脑储备力的机

11:10-11:30

制研究

11:30-11:50

肌阵挛的诊断与治疗进展

11:50-12:00

Q&A

焉传祝 教授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

张哲成 教授

天津市第三中心医院

吴世政 教授

青海省人民医院

张宝荣 教授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
二医院

脑血管病专题 1

11 月 25 日

会议室一（会议中心 1 楼）
时间

内容

讲者

主持人：高庆春 教授 陶玉倩 教授
缺血性卒中二级预防的关键策略
13:30-13:55

—靶向治疗动脉粥样硬化

单位

郭 毅 教授
王立新 教授

广东省中医院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

13:55-14:20

血脑屏障和脑小血管病血流动力学

高庆春 教授

14:20-14:45

卒中长期二级预防的抗血小板治疗策略

盛文利 教授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4:45-15:10

抗栓治疗路在何方——卒中抗栓进展 2016

李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5:10-15:35
15:35-15:45
15:45-16:00

时间窗口-卒中患者的降压时机选择

玲 教授

王春雪 教授

第二医院

北京天坛医院

Q&A
茶歇

卒中与认知障碍专题论坛
主持人：曾进胜 教授 彭 英 教授
16:00-16:05

主持人致辞

16:05-16:30

线粒体功能障碍与缺血性脑损伤

焉传祝 教授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

16:30-16:55

血管性认知障碍诊治进展

徐书雯 教授

广东省人民医院

16:55-17:20

缺血性卒中的新视角—侧支循环

张玉生 教授

暨南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7:20-17:30

会议总结

11 月 25 日

脑血管专题 2
会议室二（会议中心 1 楼）

时间

内容
主持人：黄海威 教授

讲者
姚晓黎 教授 张素平 教授

13:30-13:50

脑小血管病认知障碍的发病机制

范玉华 教授

13:50-14:10

血管性认知功能障碍

潘小平 教授

14:10-14:30

痴呆精神行为症状临床诊断与鉴别

宁玉萍 教授

14:30-15:00
15:00-15:10

茶

单位

歇

2017 第四届曙光行动神经影像读片知识竞赛
大会主席致辞
曾进胜 教授

15:10-15:20

比赛流程介绍

15:20-15:30

参赛团队展示

参赛团队

15:30-16:30

病例演讲

参赛团队

16:30-17:30

现场读片

评委专家

17:30-18:00

评选颁奖

曾进胜 教授

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缺血性卒中抗栓论坛

11 月 25 日

会议室三（会议中心 2 楼）
时间

内容

讲者

单位

抗栓新进展速递
主席：曾进胜 教授

徐安定 教授

13:30-13:35

Opening

曾进胜 教授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3:35-14:00

跨越 2017-抗栓领域的国际进展及中国声音

徐安定 教授

暨南大学附属华侨医院

彭 斌 教授

北京协和医院

宣建伟 教授

中山大学药学院医药经
济研究所

出血及缺血的平衡艺术-高出血风险的亚州人群抗
14:00-14:25

血小板方案何去何从？

14:25-14:50

药物经济学在制定临床用药方案中的应用

14:50-15:00

Q&A

临床热点辩论
无症状脑梗死是否需要抗栓

主持人：曾进胜 教授

15:00-15:15

无症状脑梗死需要抗栓治疗

解龙昌 教授

15:15-15:30

无症状脑梗死不需要抗栓治疗

张玉生 教授

15:30-15:55

讨论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
医院
暨南大学附属华侨医院

药物基因是否可以指导临床 主持人：徐安定 教授
15:55-16:10

药物基因可以指导临床实践

尹

恝 教授

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

16:10-16:25

药物基因不能指导临床实践

范玉华 教授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6:25-16:50

讨论

16:50-17:00

大会总结

联合对抗——2017 华南杯神经内科知识竞赛总决赛
会议室四（会议中心 2 楼）

11 月 25 日
时间
现场评审专家：

内容

讲者

张为西 教授， 徐 恩 教授，洪铭范 教授，周 亮 教授
主持人：

王世超 教授

参赛队伍：
暨南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
东莞市人民医院
13:30-16:30

东莞市第三人民医院
深圳市第二人民医院
遵义医学院第五附属（珠海）医院
佛山市第二人民医院
惠州市中心人民医院

16:30-17:00

讨论&总结

单位

11 月 25 日

肌张力障碍与 A 型肉毒素临床应用新进展
会议室五（会议中心 3 楼）

时间

内容

讲者

单位

主持人：梁秀龄 教授 张为西 教授 李 玲 教授 王 莹 博士
14:00-14:10

致

辞

曾进胜 教授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王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4:10-14:40

