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亮点2 举办全体大会
———今年最重要改变—今年最重要改变：：我国临床肿瘤学前辈及当前我国临床肿瘤学前辈及当前““主力们主力们””年度杰出贡献和工作的浓缩年度杰出贡献和工作的浓缩

吴一龙教授

今年 CSCO 年会在 6 大方面有了重要突破

——国际化色彩突出、将首日开幕式改为第 2日

全体大会、专场专人负责、注重临床实用性、注重

前沿与挑战、由学会来主导卫星会的设置等。不

过这些都是新尝试，尚处在摸索阶段。希望在大

家的反馈基础上，未来能将 CSCO 年会办得更

好，更受大家的喜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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亮点1 国际色彩突出
———今年最大特色—今年最大特色：：希望能以国际视野来推希望能以国际视野来推

动中国临床肿瘤学的飞速发展动中国临床肿瘤学的飞速发展

六大亮点凸显 CSCO 2014 特色
——CSCO执行委员会主任委员、大会共同主席吴一龙教授访谈录

今年CSCO年会主题是“提升规范水平，拓展国际

视野”，尤其是后者，希望能以国际视野来推动中国临床

肿瘤学往前飞速发展。这也成为今年CSCO年会最大特

色——仅国际专家人数就已经突破了100人，创下历史

新高。而且今年仅是与各大学会的联合专场就达到了5
场之多。这些联合专场基本上囊括了目前国际上很有影

响力的几大学会——美国临床肿瘤学会（ASCO）、欧洲肿

瘤内科学会（ESMO）、国际肺癌研究学会（IASLC）、日本肿

瘤内科学会（JSMO）、国际癌症免疫治疗学会（SITC）、美国

华裔血液及肿瘤学家学会（CAHON）、美中抗癌协会（US
CACA）。年会每天的联合专场场次均做了精心安排，时

间上基本不重复。今年我们与国际淋巴瘤联盟有深入合

作——中外学者将围绕“中国T细胞淋巴瘤的临床处理”，

利用18日一天的时间进行集中讨论。在一些联合专场上

还会推出口头报告。这些报告将集中展示目前国内重要

的原创临床研究。这些联合专场，体现了学会对于“将推

广国际化工作落到实处、以国际视野推动我国临床肿瘤

学发展”的具体行动。我们衷心希望大家能利用这难得

的学习和交流的机会，吸收更多优良经验，并将其更好

地运用到自己的临床实践中去。

今年一改以往第一天举办开幕式的传统，将开幕式改

为9月19日下午的全体大会（Plenary Session）的形式，这

也是当天下午唯一安排的学术场次。

从今年始，学会设置了一个CSCO年度成就奖。该奖

采纳了国际上通行的专家提名办法，即“提名→审查→初筛

→投票→确定”。经讨论，我们将提名条件设定为“已发表在

科学引文索引（SCI）影响因子在10分以上、在过去1年中做

出对我国乃至国际上临床实践有重要影响的临床肿瘤学研

究”。作为中国临床肿瘤学会，CSCO这个奖项主要锁定1年
来在临床肿瘤学进展中起重要推动作用，同时是新鲜热辣

的那些成果。为公正起见，本人作为现任主任委员和李进

秘书长不作为该奖候选人。

有CSCO年度成就奖提名权的提名人为CSCO指导委

员会委员、CSCO执行委员会常委、希思科基金会的主要成

员和两院院士。提名结果出来后，由目前CSCO执行委员会

核心领导组成的评选委员会进行审查和初筛，之后将提名

人名单发给CSCO常委进行投票，最终确定了2013-2014
年度成就奖的获得者是解放军八一医院的秦叔逵教授。众

所周知，秦教授的团队连续两次在ASCO年会上进行了口头

报告演讲，受到了国际同行的关注和好评。

颁奖典礼后，我们将正式开始学术专场。除了美国哈佛

大学达纳法伯癌症中心的Pasi A. Jänne教授的“肺癌免疫和

靶向治疗进展”大会报告外，口头报告交流环节精选了4篇在

过去1年中在国际上作出重要贡献的原创临床研究，其中3篇
都是我国学者任主要研究者（PI）的研究。同时，每项报告后

还会有国内该领域知名专家的点评。这样，全体大会学术性

特点更加鲜明，彰显了我国临床肿瘤学研究在1年来取得的

重要成果，也让世界更多地听到来自中国的“好声音”。

亮点3 专场专人负责制
———今年核心改变—今年核心改变：：希望通过将专场交由该领域专家来安排以提高各专场学术水平和大家的参与度希望通过将专场交由该领域专家来安排以提高各专场学术水平和大家的参与度

