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暨南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成功举办第四届多模式分子影像高峰论坛 

由暨南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和广东省医学教育协会共同携手主办的第四届多

模式分子影像高峰论坛暨 SPECT/CT 与核素治疗临床新进展学术研讨会（国家级

继续教育学习班）于 2017 年 7 月 28-30 日在广州市成功召开。来自全国和广东

省内的核医学与分子影像以及相关学科的专家和学者约 200 多人（注册学员共

211 人）参加了本次学术会议。 

会议开幕式由广东省医学会核医学分会主任委员、暨南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医

学影像部主任兼核医学科主任徐浩教授主持。亚洲核医学院院长、中华医学会核

医学分会前任主任委员、中华核医学与分子影像杂志总编、上海健康医学院院长

黄钢教授，中国医师协会核医学分会会长、中华医学会核医学分会副主任委员、

首都医科大学朝阳医院核医学科主任王铁教授，中国医学装备协会核医学装备与

技术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华医学会核医学分会副主任委员、北京协和医院核

医学科主任李方教授，中国核学会核医学分会理事长、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

核医学科主任何作祥教授，广东省医院协会会长、暨南大学临床医学研究院院长、

暨南大学分子与功能影像研究所所长黄力教授，广东省环保厅孔令丰处长，广东

省医学教育协会会长、暨南大学研究生院院长罗良平教授，暨南大学附属第一医

院闭思成副书记等领导嘉宾出席会议。首先由我院闭思成副书记致欢迎辞，代表

医院对来自全国各地的著名专家表示热烈欢迎，黄钢院长和罗良平院长分别讲

话，高度肯定了我院核医学与分子影像团队近年来在学科建设和临床诊疗工作中

取得的优异成绩，预祝会议取得圆满成功。 

本次学术会议大咖云集、内容丰富。会议特邀了黄钢教授，王铁教授、李方

教授，何作祥教授，黄力教授，蒋宁一教授（中国核学会核医学分会副理事长，

中山大学孙逸仙医院核医学科主任），王辉教授（中华医学会核医学分会常委兼

秘书长，上海交通大学附属新华医院核医学科主任），丁虹教授（中华医学会核

医学分会常委兼副秘书长，中华核医学与分子影像杂志副总编兼编辑部主任），

马庆杰教授（中华医学会核医学分会常委兼副秘书长，吉林大学中日联谊医院核

医学科主任），陈萍教授（中华医学会核医学分会常委兼科普与继教学组组长，

广州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核医学科主任），谭建教授（中华医学会核医学分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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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委兼治疗学组组长，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核医学科主任），李春林教授（中华