肉毒毒素的发展与作用机制

14:40-15:10

痉挛性构音障碍的肉毒毒素治疗进展

15:10-15:40

头痛的肉毒毒素治疗进展

熊

念 教授

15:40-16:20

面肌痉挛的肉毒毒素治疗

王

莹 博士

16:20-16:30

茶歇

16:30-17:00

眼睑痉挛和口下颌肌张力障碍

17:00-17:30

痉挛性斜颈的肉毒毒素治疗

17:30-17:40

提问与讨论

11 月 25 日

莹 博士

浙江大学附属邵逸夫医
院
华中科技大学附属协和
医院

胡兴越 教授

李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玲 教授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欧紫琳 博士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帕金森病及运动障碍疾病诊疗新进展
会议室六（会议中心 3 楼）

时间

内容

讲者

单位

主持人：邹海强 教授 王 青 教授 张玉虎 教授 宁玉萍 教授
13:30-14:00

PD 治疗新药机制及展望

14:05-14:35

肌张力障碍的诊断

14:40-15:10

PD 与肠道菌群

15:10-15:40

PD 步态障碍的处理

15:40-16:00

茶歇
主持人：方莹莹 教授 杨 超

王

坚 教授

商慧芳 教授
肖

勤 教授

陶恩祥 教授

教授 吴 琪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
属瑞金医院
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
院

教授

16:00-16:30

PET 在神经变性病中的应用

张祥松 教授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6:30-17:00

全麻 STN-DBS 治疗 PD

刘金龙 教授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7:00-17:30

DBS 精准治疗策略

陈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玲 教授

神经病学进展与脑血管病专题

11 月 26 日

会议中心礼堂
时间

08:30-08:50

内容
讲者
主持人：张 成教授 梁燕玲 教授 邱 伟 教授
Clinical and Methodological Research in
Benny ChungNeurology using Automatic Retinal Image Analysis
Ying Zee 教授
(ARIA) as a Surrogate Endpoint

08:50-09:10

帕金森病的早期诊断和鉴别

刘

军 教授

09:10-09:30

抗 CD20 单抗在脱髓鞘疾病中的治疗进展

楚

兰 教授

09:30-09:40

Q&A
主持人：刘卫彬 教授

彭福华教授

余

香港中文大学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
金医院
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剑 教授

09:40-10:00

缺血性脑卒中的免疫炎症干预

王丽娟 教授

10:00-10:20

缺血性卒中的个性化治疗

王丽华 教授

10:20-10:40
10:40-10:50

单位

应重视阿尔茨海默病痴呆前期的干预治疗
杜怡峰 教授
Q&A
主持人：黎锦如 教授 方燕南 教授 刘亚杰 教授

广东省人民医院
哈尔滨医科大学
附属第一医院
山东省立医院

10:50-11:10

隐源性卒中与卵圆孔未闭

曾进胜 教授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1:10-11:30
11:30-11:50

已发生卒中/TIA 的房颤患者管理
脑小血管病与免疫

徐安定 教授
陆正齐 教授

暨南大学附属华侨医院

11:50-12:10

闭幕式与“Neuroscience Day·2017”青年科研人员有奖征文颁奖
（会议中心礼堂）

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

会议室一（会议中心 1 楼）

11 月 26 日

神经变性病前沿
时间

内容

讲者

单位

主持人： 裴 中 教授 李洵桦 教授
08:30-08:50

神经退行性疾病转化研究

裴 中 教授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08:50-09:10

记忆和记忆药物的开发

贺菊芳 教授

香港城市大学生物医药
学院

Functional Molecular Imaging Applications in

Xiaofei

Neurological Diseases

WANG 教授

非编码 RNA 介导的抑郁症代际遗传

陈 熹 教授

09:10-09:30
09:30-09:50

阿肯色大学医学院
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

茶歇

09:50-10:10

TCD 发泡试验现场演示会
10:10-10:40

卵圆孔未闭与神经系统常见疾病

10:40-12:00

TCD 发泡试验现场演示

范玉华 教授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范玉华 唐舒锦 黄妃文

11 月 26 日

肌张力障碍与 A 型肉毒素临床应用新进展
会议室五（会议中心 3 楼）

时间

内容
主持人：张为西 教授 李

讲者

单位

玲 教授 王 莹 博士

08:30-09:00

2017 肉毒毒素临床应用专家共识解读

王 琳 教授

北京协和医院

09:00-09:30

肉毒毒素在自主神经功能障碍的应用进展

靳令经 教授

上海同济大学同济医院

09:30-10:00

肉毒毒素在神经系统疾病的临床应用

张为西 教授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0:00-10:30

肢体肌肉痉挛的肉毒毒素治疗

窦祖林 教授

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

10:30-10:40

茶歇

10:40-11:10

肉毒毒素的合理浓度与剂量选择

张为西 教授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1:10-11:40

特殊病例肉毒毒素治疗操作视频

11:40-12:00

提问与讨论

党

超 博士

欧紫琳 博士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