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华医学会第23届心身医学分会全国年会

暨心身医学国际论坛

2017年江苏省医学会心身与行为医学分会年会

会议通知（第三轮）

医学术便函〔2017〕304 号

中华医学会第23届心身医学分会全国年会暨心身医学国际论坛拟定于2017年11月

2-5日在南京市召开。本次年会主题：“心身整合诊疗，沟通交流关怀”。由中华医学

会心身医学分会主办，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心身医学科承办。会议将围绕心身疾病整

合干预模式，心身疾病观的临床综合干预应用，病人的沟通交流，心理咨询治疗在心身

医学应用，精神药物的规范合理选用，人文、伦理和临终关怀的临床应用等方面进行广

泛交流和深入探讨。会议将邀请国内外知名专家做专题报告，分享国际、国内心身医学

最新研究进展和前沿动态。

【参会对象】

各专业临床医疗、护理、心理、康复、预防、管理领域的工作者，热心于心身医学

研究、发展、应用的各学科人士。

【会议地点】

南京国际博览会议中心（南京市建邺区江东中路300号）

【会议时间】

2017年11月2日～11月5日，2日全天报到，2-5日会议，5日撤离。



【继续教育学分】

本次会议为国家级I类继续教育项目，项目编号2017-03-09-304 (国) ，全程参加

的代表可以获得国家级I类继续教育学分。

【注册费】

请登陆大会网站 http://www.cspsm.org/ 进行在线注册缴费或会议现场缴费。

类型 2017-10-1后及现场缴费

一般参会代表 RMB 1200

团体10人以上 RMB 800

学生(凭有效研究生证件) 免注册费

江苏省内及港澳台代表 RMB 800

【大会秘书处联系方式】

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

袁勇贵：13913939082 e-mail: yygylh2000@sina.com

张文瑄：18061605042 e-mail: zhangwenxuan081@126.com

【大会注册联系人】

刘元 电话：010-89292552转814

手机：18515005603 邮箱：changzai1006@163.com

请参会代表勿忘携带身份证。

中华医学会学术会务部 中华医学会心身医学分会

二〇一七年十月十七日



中华医学会第23届心身医学分会全国年会暨心身医学国际论坛

2017年江苏省医学会心身与行为医学分会年会

【会议时间】
2017年11月2日～11月5日，2日全天报到，2-5日会议，5日撤离。

【会议地点】
南京国际博览会议中心（南京市建邺区江东中路300号）

【会议酒店】
南京新华传媒粤海国际大酒店（南京市建邺区江东中路363号，会场马路对面）
南京国际博览中心酒店（南京建邺区金沙江西街16号，靠近南京国际博览中心南门）

日程安排

2017年11月2日  全天报到

时间 内容

09:00-11:30 临床研科设计与论文撰写工作坊 会议室201

主持人：吴爱勤、袁勇贵、沈鑫华

09:00-09:40 临床科研在心身医学中的应用（一）
吴爱勤

09:40-10:20 临床科研在心身医学中的应用（二）

10:20-10:30 茶休

10:30-11:20 心身医学SCI论文撰写与投稿
袁勇贵

11:20-12:00 临床研科基金申报与成果申报

12:00-14:00 午餐

14:00-17:00 灵动中国 扬子厅

17:00-18:00 江苏省心身与行为医学分会全委会 粤海酒店翔宇厅B

18:00-19:00 晚餐

19:00-20:00 中华医学会心身医学分会青委会成立

粤海酒店翔宇厅B20:00-21:00
中华医学会心身医学分会全委会（青委列席、各省市
主委列席）

21:00-22:00 关于成立分会党的工作小组会议



2017年11月3日

大会报告 中山厅
时间 主持人:唐茂芹、方建群、阮列敏、黄晓琴

08:00-08:30 大会卫星会（西藏海默尼）

08:30-09:00 开幕式
09:00-09:30 中国现代心身医学：过去、现状和将来 吴爱勤
09:30-10:10 Biological research and psychotherapy Gavin Reynolds
10:10-10:30 茶休
10:30-11:00 心身缠绕论:一种新的生命观 何裕民
11:00-11:30 心身疾病的文化治疗艺术 胡  建
11:30-12:00 心身医学与医学管理 赵  炜
12:00-12:30 大会卫星会（浙江佐力）