医学会核医学分会常委兼功能显像学组组长，首都医科大学北京友谊医院核医学

科主任），石洪成教授（中华医学会核医学分会常委兼肿瘤学组组长，复旦大学

附属中山医院核医学科主任），赵军教授（中华医学会核医学分会常委兼 PET 与

分子影像学组组长，上海东方医院核医学科主任），王跃涛教授（中华医学会核

医学分会常委兼心脏学组组长，苏州大学附属第三医院核医学科主任），韩星敏

教授（中国医师协会核医学分会副会长，河南省医学会核医学分会主任委员，郑

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核医学科主任），缪蔚冰教授（中华医学会核医学分会委员，

福建省医学会核医学分会主任委员，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核医学科主任），

韦智晓教授（中华医学会核医学分会委员，广西医学会核医学分会主任委员，广

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核医学科主任），刘建军教授（中华医学会核医学分会

委员，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核医学科主任），谢文晖教授（中华医

学会核医学分会委员，上海市胸科医院核医学科主任），杨波教授（中国医师协

会核医学分会委员，云南省医学会核医学分会前任主任委员，云南省第二人民医

院核医学科主任），樊卫教授（中华医学会核医学分会委员，中山大学肿瘤医院

核医学科主任）等国内相关领域经验丰富且有较高造诣的专家学者做学术报告与

精彩点评。 

与会专家分别就“人文与健康的思考”、“定量 MRI 临床应用新进展”、“68Ga

标记药物的临床应用进展”、“肺通气/灌注显像在呼吸系统疾病应用进展”、

“肺部疾病 SPECT/CT 显像临床应用”、“核心脏病学临床应用新进展”、“心

肌血流灌注显像与精准医学”、“肾脏 SPECT 与 SPECT/CT 显像规范应用”、“小

儿 SPECT 与 SPECT/CT 显像临床应用”、“核医学科质量管理与 ISO15189 论证”、

“甲亢碘 131 治疗临床新进展”、“DTC 碘 131 治疗临床新进展”、“SPECT/CT 

在 DTC 碘 131 治疗中的应用”、“DTC 碘 131 治疗的临床路径”、“核医学科开

展碘 125 粒子治疗的规范化管理”、“SPECT/CT 显像临床应用体会”等进行了

专题讲座，从多角度、多方位介绍了国内外多模式核医学分子影像、SPECT/CT

临床应用最新进展、以及 131 碘治疗甲状腺功能亢进症及分化型甲状腺癌的临床

新进展等诸多内容，会议还进行了分化型甲状腺癌 131 碘治疗的病例讨论和专家

精彩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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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由暨南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徐浩教授对本次会议进行了学术总结并致闭

幕辞。本次学术会议时间紧凑，内容丰富，参会学员系统了解了核医学分子影像、

SPECT/CT 显像及 131 碘治疗甲亢和分化型甲状腺癌的最新研究进展，大家对此

次会议的高层次学术水平和前沿的研究进展给予了极高的评价，收获甚丰，会议

取得圆满成功。 

  

黄钢院长讲话 罗良平院长致辞 

  

闭思成副书记致欢迎辞 徐浩教授主持会议 

 

与会领导和专家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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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们精彩演讲 

 

与会代表认真听课与讨论 

 

（暨南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核医学科 弓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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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医学会百年华诞纪念活动暨广东省医学会学术直通

车核医学中山行 

2017 年 7 月 19 日下午，广东省医学会百年华诞纪念活动暨广东省医学会学

术直通车核医学中山行在广东省中山市小榄人民医院举行。广东省医学会继教部

陈大富部长，广东省医学会核医学分会主任委员、暨南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核医学

科徐浩教授，核医学分会副主任委员、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核医学科刘生教

授，核医学分会副主任委员、广州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核医学科林伟教授参加

了学术直通车活动。 

本次活动由中山市小榄人民医院核医学科官荣光主任主持，广东省医学会继

教部陈大富部长和中山市小榄人民医院杨新怀副院长分别致辞。徐浩主委介绍了

核医学诊疗简况和 SPECT/CT 显像的临床应用，刘生副主委介绍放射性药物的辐

射防护知识，林伟副主委介绍 131I 治疗甲亢的应用。来自中山、江门相关兄弟

医院的 100 多医务人员聆听了三位专家的精彩讲座，专家们的讲课内容丰富，简

单易懂，符合基层临床的需求，达到指导基层业务开展，扩大核医学影响的目的。 

广东省中山市小榄镇位于珠江三角洲的中南部，是中山市工商业重镇，属国

家级重点镇。该镇已有二家医院设置了核医学科，其中中山市小榄人民医院核医

学科 2015 年建科，是一个集核素诊疗和科教于一体的综合性学科。该院核医学

科配备了 SPECT/CT、QCT、甲状腺功能测定仪等一批先进仪器设备。常规开展检

查及治疗项目达 40 多项，其中甲亢碘-131 治疗，皮肤血管瘤、瘢痕的敷贴治疗，

多发性骨转移癌的锶-89 治疗，“云克”治疗为特色医疗项目。通过本次学术直

通车核医学中山行活动，对今后进一步提高该院核医学的诊疗水平以及核医学诊

疗技术临床推广将起到积极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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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新怀副院长致辞 

 

 

徐浩主委授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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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伟副主委授课 

 

 

刘生副主委授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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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稿：林伟、官荣光、弓健） 

 

 

 

