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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敬的各位专家、同仁：

整合医学是一种以人为中心，从身体、情感、精神、社会和环境全方位提高

人的健康，消除疾病根源的医学体系，集现代医学、传统医学、社会心理学、营

养学、康复医学、身心医学等为一体。而整合肿瘤医学则是整合医学的重要分支，

它与常规肿瘤治疗并行，利用来源于非肿瘤学科的多学科团队，如康复团队和共

病团队及不同于传统中的身心调治、天然药物及生活方式调节方法，以患者为中

心、以循证为主导，在肿瘤领域日益受到关注。

目前，国际上欧美很多国家以及日本、韩国、澳大利亚等国家都成立了该国

的整合肿瘤医学会，而中医药作为整合肿瘤的重要力量更应该成为国际整合肿瘤

医学的主要力量，发挥引领作用。

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作为中医药与世界沟通的重要平台和桥梁，是整合肿

瘤医学发展壮大的最适宜土壤。为更好的服务及满足中国广大肿瘤患者的对整合

医学日益加深的需求，以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岐黄学者、中国中医科学院首席研究

员、西苑医院肿瘤诊疗部主任杨宇飞教授为候任会长的团队向世界中医药学会联

合会提出成立“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整合肿瘤专业委员会”的申请并获得批准。

在各级领导和各界同仁的大力支持下，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整合肿瘤专业

委员会定于 2020 年 11月 28-29 日在北京召开成立大会暨第一届学术年会。会

议由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主办，由世界中医药学会

联合会整合肿瘤专委会筹委会、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肿瘤诊疗部承办。会议

拟采用线上线下联合举办的形式召开，同期将举行整合肿瘤专委会的选举工作。

届时将邀请唐旭东、林洪生、李萍萍、陈信义等整合肿瘤医学领域的国内顶

尖学者、学科带头人以及多位国际整合肿瘤医学领域的知名专家出席会议。会议

将举办以“守正创新，整合融汇”为主题的高峰论坛，邀请美国针灸学会主席毛

钧教授、美国整合医学会（SIO）主席包婷教授、澳大利亚西悉尼大学朱小纾教

授解读国际整合肿瘤医学发展趋势，亦有多位国内知名中西医专家讲授我国在整

合肿瘤方面的概况及热点问题。同时将成立乳腺癌康复专家学组召开专题研讨会，

举办整合肿瘤临床科研循证方法学培训与实践案例点评活动。将荟萃国内多个优

秀整合肿瘤临床团队精彩纷呈的研究设计，并特邀国内著名循证医学专家、长江

学者、北京中医药大学循证医学研究院执行院长刘建平教授及多位顶尖方法学家

授课与点评。

本次大会意在吸纳来自海内外的整合肿瘤学人才，加强与国际相关学科的学

者和机构交流和学习，着力打造开放共荣的学术交流平台，建立和发展我国整合

肿瘤医学学科高端学术品牌。

整合肿瘤专委会筹委会，诚挚邀请国内外从事并热爱肿瘤相关学科的临床、

基础及方法学研究工作的专家学者踊跃参会，并积极投稿，分享临床或科研中的

经验与成果，共同为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整合肿瘤发展之路作出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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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组织结构

荣誉主席 孙 燕 陈可冀 黄璐琦

名誉主席 朴炳奎 周仲瑛 唐旭东

执行主席 杨宇飞 许 云

秘 书 长 张海波

副秘书长 李 勇 孙东东 杨葛亮 张 彤 孙凌云

大会主席团

主  席：杨宇飞  程海波 

成  员：（按姓氏拼音为序）

包  婷（美国） 陈信义  陈  婷（美国） 刁德昌  董其瀚（澳大利亚） 冯  利 

郝迎旭  侯  丽  胡  卡（香港） 季加孚  刘建平  刘  婕 

刘鲁明  刘丽坤  李道睿  李萍萍  李  忠  李  杰 

李  青（美国） 李文卿（英国） 李  琦  林洪生  林丽珠  林仁吉 

吕江丹（德国） 路嘉宏（澳门） 毛  钧（美国） 孟官维 (瑞士 )  马建忠  欧江华 

潘  平  潘胡丹（澳门） 桑滨生  舒  鹏  唐旭东  唐丽丽 

王  萍  王婷婷  武爱文  万  进  吴万垠  许  云 

许  玲  杨国旺  姚俊涛  游  捷  殷东风  张洪亮 

张水清（澳大利亚） 钟丽丹（香港） 朱小纾（澳大利亚） 曾志豪（新加坡）

 