今年年会对于学术专场的安排可谓是独具匠心。我

们特别将每个专场的安排都落实到具体负责人。这些负

责人多是活跃在当前我国临床肿瘤学领域的核心专家，

同时也在相关领域学会中有重要任职。因此，这些专家

对于各自领域当前发展趋势及大家迫切需要了解的内容

相对比较熟悉。这样安排既能保证专场学术质量，又能

提高专家和医生们的参与度。这是一种集体智慧的结

晶，同时各个专场又各有千秋，很吸引人。

亮点4 注重临床实用性
———今年中心原则—今年中心原则：：希望通过多学科讨论使大家学有所得希望通过多学科讨论使大家学有所得；；通过打破癌症界限探讨更广泛的问题通过打破癌症界限探讨更广泛的问题

今年很多专场都涉及了一直受到临床肿瘤医生们喜

爱的病例讨论形式——多学科协作组（MDT）。尤其是

CSCO 青年委员会的才俊们，在多个癌种中都涉及了

MDT讨论，通过多学科专家的探讨来解决实际问题。另

外值得关注的是一些场次打破癌种的界限，根据肿瘤的

发生、发展特点及治疗特征来选择适合患者的治疗。例

如，CSCO青年医师论坛就专门设立了一个新辅助治疗专

场。这是在一个平台上进行互相启发和学习的过程。也

许乳腺癌领域的新辅助治疗经验会给肺癌、结直肠癌带

来启示，使大家共同学习、提高。再有就是我们还设立了

一个 cMET肿瘤通路的专场。通过这样的癌种交叉学术

探讨，可能对大家的临床工作有更深的启发和意义。

亮点5 关注前沿与挑战
——今年突出特点：分子生物学时代生物信息学进展尤为值得关注

在cMET信号通路论坛上，来自美国华盛顿大学、美

国系统生物学研究所的知名专家 Ilya Shmulevich教授将

会带来的癌症基因组学前沿观点。美国关于很多癌种的

生物信息学分析都是由这位专家所在单位完成的，所以

其将在会上分享的内容，将是这个领域当前最前沿的内

容。这些内容将很可能指导未来肿瘤个体化治疗面临的

挑战，同时为大家在未来工作中更好地将其融入基础和

转化研究也将十分有益。

亮点6 学会主导卫星会
——今年突破尝试：由CSCO来主导制药企业的卫星会内容的设置，将卫星会“商业色彩”降至最低

众所周知，会议离不开相关企业的支持，医药领域也不

例外。通过举办卫星会，除让参会者对相关产品的了解更多、

更深入外，如何进一步提高学术水平也是专家与厂家共同期

待和努力的方向。今年通过与各参与企业的充分沟通和协

商，我们还达成了一个重要合作方向——由学会出面来主

导各卫星会的内容设置，使卫星会从主题到具体安排都将

保证一定的学术性，对更客观、公正地传播肿瘤学进展知

识将起到重要的作用。（《中国医学论坛报》廖莉莉 采写）



ASCO is interested in promoting quali⁃
ty and affordable cancer care globally.
Moreover, prevention and early detection
strategies would be of extreme value in the
design of future strategies. This topic is par⁃
ticularly relevant in emerging economies
such as China and India. Moreover, early
indicators forecast a dramatic increase in
the incidence of the most common malig⁃
nancies in these countries with significant
challenges for the health systems. ASCO
and CSCO need to collaborate in promoting
healthy lifestyle, evaluating and implement⁃
ing novel, cost-effective screening strate⁃

gies and measure quality of multidisci⁃
plinary treatments.

