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 国家级继续医学教育项目
实用神经及运动损伤康复学习班
大会名誉主席：赵劲民、黄东锋

大会主席：许建文、龙耀斌

一、学习班简介
为促进国内同行的最新技术交流、理论更新，提供学员与专家互相交流学习
的平台，推动康复队伍的进步，促进康复学科的建设及发展，由广西医科大学第
一附属医院康复医学科举办“实用神经及运动损伤康复学习班”。本学习班围绕
国内外康复发展未来、神经康复、骨科康复等康复医学发展前沿的热点问题进行
演讲、示范和交流探讨。
特色：讲座+操作演示+康复小组查房与讨论工作模式示范。届时将邀请广州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黄东锋教授，北京大学第三医院资深运动康复治疗师葛
杰、吕铮等著名康复专家授课。通过治疗坊的模式，使学员真正掌握实用康复实
用新技术。

二、学分授予
参加培训者获得国家继续教育项目编号【2017-16-00-140 (国)】 8 分。

三、学习班地点
住宿地点：南宁市双悦酒店（南宁市双拥路 24 号，广西医科大学正门东侧，
紧邻雅斯特酒店）
报到地点：南宁市双悦酒店 1 楼大堂
会议地点：广西医科大学科技楼 1 楼学术厅

四、学习班时间
报到时间：2017 年 9 月 15 日 15：00——22：00
学习时间：2017 年 9 月 16 日全天及 17 日上午

五、参加人员
各级医院康复医学科、骨科、神经内科、神经外科、老年病科、针灸科、推
拿科、理疗科、中医及中西医结合科的医护技人员，以及康复、养老和护理等机
构从事康复相关工作的人员。

六、会议费用及其他
1、费用：会议注册费人民币 600 元/人
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康复医学专科联盟成员免注册费
2、食宿：会议统一安排，费用自理，回单位报销。
3、会务联系人 李 敏 13669680620 姚红芳 18878720695
龙耀斌 13607819970 许建文 13768271268
会务组 E-mail: 549962840@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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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因税局要求会务发票必须注明纳税人识别号码，所以麻烦各位参会人员报名
时提供贵单位的纳税人识别号码，以免影响报销。

七、学习班日程
日期
时间
内容
9 月 15 日 15：00——22：00 报到
08：30——09：00 开幕式
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康复医学专科
09：00——09：30 联盟成立大会暨授牌仪式
脊柱伤病及术后功能评定与提升整体方案
09：30——12：00 （含工作坊）
12：00——12：30 臂丛神经损伤的康复
9 月 16 日
12：30——13：30 午餐
14：30——17：30 上肢关节损伤的康复策略（含工作坊）
呼吸功能训练对脊髓损伤患者肺康复的效
17：30——18：00 果
18：00——18：30 最新中国脑卒中早期康复治疗指南解读
18:30
晚餐
08：30——09：30 痉挛性疼痛的康复评测及干预
9 月 17 日 09：30——12：00 工作坊——查房、病例讨论
12：00——13：00 午餐

讲者

葛杰
毛容秋
吕铮
许建文
龙耀斌
黄东锋
黄东锋

主要授课专家简介
黄东锋
教授、主任医师，博士生导师
现任世界卫生组织康复合作中心主任、中
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康复医学科主任、物理医
学与康复医学教研室主任，兼中山医学院康复
治疗学系主任、新华学院康复医学系主任。以
及广东中大新华人文与健康科学研究院院长；
广东省康复医学与临床转化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主任、广东省康复产业技术创新联盟理事长等。
美国纽约大学 Rusk 康复医学研究所高级研究学者（2010 年度及 2014 年度）。
负责主持国家卫计委康复医学临床重点专科建设单位、康复医师培训示范基地、
脑防委康复治疗技术培训示范基地、广东省临床重点专科、广东省博士后创新基
地、广东省联合研究生培养示范基地等项目。近 5 年完成国自然课题 3 项，其
中负责 2 项，指导 1 项；完成国家和省级科研项目 5 项。现负责广州市重大
项目 1 项（200 万）；中山大学 5010 临床医学研究项目 1 项（200 万）；广
东省产学研重大项目 1 项（50 万）。在国家核心期刊发表论文 50 余篇（中国
期刊网检索），SCI 收录论文近 20 篇。现任国际物理医学与康复医学会国际交
流 委 员 会 亚 澳 区 主 任 （ Director ， Continent of Asia-Australia of
International Exchange Committee，ISPRM）；中国康复医学会第六届常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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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兼副秘书长、康复医学教育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医师协会康复医师分
会副会长；世界中医药学会疼痛康复专业委员会副会长；广东省残疾人康复协会
会长等。