指导委员会

主 任 委 员：林洪生  李萍萍  陈信义

副主任委员：刘鲁明  徐振晔  林丽珠

委  员：（按姓氏拼音为序） 

冯  利   郭  勇  黄智芬  黄金昶  郝迎旭  侯爱画 

胡凯文   季加孚  蒋益兰  贾英杰  贾立群  李  琦 

李  杰  李  忠  李斯文  刘丽坤  刘伟胜  刘沈林 

齐元富  舒琦瑾  唐旭东  万  进  吴万垠  温艳东 

许  玲  谢雁鸣  易丹辉  殷东风  游  杰  杨国旺 

姚俊涛  张培彤  张洪亮      

（马来西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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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委员会
 

主 任 委 员：刘建平  唐丽丽

副主任委员：张海波  许  云

委  员：（按姓氏拼音为序）   

包  婷（美国） 陈前军  董其瀚（澳大利亚） 刁德昌  范  竞（美国） 费宇彤 

龚亚斌  洪原淑（韩国） 韩正祥  胡  卡（香港） 贺  红  金雪晶 

李道睿  李  青（美国） 李涌涛  李砚川  李文卿（英国） 李占东 

刘建平  刘文利（美国） 刘  叶  刘赛东  林仁吉（马来西亚） 路夷平 

路嘉宏（澳门） 莫遵立（美国） 潘胡丹（澳门） 欧江华  沈  波  舒  鹏 

王  萍  王丽新  王  婧  吴文中  吴志扬  万冬桂 

武爱文  吴晓宇  张家玄（马来西亚） 张永清（澳大利亚） 章  慧（美国） 赵树立 

赵爱光  郑  岚  钟丽丹（香港） 曾志豪（新加坡） 朱熹杰  朱小纾

     

组织委员会
 

主 任 委 员：刘  婕  程海波  易丹辉

副主任委员：欧江华  武爱文  刁德昌

委  员：（按姓氏拼音为序）   

曹  焱   曹妮达  陈  楠  陈晓峰  陈  凯  陈  薇  

迟  伟  丛明华  崔  健（美国） 戴春华  范志勤  范  越  

冯  烨  方盛泉  高  宏  顾  瞻  韩  梅  韩正祥  

贺  红  黄颖颖（美国） 黄喜文  洪  鹏  何  毅  胡筱蓉  

蒋  华  蒋晓松  李  军  李清林  李砚川  李  潇  

李  勇  李应宏  李同达  李春光  刘传波  刘  浩 

刘  佳  刘  涓  刘  赟  刘兆兰  卢家宏  卢钦荣 

罗居东  吕明明  吕江丹（德国） 廖  星  孟官维 (瑞士 )  泥艳红 

欧国贤（香港） 庞  英  潘  宇  任秀梅  荣王斌  石凤芹 

孙东东  孙凌云  史建红  史晓光  沈卫星  唐  莹 

魏有刚  王婷婷  王  刚  王  志  汪欣文  吴  骏 

吴依芬  胥孜杭  徐汉辰  许文婷  许尤琪  杨  阳 

杨葛亮  杨小兵  于明薇  袁春銮  张磊昌  张  飞 

张晨光  张  颖  张  彤  张  清  张  栋  章  烨 

赵叶琳  赵晓琴（美国） 周金荣（美国） 朱晓虹  朱燕娟  朱  意 

庄丽萍  

大会秘书
 

李  勇  孙东东  孙凌云  杨葛亮  张  彤  张晨光

（澳大利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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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会议日程安排（以会议手册为准）

2020 年 11 月 28 日（周六）08:00—22:00 会议报到
地点：北京裕龙国际酒店大堂

2020 年 11 月 28 日（周六）18:00—19:00 晚宴
地点：北京裕龙酒店大上海大宴会厅

2020 年 11 月 28 日（周六）19:00—20:00
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整合肿瘤专业委员会预备会

地点：北京裕龙国际酒店三层第九会议室

2020 年 11 月 28 日（周六）20:00—21:00
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整合肿瘤专业委员会第一次理事会

地点：北京裕龙国际酒店三层第九会议室

2020 年 11 月 29 日（周日）08:30—09:30
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整合肿瘤专业委员会成立大会

地点：北京裕龙国际酒店一层会议厅
主持人：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纪委书记  温艳东

时间 活动内容

08:30-08:35 介绍出席会议的领导和嘉宾

08:35-08:50
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学术部主任潘平宣读世界中联整合肿
瘤专业委员会成立批复及第一届理事会名单

08:50-09:00
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桑滨生先生向整合肿
瘤专业委员会会长授牌，并向副会长、秘书长颁发证书

09:00-09:05 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整合肿瘤专业委员会当选会长讲话

09:05-09:10 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肿瘤康复专业委员会会长林洪生致辞