第二届广东省核医学技师和护理学术研讨会成功举办 

2017 年 8 月 5 日，由广东省医学会核医学分会主办，江门市中心医院核医学科承办

的广东省医学会百年华诞纪念活动暨第二届广东省核医学技师和护理学术研讨会在侨乡

江门市举行。来自全省各地广东省核医学工作者 168 人（其中技师 70 人，护师 50 人）参

加了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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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开幕式由广东省医学会核医学分会常委、江门市中心医院核医学科黄斌豪主任主

持。受广东省医学会核医学分会主任委员徐浩教授委托，广东省医学会核医学分会副主委、

中山大学附属肿瘤医院核医学科主任樊卫教授致欢迎辞并宣读了广东省医学会核医学护

师、技师工作组成员名单，对所有组成人员表示热烈祝贺，并勉励他们肩负起责任，在学

会的领导下，把广东核医学的技、护工作开展得更好！  

  

   

樊卫主任致欢迎辞和宣读当选名单                黄斌豪主任主持开幕式 

 

核医学护理组学术交流由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核医学科黄薇护长和中山大学肿

瘤医院梁丽萍护长主持。暨南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医学影像部骆春柳护长对 CT 增强扫描碘

对比剂外渗的预防管理和对策进行了详细介绍；中山大学附属第六医院核医学科卢丹护长

对危机管理在 PET/CT 检查护理过程中的应用进行具体讲解；江门市中心医院核医学科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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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娥主管护师对 PET/CT 受检者的心理分析及护理干预进行了详细生动的解说。精彩的演

讲内容吸引大家纷纷拿起手机，拍下自己的“最爱”。 

   

暨南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影像中心骆春柳护长   中山大学附属第六医院核医学科卢丹护长

   

江门市中心医院核医学科吴月娥主管护师            会场一角 

暨南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医学影像部骆春柳护长和南方医科大学珠江医院核医学科孔

丹护长主持护理组的讨论。大家对核医学护理工作中遇到的问题进行了充分的讨论，气氛

热烈。刘生副主委、胡平主任、黄斌豪主任的精彩点评获得与会者的共鸣。 

  

骆春柳护长和孔丹护长主持护理组讨论                刘生副主委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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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平主任点评                                  黄斌豪主任点评 

 

核医学护理组学术交流由中山大学肿瘤医院核医学科张伟光和佛山市第一人民医院

核医学科黄克敏技师长主持。江门市中心医院核医学科周锦俊技师对体位移动和体表高活

性异物对 PET/CT 图像的影响进行详细探讨；广东省人民医院核医学科张庆技师长对肾动

态显像法与双血浆法在肾积水患者肾小球滤过率测定中的比较进行具体阐述；中山大学附

属第三医院核医学科查悦明工程师对基于CT域值的肺部PET图像分割方法进行具体介绍，

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核医学科张淑康技师对 SPECT/CT 的复合扫描组件质量控制测试

进行精彩分析。技师们的精彩演讲使与会者受益匪浅。 

  

张伟光和黄克敏技师长主持技师组学术交流       江门市中心医院核医学科周锦俊技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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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人民医院核医学科张庆技师长     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核医学科查悦明工程师 

  

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核医学科张淑康技师           与会者聚精会神听讲 

 

广州军区总医院核医学科欧阳习技师长和张庆技师长主持技师组的讨论。针对目前技

师工作中的问题大家畅所欲言，积极建言献策，樊卫主任、刘生主任、胡平主任的精彩点

评引得满堂喝彩。 

 

  

欧阳习技师长和张庆技师长主持技师组讨论                周锦俊技师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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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志刚资深技师发言                              樊卫主任点评 

  

刘生主任点评                               会场一角 

 

广东省医学会核医学分会副主委、珠江医院核医学科主任欧阳伟教授最后对会议进行

了总结，他充分肯定了以黄斌豪主任为首的江门核医学团队卓有成效的工作，使此次会议

顺利召开。祝贺当选的核医学技师、护师工作组成员，希望他们团结全省技护工作者，充

分发挥“排头兵”作用，在学会的指导下，有所作为。对演讲者的水平表示肯定，也指出

需要改善的地方，勉励大家进一步提高服务和技术水平，成为医生的得力助手！ 

  

