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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召开湖北省医师协会神经外科医师分会 

2020 年学术年会的通知 
 

各市、州医师协会，各有关单位： 

湖北省医师协会神经外科医师分会定于 2020 年 9 月 11～12 日在宜昌市召

开“2020 年湖北省医师协会神经外科医师分会学术年会”。本次年会的主题为“出

血性脑血管病”。本次会议由湖北省医师协会主办，宜昌市中心人民医院承办。

会议形式采用线上线下结合，并将邀请天津环湖医院佟小光教授和上海长海医院

许奕教授为大会做专题讲座，武汉市医保局专家讲解现行神经外科相关的医保政

策，同时继续举办湖北省神经外科医师学术能力交流竞赛，从而展示我省神经外

科医师在治疗出血性脑血管病方面的临床体会。现将会议的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会议内容 

1．湖北省医师协会神经外科医师分会全体委员会（①党课学习；②专委会

年度工作总结及明年工作安排。9月 11日晚 5:00~6:00  馨岛国际酒店）。 

2．专题讲座。 

3. 学术交流。 

4. 学术能力交流竞赛。 

二、参会人员 

神经外科医师分会委员、中青年神经外科医师和神经外科相关专业人员。根

据学会相关规定，委员两次无故不参加学会组织的学术活动，将取消其委员资格，

本届亦不另增补。神经外科医师分会正、副主委单位 5人以上注册报到，常委单

位 3人以上注册报到，委员单位 2人以上注册报到。委员因公请假须派人参会并

呈交盖有单位公章的请假函。请各位委员准时参加，并积极组织本单位和所在市、

州临床医生赴会交流。根据疫情防控要求，参会人数不超会议室接纳总人数的



1/3，进出会场需凭主办方统一发放的胸牌，严禁非正式代表进入会场。 

三、会议经费 

学术交流费 500 元/人，住房、差旅费自理，回原单位报销。 

网上注册：登陆省医学会会务服务平台 hwxt.hbma.org.cn 或扫描右侧二

维码提前注册。 

 

四、继续教育学分 

本次会议已列入 2020年湖北省继续医学教育项目（编号：2020-04-04-024），

凡注册参会者可获得省级 I类继续医学教育学分 6分。 

五、报到时间： 2020年 9月 11日 10:00-21:00 

报到地址： 宜昌市馨岛国际酒店（宜昌市西陵区东山大道 51号） 

联系人 宜昌市中心人民医院 汪雷   13907209986 

中部战区总医院 谢天浩 18271825295 

湖北省医师协会 黎  文 18627993609 

 

 

附会议日程 

湖北省医师协会 

二〇二〇年八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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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湖北省医师协会神经外科医师分会学术年会 

邀请函 

 

尊敬的各位同道： 

您好！ 

2020 年新冠肺炎席卷全球，在党中央正确领导和全国医务人员

齐心协力的帮助下，我国抗击新冠疫情的战役取得了阶段性胜利。这

里向所有奋战在抗疫一线的同道们致以诚挚的感谢和敬意。目前疫情

进入常态化防控阶段，基于当前的防疫态势，湖北省医师协会神经外

科医师分会学术年会定于 2020 年 9 月 11 日至 12 日在宜昌市馨岛国

际酒店召开。在此，大会组委会诚挚地邀请您参加! 

本次年会的主题为出血性脑血管病，届时将邀请国内知名的脑血

管病专家授课，同时展示我省神经外科医师在治疗出血性脑血管病方

面的临床体会，还将举办湖北省神经外科医师学术交流竞赛（分两组：

介入组和手术组），内容丰富，实用有效。 

真诚期待与各位同道九月相聚宜昌！ 

 

大会主席 湖北省医师协会神经外科医师分会主任委员 

中国人民解放军中部战区总医院神经外科杨铭 

执行主席 湖北省宜昌市中心人民医院神经外科汪雷 

 

2020 年 8 月 20 日 



湖北省医师协会神经外科医师分会 2020 年学术年会 

会议日程 

 

会议地点：宜昌市馨岛国际酒店 

（湖北省宜昌市西陵区东山大道 51 号） 

 

9 月 11 日全天会议报到酒店一楼大厅 

17:00-18:00  全体委员会   四楼巴雾厅 

晚宴         二楼馨苑厅 

 

