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举办 2018 年度西南地区疼痛专业研讨会 
暨重庆市医学会疼痛学专业委员会 2018 年学术年会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 

由重庆市医学会主办，重庆市医学会疼痛学专业委员会和陆军军医大学西

南医院疼痛科承办的 2018 年度西南地区疼痛专业研讨会暨重庆市医学会疼痛学

专业委员会 2018 年学术年会定于 2018 年 12 月 14 日-16 日在重庆南方君临酒店

召开。本次会议主题为“疼痛临床案例分享及内脏痛诊疗”。届时将有来自北京

和云贵川渝地区的各位专家学者将分享自己近年来实际工作中遇到的有指导和

借鉴意义的各种类型的临床病案，包括少见病、罕见病明确诊断的过程、处理

经过和结果，医疗意外情况的发现、处置和转归等。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会议时间 

2018 年 12 月 14 日：14:00-20:00 报到； 

2018 年 12 月 15 日：授课、交流与互动。医疗全天，护理下午分会场； 

2018 年 12 月 16 日：8:30-11:30 演讲比赛，11:30-12:00 颁奖、闭幕式。 

二、会议地点 

重庆南方君临酒店（重庆市高新区石桥铺科园四路 259 号） 

三、参加人员 

各医院从事疼痛及相关专业诊疗的医生、护士及康复治疗师。 

四、会议注册 

（一）注册费用（以交费时间为准） 

1.医生 

  前期优惠注册费标准（2018 年 12 月 7 日前）：医生 700 元/人； 

  现场注册费标准：医生 800 元/人； 

2. 护理人员（报到时需出示护士证，否则不予认可）：400 元/人。 

（二）注册方式（推荐使用在线注册） 

1.在线注册：电脑登陆会议网站（http://ttx2018.medmeeting.org）或关注“重

庆市医学会”微信公众号后点击“学术会议”选择此次会议，点击“参会注册”

栏目下的“个人代表注册”按钮，在线填写注册信息，并按照网页提示进行注

册费的网上支付操作。 



2.现场注册：手机扫描现场提供的二维码，填写个人注册信息，现场以银行

卡、微信、支付宝等方式交纳注册费。 

（三）注册说明 

1.优惠期之后注册按现场注册标准收费，费用请到会议现场交费。 

2.因使用公务卡不能在线交费的代表应在注册费优惠时间前完成在线注册，

报到时主动提醒收费人员并凭公务卡可享受前期注册费优惠。 

3.差旅费自理，回单位按规定报销。 

4.报到时请提供单位准确的全称及税号，以便开具发票。网上交费代表现场

凭相关证件领取注册费发票。 

五、其他事项 

（一）学分授予 

成功注册参会代表凭本人身份证授予重庆市级Ⅰ类继续医学教育学分陆

分。凡是未在会议网站注册者不授予学分。 

（二）住宿安排 

需住宿代表请提前进行预订，并将订房信息以短信的方式发送至订房联系

人：重庆岩泉会议服务有限公司  刘纹余  电话：13368285397 

（三）联系人 

西南医院疼痛科  崔剑  电话：13883788139，王海慧  电话：13678449615 

登录重庆市医学会网站（http://www.cqma.cn/）或扫描二维码关注重庆市医

学会微信公众号了解更多学会动态和会议信息。 

 

 

                                               重庆市医学会 

                                              2018 年 9 月 21 日 



附件： 

2018 年度西南地区疼痛专业研讨会 
暨重庆市医学会疼痛学专业委员会 2018 年学术年会 

会 议 日 程 
 
2018 年 12 月 15 日（星期六） 
8:00-8:30  开幕式    主持人：聂发传 

时间 题目 讲者 主持人 

08:30-09:10 病例分享 赵  英 

聂发传 
黄  伟 

09:10-09:35 病例分享 刘  慧 

09:35-10:00 病例分享 张小梅 

10:00-10:25 病例分享(待定) 王  林 

10:25-10:45 休息 

10:45:11:10 颈椎骨转移疼痛介入治疗入路选择的思考 黄佑庆 
虞乐华 
翁明军 

11:10-11:35 膝关节骨性关节炎中西医结合治疗 刘  庆 

11:35-12:00 脊柱源性疼痛微创治疗方法选择策略 宋  超 

12:00-13:30   午餐 

 
主会场 

时间 题目 讲者 主持人 

13:30-13:50 云克联合腰交感神经射频治疗早期股骨头坏死体会 董绍兴 
徐梓辉 
李光春 

13:50-14:10 一个胸痛病人引发的思考 李  瑛 

14:10-14:30 病例分享 杨晓秋 

14:30-14:50 内脏痛的诊疗 郭晓丽 周泽军 
尹晓玲 

 
14:50-15:10 病例分享 姚秀高 

15:10-15:30 射频消融后健侧神经损伤病例分享 刘怀清 

15:30-15:50   休息 

15:50-16:10 病例分享 崔  剑 
龙  军 
胡琼英 

16:10-16:30 病例分享 宋  莉 

16:30-16:50 椎体成形疑难病例探讨 贺纯静 

16:50-17:10 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的脊柱关节因素 黄乐天 魏安宁 
石  英 

 
17:10-17:30 经翼腭神经超声引导三叉神经阻滞的应用 欧册华 

17:30-17:50 椎间盘突出等于椎间盘突出症吗？ 陈华伦 

18.00-19.30 晚餐 

20.00-21.00 重庆市中西医结合疼痛专委会改选（护理分会场） 所有委员 易  菲 

 



护理分会场 

时间 题目 讲者 主持人 

13:30-13:50 护理学组成立仪式 
护理学组
全体成员 

聂发传 
李雪薇 

13:50-14:15 病例分享 李雪薇 

聂智荣 
易维君 

14:15-14:40 华西临床疼痛管理 刘  俐 

14:40-15:05 疼痛评估 谢徐萍 

15:05-15:30 病例分享 廖淑梅 

 
15:30-15:50   休息 

  
15:55-16:20 病例分享 刘  娟 

李雪薇 
魏小妹 

16:20-16:45 慢性疼痛治疗护理中的风险防范及思考 易维君 

16:45-17:10 癌性疼痛患者的护理 魏小妹 

17:10-17:35 如何做好住院病人的健康教育 吴群英 

17.40-18.00 护理学组会议 
 

李雪薇 

18:00-20:00  晚宴 

 
2018 年 12 月 16 日（星期日） 

时间 题目 讲者 主持人 

08:00-11:30 演讲比赛 参赛者 
聂发传 

11:30-12:00 颁奖、闭幕式 
 

 

 

 

演讲比赛规则 
 

主    题：疼痛科的工作点滴与感悟 

参赛人员：疼痛科医生、护士 

演讲时间：每人限时 7 分钟 

演讲评分标准： 

1、演讲内容（50 分）：病史/故事陈述完整准确，内容充实，逻辑清楚，说

理性强，有显著教育意义。 

2、幻灯片形式（20 分）：表达清晰悦目，重点突出，激光笔使用得当。 

3、演讲技巧（20 分）：口齿清晰，表达清楚，无话把子，时间控制好（7

分钟内）。 

4、演讲形象（10 分）：仪容端庄，神情步态恰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