09:10-09:15 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领导温艳东致辞

09:15-09:20 中国中医科学院副院长唐旭东致辞

09:20-09:25 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会长马建中先生致辞

09:25-09:30 集体合影

2020 年 11 月 29 日（周日）09:30—12:00
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整合肿瘤专业委员会第一届学术年会

“守正创新  整合融汇”主题高峰论坛
地点：北京裕龙国际酒店一层会议厅

主持人：杨宇飞



第二轮通知

- 5 -

时间 主题 讲者 单位

上半场  会议主席：林洪生  李萍萍  刘  婕

09:30-09:50
整合医学在肿瘤康复的
进展

毛  钧 美国针灸学会主席

09:50-10:10 中医理论国际化 程海波 南京中医药大学

10:10-10:30 脾虚证的研究 赵爱光 上海中医药大学龙华医院

10:30-10:40 休息

下半场  会议主席：刘建平  唐丽丽  陈信义

10:40-11:00
如何用整合医疗手段减
轻乳腺癌内分泌治疗的
骨痛副作用

包  婷
美国肿瘤整合医学学会
（SIO）主席

11:00-11:20
中西并重整合肿瘤临床
研究的中国之路

许  云 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

11:20-11:40 中医药教学的国际化 朱小纾 澳洲西悉尼大学健康学院

11:40-12:00
从临床研究谈肿瘤整合
治疗

张海波 广东省中医院

2020 年 11 月 29 日（周日）12:00—13:00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课题——复方阿胶浆治疗化疗后癌因性疲乏

（气血两虚证）的临床价值评估研究》专题研讨会
主办单位：东阿阿胶股份有限公司

地点：北京裕龙国际酒店一层会议厅 A

整合肿瘤临床科研循证方法学培训与实践案例点评
（临床科研方法学学组、青年学组筹备组联合举办）
时间：2020 年 11 月 29 日（周日）13:00—16:30

地点：北京裕龙国际酒店一层会议厅 A
会议主席：刘建平  杨宇飞

时间 主题 讲者 单位

上半场  主持人：舒 鹏 王 萍 王婷婷

13:00-13:30
循证医学促进中医药的
传承与创新

刘建平
北京中医药大学循证医学
研究院

13:30-14:00

Using patient-
reported outcomes 
to support medical 
decision-making at 
micro-, meso-, and 
macro-levels

金雪晶
加拿大Alberta 大学公共
卫生学院
北京中医药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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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主题 讲者 单位

14:00-14:30
GRADE在系统综述和
指南指定中的应用

费宇彤
北京中医药大学循证医学
研究院

14:30-14:40 茶歇

下半场  主持人：李 勇 张 彤 孙东东

14:40-15:10 研究案例分享及点评之一（点评专家：武爱文  许 云 费宇彤）

15:10-15:40 研究案例分享及点评之二（点评专家：金雪晶 张海波 刁德昌）

15:40-16:10 研究案例分享及点评之三（点评专家 : 侯  丽 易丹辉 吴晓宇）

16:10-16:30 会议总结（刘建平  杨宇飞）

2020 年 11 月 29 日（周日）12:00—12:30
“抗 PD-L1 的作用原理与机制”专题研讨会

主办单位：阿斯利康制药有限公司 
地点：北京裕龙国际酒店一层会议厅 B

2020 年 11 月 29 日（周日）13:00—16:30
乳腺癌康复学组成立暨乳腺肿瘤康复治疗学术研讨会

( 乳腺肿瘤康复学组主办 )
地点：北京裕龙国际酒店一层会议厅 B

名誉主席：杨宇飞     执行主席：欧江华     秘书：张晨光  许文婷

时间 主题 讲者 单位

13:00-13:40 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整合肿瘤专委会乳腺肿瘤康复学组成立会

主持人：杨宇飞  欧江华  侯  丽

13:40-14:10
乳腺癌重建的术前及术后
康复管理

刘  叶
中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
医院

14:10-14:20 提问与讨论 全体参会嘉宾

14:20-14:50
中医院的乳腺癌外科康复
特点及实践

陈前军   广东省中医院

14:50-15:00 提问与讨论 全体参会嘉宾

15:00-15:30
中医在乳腺癌治疗与康复
中的作用

万冬桂    中日友好医院

15:30-15:40 提问与讨论 全体参会嘉宾

15:40-16:10 乳腺癌康复的现状及挑战 欧江华   
新疆医科大学附属肿瘤
医院

16:10-16:20 提问与讨论 全体参会嘉宾

16:20-16:30 总结 欧江华   
新疆医科大学附属肿瘤
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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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会议论文
（一）征文内容

