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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召开广东省医学会第七次社区康复学学术会议

暨 2022 年慢病社区康复适宜技术应用推广学习班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

为促进社区康复学的学术交流，推动康复医学发展，我会定于 2022 年 8 月 25-27

日在广州市召开广东省医学会第七次社区康复学学术会议暨2022年慢病社区康复适

宜技术应用推广学习班。本次会议由广东省医学会主办、广东省医学社区康复学分

会承办，会议主题为“社区康复助力高质量社会生活”，大会将邀请国内外从事社

区康复及社区健康的专家学者，重点围绕医疗政策解读、社区康复新模式、医联体

发展、医养结合模式、家庭病床康复治疗模式、实用技术、新进展、新设备等内容

开展学术交流，并邀请康复医学专家和同道共同探讨与交流当前康复医学的经验和

研究进展。会议将举办丰富多彩的学术交流、专题康复论坛、主题讲座、新设备展

示等，还将进行优秀学术论文交流和社区康复工作的壁报展示。会议要求和相关安

排如下：

一、会议内容：专题报告、论文交流等。

二、会议时间：2022 年 8 月 25-27 日，8 月 25 日 14：30-20：00 注册报到，8

月 26 日全天学术会议，8月 26 日会议结束后撤离）。

三、会议地点：广州市越秀区流花路122号中国大酒店。酒店总机：020-86666888。

四、参会对象：各医院主管业务的院领导、各社区基层机构负责人、康复医学

科、儿科、老年医学科、骨科、神经内外科、社区康复学及其它相关学科的医生、

治疗师、 护士等同行，以及广东省医学会社区康复学分会的委员和学组成员等。

五、收费标准：(1)正式大会：现场注册费、培训费 (含资料费、授课费、会场

使用费) 800 元/人、各社区服务中心医护人员或学生 (现场需提供相关证明证件)



收取培训费 400 元/人(含资料、授课费等)。(2)住宿费 550 元/间/晚/标双(含双早)，

500 元/床/天/大床(含单早)。住宿和交通费自理，费用回单位报销。

六、学分授予：正式参会代表会后授予一类继续教育学分，请凭华医网一卡通

现场刷卡，会后不予补录。

七、报名方式：请登录会议唯一的指定网站 https://gdma2022sqkfx.sciconf.cn

或扫描以下二维码进行预报名。

八、联系方式：

1、周洪宇 (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 15622123341。

2、何璐 (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 18100202296。

3、赵力烨 (广东省医学会学术管理与组织管理部) 13631423351。

网站技术咨询电话：蒋亮亮 13058418292，jll@chengchics.com

欢迎浏览大会唯一指定网站 https://gdma2022sqkfx.sciconf.cn 或扫描以下

二维码浏览微官网。

第七次社区康复学学术会议征文及报名微官网

备注：会议疫情防控要求，根据具体情况，以届时政府有关部门的通知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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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广东省医学会第七次社区康复学学术会议日程

地点：中国大酒店

时间 主要内容 会议地点

8月 25 日（星期四）

14:30-20:00 大会正式报到 一楼大堂

16:30-18:00

广东省医学会社区康复学分会第四届委员会

常委会议、全体委员扩大会议

（含青委及各学组）

二楼钻石厅

8月 26 日（星期五）

08:00-12:45
大会开幕式

二楼丽晶殿 A 厅
大会主旨发言

13:30-17:30
专题分会场一：儿童&神经康复论坛 二楼宴会 4 厅

专题分会场二：骨科&慢性病康复论坛 二楼宴会 3 厅

17:30-17:45 大会闭幕式 二楼宴会 4 厅

主会场

时间：8月 26 日上午（星期五） 地点：二楼丽晶殿

时间 专题内容 讲者 主持

08:00-08:30

大会开幕式

与会嘉宾、广东省医学会领导等致辞讲话

王于领-中山大学附属第六医院

08:30-09:00
健康中国背景下的康复专业建设与实

践
燕铁斌-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

麦坚凝-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

刘联琦-广州市民政局精神病院

09:00-09:30
中国神经重症儿童的亚重症康复管理

专家共识（2021）解读与临床应用
肖农-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09:30-10:00 低氧运动、微量元素与体重控制 王茹-上海体育学院

10:00-10:25
疾病修正治疗下的 SMA 康复管理与临

床实践(卫星会)
何璐-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

徐开寿-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

李慧敏-中山市博爱医院

10:25-10:50 儿童脑瘫康复指南与临床实践 徐开寿-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

黄怡-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丁明晖-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0:50-11:15 科学“坐、站、行”--基于循证学依据 刘刚-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

11:15-11:40
社区康复中物理因子治疗临床应用规

范化
王于领-中山大学附属第六医院

11:40-12:05
神经发育障碍疾病的营养管理与康复

（卫星会)
徐开寿-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

常燕群-广东省妇幼保健院

谭育华-韶关市妇幼保健院

专题分会场一：儿童&神经康复论坛

时间：8月 26 日下午（星期五） 地点：二楼宴会 4厅

时间 专题内容 讲者 主持



13:30-13:50
近红外功能成像在卒中康复中的

应用
兰月-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李金玲-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