扬子厅
13:30-15:00 专题会1:江苏青年论坛（大会主席：袁勇贵、贺丹军）

主持人:张晓斌、程灶火
13:30-14:00 基于ICF框架的心身疾病功能谱系初探 林  枫

14:00-14:30
强迫症症状新认知——DSM5诊断标准对临床强迫症的
影响

周朝昀

14:30-15:00 心身医学与多学科诊疗模式 杨海龙

会议室302
13:30-15:00 专题会2:康弘病例比赛

主持人:周  波、袁勇贵
13:30-13:35 项目介绍 黄大勇
13:40-13:45 嘉宾致辞 吴爱勤
13:45-15:15 病例演讲比赛 全国5强选手
15:15-15:25 颁奖 评审专家

会议室303
13:30-15:00 专题会3:心身医学面面观——多学科视角

主持人:郎森阳、吴爱勤、姜荣环
13:30-13:50 功能性胃肠病慢病管理的心身医学观 彭丽华
13:50-14:10 神经科学中的精神与心理:分不开的你、我、她 王湘庆
14:10-14:30 心-心相印:双心医学的那些事儿 冯  斌

14:30-14:45 透过心身看风湿 梁东风

14:45-15:00 积极心理学在心身医学中的应用 吕  静



会议室201
13:30-15:00 专题会4:双心医学的现状与未来                 主持人:朱  宁、王一波
13:30-13:50 双心医学面临的挑战和展望 毛家亮
13:50-14:10 对双心医学的再认识 丁荣晶
14:10-14:30 焦虑抑郁躯体化的心理学意义 姜季妍
14:30-14:50 从指南看双心筛查 任延平
14:50-15:00 讨论与总结

会议室202

13:30-15:00 专题会5:心身康复的临床实践和研究进展
主持人: 张  皓、李淑英

13:30-13:55 老年痴呆患者的认知康复 恽晓平
13:55-14:20 心身同治----慢性疼痛康复过程中的心理情绪干预 区丽明
14:20-14:40 从发展心理学角度谈发育迟滞儿童的康复评价和治疗 逄  辉
14:40-15:00 音乐治疗在康复领域中的临床应用 张晓颖

会议室203
13:30-15:00 专题会6:神经反馈和调控与脑健康论坛

主持人:王玉平、王铭维
13:30-13:55 生物反馈在神经精神康复中的应用 宋鲁平
13:55-14:20 儿童认知功能的评估和干预 陈  倩
14:20-14:40 脑功能疾病的神经调控治疗 林一聪
14:40-15:00 神经调控在心身疾病治疗中的病例分享 胡振宏

会议室208
15:40-17:10 专题会7:心身同治—中国传统医学的视角与实践

主持人:王志红、程  伟
15:40-16:00 疏泄的本意、源头及其现代意义研究 何裕民
16:00-16:35 比较与借鉴——日本心身医学与汉方研究 程  伟
16:35-17:10 中医非药物疗法在心身疾病中的应用 张  捷

扬子厅
15:40-17:10 专题会8:江苏青年论坛（主席：袁勇贵、贺丹军）

主持人:欧红霞、耿德勤
15:40-16:10 卒中后抑郁的发病机制研究进展 杨玲俐
16:10-16:40 具身认知视角的躯体化障碍研究 柳艳松
16:40-17:10 抑郁症躯体症状临床新认知 乔  娟

会议室302

15:40-17:10 专题会9:心身医学学科建设、管理与发展专题会

主持人:周  波、吴爱勤

15:40-16:00 中国临床心身医学科的学科归属 袁勇贵

16:00-16:20 国家重点学科的建设 王玉平
16:20-16:40 中国心身相关障碍诊疗指南 吴爱勤
16:40-16:55 心身医学学科建设经验交流与管理规范体系化思考 周  波
16:55-17:10 睡眠心身医学——心身医学的亚专业化学科发展 高  东



会议室303
15:40-17:10 专题会10:痛彻心扉——身之疼，心之痛

主持人:况  利、刘忠纯、姜荣环
15:40-16:00 痛苦之源:深度神经网络学习与疼痛矩阵 禚传君
16:00-16:20 癌前癌后:你是主宰 冯  杰
16:20-16:40 焦头烂额:头痛与焦虑抑郁的前世今生 杨  飞
16:40-16:55 治“疼”更需知“痛” 路桂军
16:55-17:10 自我关怀在疼痛治疗中的应用 杨  蕾

会议室201
15:40-17:10 专题会11:心身疼痛论坛

主持人:郎森阳、路桂军
15:40-16:05 从心理学角度谈疼痛之因 刘华清
16:05-16:30 躯体化形式障碍诊疗进展 骆艳丽
16:30-16:50 糖尿病痛性神经病变的诊断和治疗进展 陶  红
16:50-17:10 慢性腰腿痛住院病人焦虑抑郁状态及对疼痛影响 贾东林