1. 新冠疫情期间，肿瘤患者整合诊治、康复及其他相关研究；

2. 整合肿瘤在国内外的研究现状、流行病学研究；

3. 中医药在整合肿瘤治疗中的基础研究、新发现及新进展；

4. 针灸、推拿、功法、瑜伽等非药物疗法治疗肿瘤研究的新发现、新进展

及技术突破；

5. 整合肿瘤疗效评价的方法学研究及新突破；

6. 中医药、肿瘤内科、外科、放疗科、血液科、康复科、影像科等多学科

的治疗动态与进展，鼓励多学科肿瘤康复治疗实例及典型个案病例分享。
（二）论文交流方式

1. 为方便交流，会议论文将被整理汇编成论文集；     

2. 分设一、二、三等奖，在年会上颁奖；

3. 经专家评审后，优秀论文将会推荐在相关核心期刊发表。
（三）征文要求

1. 凡未在国内外刊物上公开发表过的学术论文均可投稿。

2. 内容需包括摘要（中文 800 字以内，英文 300 单词内）；关键词：3-5

个；摘要格式应包括目的、方法、结果、结论四部分（病例报道、中医理论探讨

等类型文章除外）；并注明论文题目、作者、工作单位、通讯地址、邮政编码；

论文需用word 格式排版，宋体，小四号字，1.5 倍行距，标准字间距，正文内

容 3000 ～ 5000 字。格式不符合要求者不予评审。

3. 参会论文以附件形式发送电子邮件至 zhhzhlzhwh@163.com ，请注明

第一作者联系电话及邮箱。

4. 邮件主题请以“姓名 -论文题目 -类别”标明，类别：主要根据论文内

容分为以下方面：中医中药 / 非药物疗法 / 内科 / 外科 / 康复 / 实验 / 心理 / 营养 /

护理 / 医技 / 其他。

5. 截稿时间：2020 年 11 月 10 日

三、整合肿瘤专委会理事 / 会员招募
1. 会员申请表在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网站下载。

会员招募网站：http://wfcms.medmeeting.org/Muser/BranchIndex/6322

2. 会员注册截止时间：2020 年 11 月 14 日，由整合肿瘤专委会筹委会审

议通过，由世中联颁发证书。

3. 会员证的领取

（1）理事会成员全程参加 11月 28 日 19:00-21:00 的整合肿瘤专委会筹

备会及第一次理事会，全程参加 11 月 29 日整合肿瘤专委会成立会及第一届学

术年会，凭线下线上会议签到及缴费凭证，领取常务理事和理事证书。

（2）会员全程参加 11月 29日整合肿瘤专委会成立会及第一届学术年会，

凭线下线上会议签到及缴费凭证，领取会员证书。



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
整合肿瘤专业委员会成立大会暨第一届学术年会

- 8 -

四、会议相关事项
1. 会议地点：北京裕龙国际酒店（北京海淀区阜成路 40号）

2. 会议时间：2020 年 11 月 28-29 日

3. 此次会议参会者交通及食宿费用自理，参会人员预订住宿，由会务组统

一安排但需缴纳定金 500 元，于报道当天确实入住一并退还。交付定金请务必

注明参会人姓名及电话，方便退款。如不注明，无法退款责任自负。

4. 整合肿瘤专委会会员需交 500 元会费（2021 年—2025 年），其他参会

人员需交纳 500 元会议注册费，开具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发票，发票内容为

会务费或会议费。

5. 缴费须知：

（1）扫描“世中联微信缴费二维码”缴纳 500 元会费或注册费，请务必注

明“整合肿瘤 + 参会者姓名”；

（2）通过银行缴费（请务必注明“整合肿瘤 + 参会者姓名”）。

账户名：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

账  号：110060971018002604480178

开户行：交通银行北京育惠东路支行

（3） 扫描“世中联发票信息二维码”填写开票信息及发票内容（会议费、

会务费），选择电子发票，请务必填写电子邮箱；选择纸质发票请填写快递地址、

收件人及电话。

五、会议联系人
会议相关事宜  江  毅   18518172093    

会务相关事宜  周立英   17301031450

征文相关事宜  杨葛亮   13482694192    

会议住宿登记  慈  鹏   13146685937

        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     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

  

2020 年 11 月 1日





扫描“酒店预定及缴纳定金” 
二维码提交用房需求

世中联发票信息二维码

微信收款码
填写备注：整合肿瘤 + 参会者姓名

参会缴费及住宿流程说明 >>

第一步，扫描“微信收款码”缴费，填写备注：整合肿瘤 +参会者姓名。

第二步，扫描“世中联发票信息二维码” 填写发票信息。

第三步，扫描“酒店预定及缴纳定金” 二维码提交用房需求。

注：如不需要酒店预订无须提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