欧阳伟主任进行会议总结                     羽毛球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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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会议为核医学技师和护理人员提供了很好的学术交流平台， 专家们的点拔和建

议使参会人员获益匪浅，有效提高了我省核医学技、护人员的科研和创新能力，必将对提

升我省核医学的整体水平有很大帮助。 

会后还安排了广东省医学会核医学分会羽毛球活动，给此次会议画上完美句号。 

 

 

（周锦俊，黄斌豪，弓健） 

 

 

广东省医学会百年华诞纪念活动暨广东省医学会学术直通车核医学

佛山南海行 

2017 年 9 月 13 日下午，广东省医学会百年华诞纪念活动暨广东省医学会学

术直通车核医学佛山南海行在佛山市南海区人民医院成功举行。广东省医学会继

教部陈大富部长，广东省医学会核医学分会主任委员、暨南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医

学影像部主任兼核医学科主任徐浩教授，核医学分会前任主任委员、中山大学孙

逸仙纪念医院核医学科蒋宁一教授，核医学分会副主任委员、广州医科大学第二

附属医院核医学科林伟教授，佛山市医学会核医学分会主任委员、佛山市第一人

民医院核医学科主任冯彦林主任参加了学术直通车活动。 

本次活动由佛山市南海区人民医院核医学科樊孝廉主任主持，佛山市南海区

人民医院朱应昌副院长致辞，广东省医学会继教部陈大富部长进行总结发言。徐

浩教授主讲核医学进展与 PET/CT 临床应用，蒋宁一教授主讲甲亢 131 碘治疗进

展，林伟教授主讲临床核医学辐射安全与辐射防护，冯彦林教授介绍 SPECT/CT

在骨关节疾病中的应用进展。来自佛山市及各区医疗单位约 160 多医务人员聆听

了四位专家的精彩讲座，专家们的讲课内容丰富，简单易懂，符合基层临床的需

求，达到指导基层业务开展，扩大核医学影响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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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山市南海区人民医院是一家综合性三级甲等医院，核医学科成立于 1998

年，即将搬迁的新院核医学科占地约 2200 平方米，常规开展了核医学影像诊断、

放射免疫检测及核素治疗工作，目前开展核医学诊疗项目达 60 多项，在甲亢 131

碘治疗和皮肤血管瘤敷贴治疗方面更具特色。通过本次学术直通车活动，明晰核

医学的临床价值，加强了人们对核医学辐射的认识并成功减轻对辐射的恐惧心

理，必将在佛山市各级医院对核医学诊疗技术起到极大的推动和促进作用。 

（佛山市南海区人民医院核医学科樊孝廉供稿） 

 

 

 

佛山市南海区人民医院朱应昌副院长致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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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海区人民医院领导及佛山市核医学分会委员与专家合影 

 

 

徐浩教授在授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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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宁一教授在授课 

 

 

林伟教授在授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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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彦林教授在授课

 

本次活动专家合影 

 

学术直通车核医学佛山南海行会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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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核医学质控高峰论坛暨核医学科质控员培训会议纪要 