会议室202
15:40-17:10 专题会12:睡眠障碍与躯体疾病

主持人:潘集阳、吴爱勤
15:40-16:05 生理性睡眠调节机制与疼痛性失眠的神经环路 黄志力
16:05-16:30 睡眠障碍与高血压 唐向东
16:30-16:50 失眠患者睡眠感知变化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赵忠新
16:50-17:10 心身障碍与失眠 王玉平

会议室203
15:40-18:00 专题会13:不同专科谈抑郁焦虑

主持人:贺丹军、袁勇贵

会议室208
15:40-17:40 专题会14:心身疾病与心理治疗

主持人:常  翼、李英辉
15:40-16:10 进食障碍基于家庭的治疗(FBT) 陈  珏
16:10-16:40 躯体形式障碍的心理治疗 王东耀
16:40-17:10 心身障碍短程整合心理治疗 吴爱勤
17:10-17:40 平衡心理治疗的理论与实践 徐  治

时间 内容 地点

18:30-20:30 妙声音全国总决赛 扬子厅

21:00-22:00 《中国心身疾病防治指南和专家共识》中期会 会议室203



2017年11月4日

大会报告 中山厅
时间 主持人:邵宏元、王菲、马宏坤、薛  蓉

08:00-08:30 大会卫星会（豪森）
08:30-09:00 心理治疗是什么 岳晓东

09:00-09:30 精神病专科医院心身医学建设与发展面临机遇和挑战 钱敏才

09:30-10:00 自闭症:神经发育可塑期的混乱所造成的感官过敏 何琼尔

10:00-10:30

磷酸二酯酶:心身疾病和酒精成瘾 的治疗靶标

[Phosphodiesterases (PDEs): Targets for treatment of 
psychosomatic diseases and alcoholism] 

张汉霆

10:30-10:40 茶休

10:40-12:00 对话:大咖论心身（主持人：袁勇贵）

吴爱勤、何裕民、赵明杰、季建林、袁勇贵
12:00-12:30 午餐卫星会（杨森）

扬子厅

13:30-15:00 专题会15:医学人文 主持人:赵明杰

13:30-13:55 健康人文的理论与实践 段志光
13:55-14:20 身体哲学与医学真理 孙慕义
14:20-14:40 从人文引领健康，到健康人文学学科建构 何裕民
14:40-15:00 医学人文的理念、教育与实践 赵明杰

会议室302
13:30-15:00 专题会16:焦虑及相关障碍诊治进展  

主持人:吴爱勤、钱敏才
13:30-13:55 苯二氮卓类药物的合理运用 季建林
13:55-14:20 心脑血管病伴发焦虑的诊治进展 沈鑫华
14:20-14:40 失眠症伴发焦虑的诊治进展 潘集阳
14:40-15:00 睡眠觉醒调节神经环路与焦虑行为 黄志力

会议室303
13:30-15:00 专题会17:综合医院焦虑抑郁论坛

主持人:邹韶红、邹  涛
13:30-13:55 抑郁障碍的规范化治疗 姜荣环
13:55-14:20 焦虑障碍的规范化治疗 王国强
14:20-14:40 综合医院焦虑抑郁障碍治疗的核心技术 周  波
14:40-15:00 焦虑障碍的认知行为治疗 柳  娜

会议室201
13:30-15:00 专题会18:心理治疗与医患沟通

主持人:沈鑫华、杨建立
13:30-14:30 悦纳疗法的理论与操作 邓云龙
14:30-15:00 解码心身障碍，和谐医患关系 吴爱勤



会议室202
13:30-15:00 专题会19:研究与进展

主持人:熊  鹏、余  斌
13:30-13:55 心身医学与成瘾 谌红献
13:55-14:20 精神分裂症的脑结构和功能磁共振研究进展 郭文斌
14:20-14:40 儿童青少年焦虑障碍 刘寰忠
14:40-15:00 从心身医学看精神疾病的脑肠轴机制 胡少华

会议室203
13:00-15:00 专题会20:高血压与焦虑

主持人:徐  运、袁勇贵
13:00-13:30 难治性高血压的治疗难点与策略 陈琦玲
13:30-14:00 焦虑障碍的神经机制及潜在的治疗靶点 谢春明
14:00-14:30 焦虑症和躯体形式障碍之躯体症状辨析 谢  健
14:30-15:00 抗焦虑临床治疗中的安全性问题 况  利