9 月 12 日会场 四楼瞿塘厅 

08:15-08:30 会议开幕式 主持人：汪雷 

专家论坛 

主持人：徐国政 赵洪洋 陈劲草 

08:30-08:55 颅底外科技术与复杂脑血管病手术 
佟小光 

天津环湖医院 

08:55-09:20 大脑中动脉分叉部动脉瘤的分支保护 
许奕 

上海长海医院 

09:20-09:45 神经外科相关医保政策解读 医保政策专家 

学术报告（第一节） 

主持人：陈治标 江普查 牛洪泉 

09:45-10:00 
颅内动脉瘤困难通路替代路径的临床

应用研究 

潘力 

中部战区总医院 

10:00-10:15 
Dolence 入路解剖和在海绵窦病变手术

中的应用 

张华楸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

院 



10:15-10:30 提高动脉瘤栓塞致密性的几点思考 

冯军 

华中科技大学协和医

院 

10:30-11:00 点评、茶歇 

学术报告（第二节） 

主持人：张方成 罗杰 汪雷 

11:00-11:15 硬脑膜动静脉瘘的诊断和治疗 
陈新军 

武汉大学中南医院 

11:15-11:30 复杂脑血管畸形的手术治疗 
吴立权 

武汉大学人民医院 

11:30-11:45 侧窦区硬脑膜动静脉瘘的介入治疗 
汪雷 

宜昌市中心人民医院 

11:45-12:00 点评 

12:00-13:00 午餐、美平卫星会 

湖北省神经外科医师学术交流竞赛-手术组 

会场：四楼巴雾厅 

13:00-13:10 大会主席致辞 姚国杰教授 

13:10-13:20 学术交流竞赛规则介绍 

主持人：李俊（武汉中心医

院）宋健 

13: 20-13:35 颅内后循环动脉瘤的显微手术治疗 

周宜 

襄阳第一医院 

13:35-13:50 颅内大动脉瘤的显微手术治疗 

秦杰 

中部战区总医院 

13:50-14:05 神经导航联合神经内镜在高血压脑出 戴黎明 



血中的运用 长航总医院 

14:05-14:20 脊髓动静脉瘘一例报告 

郑津 

武汉协和医院 

14:20-14:35 颅内多发动脉瘤显微手术治疗 

胡腾华 

湖北省中西医结合医

院 

14:35-14:50 

神经内镜在颅内动脉瘤应用中的初步

探讨 

蔡强 

武汉大学人民医院 

14:50-15:05 颅内复杂动脉瘤的显微手术治疗 

王志刚 

荆门第一人民医院 

15:05-15:20 大脑中动脉瘤精准夹闭 

徐成仕 

武汉大学中南医院 

15:20-15:35 

一例后交通宽颈大动脉瘤夹闭手术的

思考 

黄松 

宜昌市中心人民医院 

15:35-15:50 颅内外动脉搭桥治疗蛇形动脉瘤 

王胜 

武汉同济医院 

15:50-16:05 

导航辅助下神经内镜微创手术治疗高

血压小脑出血 

张严国 

武汉市第一医院 

16:05-16:30 专家点评 

姚国杰、舒凯、姜晓

兵、欧阳和平、张

力、喻军华、刘立



军、田仁富、黄明

火、赵文旭、简志宏 

16:30-17:00 会议总结&颁奖 姚国杰教授 

湖北省神经外科医师学术交流竞赛-介入组 

会场：四楼瞿塘厅 
 

13:00-13:10 大会主席致辞 杨铭教授 

13:10-13:20 学术交流竞赛规则介绍 主持人：胡胜、潘力 

13: 20-13:35 颅内动脉瘤介入技术 

杨海峰 

武汉协和医院 

13:35-13:50 Willis 覆膜支架治疗颅内动脉瘤 

赵曰圆 

中部战区总医院 

13:50-14:05 一例 PICA 远端动脉瘤栓塞手术体会 

刘乔 

荆门市第一人民医院 

14:05-14:20 血管内栓塞治疗软脑膜动静脉瘘 

胡骁 

黄石市中心医院 

14:20-14:35 一例后交通动脉瘤的支架辅助栓塞 

马义辉 

武汉大学中南医院 

14:35-14:50 

柳暗花明—经颞浅静脉入路栓塞海绵

窦区硬脑膜动静脉瘘一例 

马金阳 

宜昌市中心人民医院 

14:50-15:05 

微小宽颈破裂前交通动脉瘤合并脑动

静脉畸形及血流相关性动脉瘤介入治

疗一例 

邓刚 

武汉大学人民医院 



15:05-15:20 双微导管技术治疗颅内宽颈动脉瘤 

吕超 

咸宁市中心医院 

15:20-15:35 动脉瘤介入术中破裂的处理 

肖国民 

长江航运总医院 

15:35-15:50 一例静脉窦血栓的手术治疗 

祝源 

武汉市第三医院 

15:50-16:05 分叉部破裂动脉瘤的介入治疗 

朱明欣 

武汉同济医院 

16:05-16:20 

与板障静脉沟通的罕见硬脑膜动静脉

瘘并发颅内出血 1 例分析 

李欢欢 

湖北省第三人民医院 

16:20-16:40 专家点评 

杨铭、李俊（湖北省第三人

民医院）、汪雷、赵文

元、于加省、敖祥

生、赵沃华、李明

昌、闵杰、段发亮、

高文宏 

16:40-17:00 会议总结&颁奖 杨铭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