在省卫生计生委的领导下，广东省医学会与省核医学质量控制中心（以下简

称“质控中心”）于 2017 年 8 月 18-20 日在广州华泰宾馆举办“广东省核医学

质控高峰论坛暨核医学科质控员培训班”。本次大会由省医学会李国营秘书长、

“质控中心”主任蒋宁一教授分别担任大会主席和学术主席，与会的领导及嘉宾

还有省环保厅核安全处孔令丰副处长、上海市核医学质量控制中心主任刘兴党教

授、哈尔滨医科大学第四附属医院核医学科主任赵长久教授、广东省人民医院袁

向东副院长、“质控中心”副主任王全师教授及省医学会评审部李虹部长等 15

名专家进行专题演讲与主持，参会代表达 100 余人。 

会上，省核医学质控中心发布《医疗机构核医学质控指南》，使得我省成为

全国第二个制定《质控指南》的省份。指南内容全面、前沿、可操作性强，是指

导我省各级医院开展质控工作的行业规范及评价标准，获得上海及业内专家的高

度认同和称赞。孔令丰副处长首先解读了核医学相关的管理法规，强调了核医学

辐射安全防护以及日常监督管理的重要性。刘兴党教授介绍了“核医学质控的精

准标准与管理”，赵长久教授分享了核医学科规范化管理的经验，袁向东副院长

讲解了以不良事件为切入点打造医疗安全管理文化，而蒋宁一教授根据我省核医

学现状调查情况及粤东、粤北质控发现的问题进行了总结与报告,重点围绕广东

省核医学质控要点对医疗机构核医学科质控指南进行了解读。其他授课专家针对

PET/CT、SPECT/CT、核素治疗、放射性药物、体外免疫分析、核医学显像报告、

骨密度仪等的质控管理要点作了专题报告，并指出技术在临床应用中存在的问

题。会议期间代表们与专家积极互动，培训获得了广泛认可！ 

本次培训针对性强，重点突出，为加强医疗机构核医学质量管理，规范诊疗

行为和提高诊疗质量与水平，保障患者安全起到积极作用。 

 

广东省医学会 

广东省核医学质量控制中心 

2017 年 8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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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培训合照 

 

徐浩主委赴新疆喀什地区第一医院学术讲座并看望 “对口援疆” 

广东核医学青年医师 

新疆喀什地区是广东省“对口援疆”地区，喀什地区第一人民医院是广东省

卫计委“对口援疆”重点医院，最近该院成为“我国华侨最高学府”暨南大学附

属喀什医院。暨南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于 2017 年 9 月 7-10 日在该院举办临床医学

专业研究生导师和骨干培训班，广东省医学会核医学分会主委、暨南大学附属第

一医院医学影像部主任、核医学科主任徐浩教授作为培训班讲师为该院领导、科

室主任及学术骨干做了“基于核医学技术开展临床科学研究”的学术讲座。徐浩

主委还看望了正在该院核医学中心工作的广东省“对口援疆”核医学青年医师，

来自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核医学科的李洪生博士。 

近年来，共有 3位广东省核医学青年医师李东江（广东省人民医院）、张旭

（中山大学肿瘤医院）、李洪生（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响应组织号召，在新

疆喀什地区第一人民医院核医学科分别“对口援疆”工作 1年，参与该院核医学

科的建设和临床诊疗工作，受到了广东省委组织部表彰和当地医院和同行的赞

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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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医学会核医学分会秘书 弓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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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贺广东核医学 2017 全国年会投稿再创新高并喜获全国第二 

由中华医学会和中华医学会核医学分会主办的中华医学会第十一次全国核

医学学术会议暨中国核医学2017年学术年会定于2017年 11月 9-12日在山西太

原召开，此次会议是近三年来我国核医学与分子影像领域中最高学术水平的一次

盛会。在此次全国会议的学术征文投稿期间，广东省医学会核医学分会主委徐浩

教授高度重视和精心布置，各位副主委、常委以带头并积极组织我省各地的核医

学单位、青委、技师和护理工委会踊跃投稿。至全国征文截稿日（9月 25 日）

止，经过全省各单位的核医学医、技药、护的各位同行的努力，广东省的投稿数

达到历史新高（164 篇，全国投稿 1630 篇，占全国 1/10），位于全国第二。向

全国同行展示了广东省核医学工作者近年来的新成果，充分展示了广东省核医学

的强大实力！在此向全省核医学同仁们表示衷心感谢，感谢大家对学会工作的热

心和大力支持！ 

（广东省医学会核医学分会秘书 弓健） 

 