会议室208
13:30-15:00 专题会21:心身评估与心身疾病

主持人:谢永标、洪  霞
13:30-14:00 心身疾病诊断中的数据分析挑战 王  桥
14:00-14:25 皮肤心身疾病概览 冯建忠
14:25-14:50 脑-肠-肠道菌群轴与心身疾病 杜向东
14:50-15:00 一款更加适合中国人群的心身医学评估量表 方一兴

扬子厅
15:40-18:00 专题会22:家庭治疗结合催眠治疗 主持人:张  岚
15:40-18:00 家庭治疗结合催眠治疗——现场案例或录像示教 赵旭东

会议室302
15:40-17:10 专题会23:失眠与心身障碍                      主持人:袁勇贵、徐  勇
15:40-16:10 焦虑抑郁共病睡眠障碍心身同治 吴爱勤
16:10-16:40 失眠患者睡眠感知变化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赵忠新
16:40-17:10 镇静催眠药物选择的安全性 孙洪强

会议室303
15:40-17:10 专题会24:心身风湿论坛

主持人:贺建华、杨岫岩
15:40-16:00 纤维肌痛症诊治全面解析 梁东风
16:00-16:20 肝郁与抑郁 李秀玉
16:20-16:40 纤维肌痛症诊治病例分享 李  玲
16:40-17:00 抗抑郁药物的使用要点 姜荣环
17:00-17:10 讨论

会议室201
15:40-18:00 专题会25:优秀论文汇报

主持人:孙  华、李  勇、胡茂荣



会议室202
15:40-18:00 专题会26:港澳及青年学者英文论坛

主持人:项玉涛、周建松

15:40-16:00
Enlarged perivascular spaces are associated with quality of 
life in patients with acute ischemic stroke 梁  燕

16:00-16:20
Coping Styles Mediat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Job 
Burnout and Work–Family Conflict among Chinese 
Doctors

刘军军

16:20-16:40

Nicotine dependence in Chinese patients with 
schizophrenia treated in primary care centers: a cross-
sectional study

李  艳

16:40-17:00

Different Brain Activities Underlie Diverse Somatic 
Symptoms of Drug-Naive MDD Patients in First Episode-
-- A Comparative Resting-state fMRI Study

曲  淼

17:00-17:20

COMT Val158Met Polymorphism influences the CBF 
changes related to psychomotor retardation in Major 
depressive disorder

尹营营

17:20-17:40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of  post-stroke depression scale 岳莹莹

17:40-18:00

Electroconvulsive therapy for older patients with major 
depressive disorder: a systematic review of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s in China

朱晓敏

会议室203
15:40-17:10 专题会27:应激与心身疾病                      主持人:陈焕新、周世昱
15:40-16:05 应激致病的炎症共性机制及新的防治靶点 蒋春雷

16:05-16:30 Stress: Neurobiology and Management 陈焕新

16:30-16:50 应激导致情感障碍的神经体液机制 王福顺
16:50-17:10 青少年情绪障碍与自杀的预警及防控 况  利

会议室208
15:40-17:10 专题会28:心身健康维护和心身护理

主持人:毛圣芹、谭靓靓
15:40-16:05 医院EAP内部平台建设经验分享 张桂青
16:05-16:30 护士常见心理压力与应对 李国宏
16:30-16:50 脑卒中照顾者心身健康维护 封海霞
16:50-17:10 综合医院心身病房特色护理及分级心理护理模式 王云琼

扬子厅
18:30-20:30 晚间特别演讲 主持人:郑爱明
18:30-20:30 心身障碍的非药物治疗实践 岳晓东

时间 内容 地点

17:10-18:00
睡眠相关障碍协作学组成立会议 会议室202

心身风湿协作学组成立会议 会议室303

18:00-18:20 闭幕式 会议室302



2017年11月5日

会议室302

08:30-10:30 海外华人心身医学研究专场
主持人:吴爱勤、袁勇贵、张汉霆

08:30-09:00

Stress-induced depression are associated with the 
imbalance of redox state: the protective effect of PDE2 
inhibitor

徐  英

09:00-09:30
Abnormal Mitochondrial Dynamics Contributes to the 
Pathogenesis of Alzheimer’s Disease. 祝雄伟

09:30-10:00 中国内地、澳门、香港大学生精神健康调查 项玉涛
10:00-10:30 讨论
10:30-12:00 第2届心身医学技能培训班

主持人:牟晓冬、岳莹莹
10:30-11:00 音乐治疗在心身疾病中的运用 张文瑄
11:00-11:30 虚拟现实（VR）在心身医学科的应用 汪天宇
11:30-12:00 沙盘治疗在心身治疗中的作用 黄  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