葛 杰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运动康复治疗师
自 1998 年从事康复治疗临床工作，诊疗患者数万人
次。荷兰 Hogeschool van Amsterdam 学院及荷兰 AMC
国家医疗中心等多家医院访问学者。研修健康管理，运
动疗法，运动系统伤病及术后康复。数十位奥运奖牌得
主及世界冠军伤病术后特聘运动康复治疗师，负责运动
处方制定及实施治疗，保障高水平运动员重返赛场并再
次取得优异成绩。卫生部中荷战略合作项目康复医疗团
治疗师专员，国际合作司特聘讲师。世界健康基金会（世
健会）康复支援医疗组讲师，康复骨干培训项目讲师。
国际物理医学与康复医学学会 ISPRM 国际认证课程，关节障碍康复技术培训高级
讲师，中国整合医学整合康复治疗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广东物理治疗学会暨南
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专题授课专家。主编撰写《骨关节损伤与疾病康复治疗方案及
图解》、《骨科术后康复指南》、《骨科术后康复手册》等多部康复医学专著。
专业特长：骨与关节损伤保守治疗及运动疗法；运动伤病保守治疗及运动疗
法；骨科手术术后康复治疗及运动处方制定；关节功能障碍调整松动治疗技术；
颈腰椎伤病保守治疗及术后康复；运动功能体质测评；身体姿态评定及生物力学
矫正；运动伤病及慢病的运动处方制定与实施。

吕铮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资深康复师
专职骨科与运动创伤康复工作 15 年，在骨关节损伤
的功能评定、康复治疗、预防性训练及诊断方面有丰富
的临床经验。HOPE（世界健康基金会）认证培训师，骨
科康复培训专家组成员。山西省临汾市运动医学会创始
人，专家组成员；山东省体育局运动康复专家，培训讲
师团成员；中国医师协会特聘康复医学专家，全国骨科
主任级技术研讨班专家授课组成员。移动医疗巨头“好
大夫在线”网站 2013 年全国 50 佳好大夫个人专属网站
浏览量逾一千万，年均浏览量百万以上。“中国康复站
起来”系列康复治疗技术论坛暨培训班常任专家讲师。参与《骨关节损伤与疾病
康复治疗方案及图解》、《居家康复丛书》等专业图书的撰写工作。
中国康复瑜伽师创始人，首届康复瑜伽师培训认证专家组成员。长期为大量
国家级优秀运动员及社会知名人士提供专业的高水平康复医疗指导，协助运动员
重返赛场，并再获佳绩。为多家知名媒体特邀供稿人。

许建文

医学博士、教授/主任医师、硕士研究生导师

现任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康复医学科主任、广西医科大学康复医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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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任、国家卫计委康复医师培训基地主任。美国 Massachusetts General Hospital
of Harvard University Medical School 及 BARNES-JEWISH Hospital,Washington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cine 访问学者（获资深科学家职位）；国家科技部
公派日本九州、东京等地医疗机构短期研修生。兼任国家科技部科技评审专家、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评议专家、广西自然科学基金专家委员会委员兼医学学科
组秘书，中国研究型医院学会骨科创新与转化专业委员会骨科康复学组副主任委
员兼秘书长、世界手法医学联合会常务副主席、中国医师协会整合康复医学专委
会常委、中国医师协会骨科康复专委委员、中国康复医学会康复治疗学教育学组
委员、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骨科专委委员、中国残疾人康复协会肢体残疾康复专
委委员、金陵康复医学教育联盟首届委员会委员、广西医学会物理医学与康复学
分会副主任委员、广西中西医结合学会骨科微创分会副主任委员、广西中西医结
合骨科分会常委、广西医学会骨科学分会委员以及《中国矫形外科杂志》（北大
中文核心）、《中华全科医学》（科技核心）及《中国临床新医学》等期刊编委。
主持国家级、省部级及厅局级课题 16 项，多项科技成果获广西医药卫生适宜技
术推广奖一等奖、二等奖等奖项。发表专业论文 100 多篇（含 SCI 收录），主编
《骨科中西医结合诊疗手册》（合著），是国家卫计委“十三五”规划教材本科
康复治疗专业《物理治疗学》（第 3 版）副主编及其融合教材主编（在编）、参
编《骨与关节损伤临床研究》等专著多部。从事中西医结合骨科临床诊疗、康复、
教学及科研工作 20 多年，主攻脊柱脊髓损伤康复、神经康复、运动损伤康复、
关节及近关节骨折所致关节僵硬等功能障碍康复、椎间盘突出和脊柱不稳等退变
性疾病的中西医结合诊疗及康复。

龙耀斌

科室副主任、医学博士、主任医师、硕士研究生导师

从事康复专业诊疗、教学及科研工作 17 年。留学日本研修康复医学。现任
中华医学会运动医疗分会青年委员会委员、中国心脏联盟心血管疾病预防与康复
学会委员、中国康复医学会儿童康复专业委员会医教结合组委员、中国医师协会
整合医学医师分会整合康复医学专业委员、广西中西医结合学会康复分会副主任
委员、广西物理医学与康复常委。专长：神经康复（脑卒中、脑外伤、小儿脑瘫、
脊髓损伤）、吞咽障碍康复、心肺康复、颈肩腰腿软组织疼痛的非手术治疗。

毛容秋

主任医师、硕士研究生导师

从事本专业工作 30 多年，有丰富的临床经验。留学日本研修康复医学。现
任中国康复医学会理事、中国医师学会康复医师分会全国委员、广西康复医学会
副会长、广西医师协会康复医师分会副会长、广西康复医学会康复治疗专业委员
会主任委员、《中华物理医学与康复杂志》编委。专长：脊髓损伤、脑卒中、脑
外伤、骨关节损伤、手外伤等各种功能障碍的康复以及各科常见病的理疗。
主办单位：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协办单位：中国研究型医院学会骨科康复学组
广西康复医学会康复治疗专业委员会
广西医学会物理医学与康复学分会
2017 年 8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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