于利-惠州市第二妇幼保健院

13:50-14:10
超声引导痉挛性斜颈肉毒毒素注

射
伍少玲-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

14:10-14:30
头颈部肌张力障碍A型肉毒毒素注

射治疗
郑海清--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

14:30-14:50
肉毒毒素治疗脑瘫的研究进展与

临床启示
唐红梅-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

14:50-15:00 讨论 & 茶歇

15:00-15:30
脑卒中伴气管切开后的吞咽与呼

吸功能评估
罗子芮-佛山市第五人民医院

尹伦辉-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林子玲-中山大学附属第五医院

15:30-15:50
因应医保检查要求的脑卒中康复

服务
叶正茂-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15:50-16:10

脑瘫高危儿康复管理模式在社区

及基层妇幼保健系统的推广与应

用

张玉琼-东莞市妇幼保健院

16:10-16:30
2022 版《儿童脑性瘫痪吞咽障碍的

康复建议》解读与临床应用
张梦清-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

16:30-17:20 优秀论文汇报

17:20-17:30 讨论

17:30-17:45 闭幕式
兰月-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王育庆-南部战区总医院

专题分会场二：骨科&慢性病康复论坛

时间：8月 26 日下午（星期五） 地点：二楼宴会 3厅

时间 专题内容 讲者 主持

13:30-13:50 康复教育对社区老年健康的影响 赵仲和-汕头市中心医院

石艺华-广东药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曾运红-中国科学院大学深圳医院（光明）

13:50-14:10
基于可穿戴设备的认知障碍早期

数字化社区识别和康复体系
徐武华-广州市红十字会医院

14:10-14:30
人工智能在社区心理康复技术应

用研究

文贵华-华南理工大学

14:30-14:50
神经松动技术在社区康复中的运

用
李文立-广州市残疾人康复中心

14:50-15:00 讨论 & 茶歇

15:00-15:20 上交叉综合征的社区康复干预策

略
古剑雄-广东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钟陶-广州市番禺中心医院

冷雁-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5:20-15:40 “骨架子正常=健康”讨论 邝志强-暨南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5:40-16:00 超声引导下腕管综合征的诊疗 詹鸿锐-中山大学附属第五医院

16:00-16:20 2022 版《儿童脑性瘫痪经颅磁刺激

治疗专家共识》解读与临床应用
王文达-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

16:20-17:20 优秀论文汇报

17:20-17:30 讨论



附件 2

会议组织架构

大会名誉主席：麦坚凝、刘刚

大会主席：徐开寿

学术委员会（排名不分先后）

主席：兰月、常燕群、黄怡

副主席：伍少玲、丁明晖、徐武华、邝志强、石艺华

委员：邱玲、杜健茹、姬长锁、石艺华、王育庆、尹伦辉、徐武华、何璐、苏敬华、

刘联琦、曾运红、古剑雄、张玉琼、于利

组织委员会（排名不分先后）

主席：王于领、何小英、赵仲和

副主席：刘联琦、叶正茂、曾运红、古剑雄、张玉琼、林子玲、李慧敏、李文立

委员：丁明晖、伍少玲、邱玲、杜健茹、姬长锁、邝志强、石艺华、王育庆、尹伦

辉、徐武华、何璐、苏敬华、于利、郑海清、陈银海、刘丹、阳期望、朱洪翔、白

文芳、许卫国、易爱文、罗爱华、郭媛媛、钟陶、李金玲、杨路、刘初容、段肖玲、

杨晓姗、朱伟亮、程荣锋、陆琳、赵富兰、王刚、粟漩、罗子芮、刘结梅、刘铭、

李荔、池锐忠、陈丽函、王志海、凌小锋、詹英杰、陈志、龚炜、黄新辉、古丽梅、

李韶辉、杨敏、沈力、罗兴武、温河、谭育华、张美雄、余向东、林建国、陈述列、

严清华、江伟杰

大会秘书

赵力烨、何璐、周洪宇



附件 3

会议报名流程：

1、所有参会代表均需提前登录会议官网注册报名。

2、会前一周登陆会议官网确定参会并缴纳注册费。

3、会议现场报到处出示注册码报到。

参会须知：

1、参会代表进入会议酒店都必须佩戴口罩并进行体温监测，体温正常者(＜37.3℃)

方可进入。

2、参会代表在与会过程中需全程佩戴代表证，凭代表证进入会场。人流高峰时期，

大会将通过管控分流等措施减少同时进入会场的客人数，请遵守会务组现场安排。

3、参会代表与会期间必须佩戴口罩，活动间隔 1 米以上。

4、会议期间请勿进行聚集性用餐，参会代表取餐后在用餐区与人间隔 1.5 米以上的

距离用餐，食餐方可摘脱口罩，就餐后离开座位必须戴口罩。

5、会议期间住宿不进行随机拼房安排。

6、会议期间请注意个人卫生，勤洗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