广东省清远市首届《分化型甲状腺癌术后碘 131 治疗学术交流会》简报 

由广东省清远市医学会主办，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六医院（清远市人民医院）

承办的清远市首届《分化型甲状腺癌术后碘 131 治疗学术交流会》，于 2017 年

8 月 11 日在清远市人民医院成功召开。 

出席会议的领导和专家有：广东省环保厅核安全处孔令丰处长，广东省医学

会核医学分会前主委、广东省核医学质控中心主任蒋宁一教授，广东省医师协会

甲状腺外科分会副主任委员、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甲状腺外科主任徐波教授，中

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核医学科主任张祥松教授，中山大学附属孙逸仙纪念医院甲

状腺外科主任黎洪浩教授，中山大学附属孙逸仙纪念医院核医学科主任刘生教

授，南方医院甲状腺外科雷尚通教授，广东省中医院普外科主任秦有教授，以及

广州，中山，江门，肇庆，南海和清远地区多家医院的甲状腺外科、核医学科、

B超等学科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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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幕式由清远市人民医院核医学科主任杨世坚主持。全国人大代表、清远市

人民医院党委书记、院长周海波教授致欢迎词，孔令丰处长代表辐射监管部门在

会上作了对医院辐射项目建设和管理的指导性讲话，蒋宁一教授代表广东省医学

会核医学分会讲话。 

   

 

学术交流由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张祥松教授主持。会上蒋宁一教授讲授了

《分化型甲状腺癌术后碘 131 规范化治疗》；雷尚通教授给大家分享了《外科医

生眼中的分化型甲状腺癌术后碘 131 治疗》；杨世坚副主任医师讲述了《碘 131

治疗前的准备和治疗后并发症预防及处理》；徐波教授和清远市人民医院甲状腺

外科罗国庆副主任医师分别提供了一个精彩病例。这次会议，有甲状腺外科、核

医学科、B 超医生共同参与，讲座后的讨论，以及专题病例讨论，诊治甲状腺癌

“流水线”之三方踊跃发言，面对面交流，形式新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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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蒋宁一教授总结，认为诊治甲状腺癌的多科专家共同参与，面对面互

动，是这次会议的亮点；与会者既加深了友谊，又深入交流学术,大家从中得到

不少收获，会议开得很成功。 

会前，与会者参观了清远市人民医院的核医学科甲癌碘 131 核素治疗病房。 

 

 

撰稿人：杨世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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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医师协会甲状腺专业医师分会核素诊断治疗专业学组成立 

由广东省医师协会甲状腺专业医师分会主办、佛山市第一人民医院承办的广

东省医师协会甲状腺专业医师分会年会于2017年 9月 8-10日在佛山皇冠假日酒

店举行，会议期间成立了核素诊断治疗专业学组和腔镜学组。 

甲状腺专业医师分会核素诊断治疗专业学组成立会由广东省医师协会甲状

腺专业医师分会主任委员郭朱明教授主持，他代表广东省医师协会甲状腺专业医

师分会宣读《关于广东省医师协会甲状腺专业医师分会成立核素诊断治疗学组的

批复》，中山大学肿瘤医院郭朱明教授担任荣誉组长，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

蒋宁一教授当选为组长，暨南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徐浩教授、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

心樊卫教授、南方医科大学珠江医院欧阳伟教授当选为副组长，中山大学孙逸仙

纪念医院张弘副教授当选为委员兼秘书。组员共包括省内各大医院的知名专家共

28 人。郭朱明主委对学组成立予以高度赞誉，同时也对学组的未来发展提出了

殷切的希望。核素诊断治疗专业学组的成立必将进一步促进甲状腺疾病的核素诊

断与治疗专业理论研究与实践，促进核医学与甲状腺外科等其他学科的沟通与合

作；更好地为临床服务、为人民健康服务；构建良好学术平台，团结协作，拓展

视野，增强与省内及国内外同行的交流，有效提高广东省甲状腺疾病的核素诊断

与治疗的整体水平。 

（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核医学科 张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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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广东省第九届《分化型甲状腺癌规范化诊疗培训班》在广州

成功举办 

由南方医科大学珠江医院主办的 2017 年广东省第九届《分化型甲状腺癌规

范化诊疗培训班》暨《广东建设高水平转化医学优势特色学科高层次人才培训示

范项目（第二期）》于 2017 年 09 月 23 日-24 日在广州举行。来自吉林、福建、

广西、江苏、甘肃、江西、北京、湖南、湖北、海南、广东等十余个省市、30

余家医疗单位、近 120 名核医学科、甲状腺外科、超声诊断科、内分泌科、病理

科等医务工作者参加此次盛会。本次培训班就分化型甲状腺癌的诊断与治疗的最

新热点、难点进行了深入的探讨，旨在提高分化型甲状腺癌的规范化诊疗水平，

为推动广东省
131
I 治疗分化型甲状腺癌的规范化水平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开幕式由广东省医学会核医学分会副主任委员、南方医科大学珠江医院核医

学科主任欧阳伟教授主持，南方医科大学珠江医院副院长冯天元教授致欢迎辞，

广东省医学会核医学分会主任委员、暨南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核医学科主任徐浩教

授致贺辞，中国核学会核医学分会副会长、广东省核医学质控中心主任、中山大

学附属第二医院核医学科蒋宁一教授和广东省环保厅核安全处孔令丰处长到会

并做重要讲话；中华医学会核医学分会常委兼科普学组组长、广州医科大学附属

第一医院核医学科陈萍教授参加会议并主持热点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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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大会紧密围绕“分化型甲状腺癌规范化诊疗”理念，主要采用学术讲座、

多学科联合病例讨论及热点讨论三种形式，包括三部分内容：1.分化型甲状腺癌

的最新诊断及治疗方法；2.分化型甲状腺癌病例讨论；3.分化型甲状腺癌手术及

131I 治疗的热点及难点的探讨。 

23 日学术讲座部分，由广东省环保厅核安全处孔令丰教授、中山大学孙逸

仙纪念医院核医学科蒋宁一教授、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协和医院核医学科高

再荣教授、广东省人民医院超声科丛淑珍教授、广东省人民医院内分泌科邝建教

授、南方医科大学珠江医院病理科余力教授、暨南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核医学科徐

浩教授、广东省人民医院甲状腺外科吴泽宇教授、广东省中医院甲状腺外科秦有

教授、佛山市第一人民医院核医学科冯彦林教授等甲状腺诊疗领域知名专家教授

和环保专家分别就“核医学辐射防护相关国家政策及患者辐射防护要求”、“分

化型甲状腺癌
131
碘治疗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复发/转移性分化型甲状腺癌的

规范化治疗”、“多模态超声诊断技术鉴别甲状腺结节良恶性”、“甲状腺结节

诊疗进展”、“分化型甲状腺癌病理诊断与临床应用”、“分化型甲状腺癌碘

131 治疗的临床路径”、“conventional 甲状腺乳头状癌中央区淋巴结转移的危

险因素分析”、“分化型甲状腺癌手术方式选择的原则及对碘 131 治疗的影响”、

“分化型甲状腺癌核医学影像诊断的进展”、“分化型甲癌数据库建设及共享机

制探讨”做了详细的汇报并分享了自己的经验，南方医科大学珠江医院核医学科

欧阳伟教授就分化型甲癌数据库建设及共享机制进行了探讨，旨在提供核医学科

的病例分享，提高核医学科的诊疗水平。 

本次会议的一大亮点就是 24 日上午的热点讨论部分。讨论会邀请了多家医

院的核医学科、甲状腺外科知名专家，共同就有关分化型甲状腺癌的手术方式及

131
I 治疗的 4 个热点及难点问题进行探讨，会场气氛活跃，核医学科和甲状腺外

科医师的观念得到了一次激烈碰撞，学员们反映这次会议使他们收获颇多。学习

班间歇之余，学员和专家参观了南方医科大学珠江医院核医学科，并对核医学科

科室布局、设置和管理等进行了实地考察。 

（南方医科大学珠江医院吴菊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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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天元副院长致开幕辞 

 

徐浩主委致贺辞并授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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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宁一主任做重要讲话并授课 

 

 

孔令丰处长做重要讲话并授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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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欧阳伟教授主持开幕式；下图：陈萍教授主持热点讨论 

 

开会现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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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会场（二） 

 

大会会场（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