Breast cancer research contributed
dramatically to the improvements in pre⁃
vention, adjuvant and management of meta⁃
static breast cancer. Recent studies showed
that adjuvant aromatase inhibitors in com⁃
bination with LH-RH agonists for ovarian
suppression represent an additional option
in the adjuvant setting of premenopausal
women with ER + primary breast cancer
(Pagani et al, N Engl J Med 2014, 371:
107). HER-2 targeted therapies have im⁃
proved outcome in patients with metastatic
disease and novel agents such as pertuzum⁃
ab (Baselga J et al, N Engl J Med 2012,
366:109) and TDM-1 (Verma S et al, N
Engl J Med 2012, 367:1783) have been ap⁃
proved by the FDA providing additional op⁃
tions for patients with this aggressive dis⁃
ease. Combining HER-2 targeted therapies

appears to increase pathological response
in neoadjuvant setting (Gianni L Lancet On⁃
cology 2012, 13:25) but such combinations
lack impact on survival in adjuvant setting
(Piccard-Gebhart et al, ASCO 2014).
These data have raised issues with regard
to the value of the neoadjuvant model in
predicting survival. We are looking forward
to more mature data of the I-SPY2 trial
testing multiple targeted therapies in com⁃
bination with chemotherapy in primary
breast cancer. The study also incorporates
molecular diagnostic tests such as mamma⁃
print and protein array testing. This area of
molecular diagnostics is likely going to
change the way we evaluate and select
treatments for patients in primary and meta⁃
static setting.

Over the years it has been shown that
multicenter, international studies are possi⁃
ble and contribute significantly to the vali⁃

dation of efficacy across race and ethnicity.
Such studies require significant organiza⁃
tional structure and monitoring. There is no
question that clinical research is tightly reg⁃
ulated in the US and we need to make sure
similar standards are maintained in all par⁃
ticipating institutions. The process of pa⁃
tient selection, education, consent, treat⁃
ment, evaluation and monitoring needs
careful coordination and reporting. Toxicity
for a specific agent can vary and cultural in⁃
fluence that could play a role in adherence
to the protocol should be considered for
each patient. We look forward to increase
the opportunities for working on the design
and implementation of prospective studies
addressing not only standard endpoints of
efficacy and toxicity but also evaluating a
therapeutic agent in a different cultural re⁃
ality. For example what is the preference in
terms of oral vs. intravenous treatment?

Today, oncology is a global problem
and we should approach it from an interna⁃
tional perspective. We need to provide edu⁃
cational opportunities for physicians
abroad and develop tools for patients that
not only speak a different language but
have a unique and different perspective on
their disease.

ASCO-CSCO Joint SymposiumASCO-CSCO Joint Symposium
Subject: New Targeted Therapy Breast CancerSubject: New Targeted Therapy Breast Cancer（（0808::3030~~1212::0000, September, September 1818，，11D Meeting RoomD Meeting Room））

Anticancer, We Are TogetherAnticancer, We Are Together

This is the first time in CSCO that we
decide to establish international tracks
throughout the entire meeting. There are
two reasons. Firstly, oncology is

multinational, we will no longer just hold
conferences within a single country and not
reach out to other countries. International
tracks will help to establish CSCO's
position in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such as we have encouraged exchanges
between Chinese and international
oncologists. Secondly, we need to attrack
scientific papers to come to CSCO. A lot of
scientific research are performed out of
China. If we just have a Chinese-alone
meeting, we could not attrack enough
scientific papers from out of China.

The format of international track is
collaboration with major organizations
around the world, including ASCO, ESMO,
JSMO, IASLC, SITC, CAHON and US
CACA. We have representatives from
CSCO and other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coming together to formulate an agenda
with specific sight, such as breast cancer
with ASCO, colorectal cancer with ESMO,
lung cancer with IASLC and gastric cancer
with JSMO. We try to formulate the best
scientific programme as possible.

We want to give state-of-the-art

lectures in these cancer types and cancer
immunotherapy. We focus on hot topics. In
the IASLC-CSCO joint symposium, We
have invited the top leaders in the field of
lung cancer from the US to talk about TKI,
ALK as well as resistance mechanism.

The audience will be able to have an
experience as though they went to
international meeting such as the annual
meetings of ASCO and ESMO.

In the future, the international track
will continue and we may likely rotate the
different topics with different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which means some new
international joint symposium may appear
in CSCO annual meeting later on. So in
that way, we will have as many exposures
as possible of CSCO to international
societies.

IASLC-CSCO SymposiumIASLC-CSCO Symposium
Subject: Lung CancerSubject: Lung Cancer（（1414::3030~~1818::0000, September, September 1818，，11D Meeting RoomD Meeting Room））

Dr. Tony Mok
(Co-Chair,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China)

I personally believe we should learn the value of integrating
traditional (western) medicine with Chines medicine. China represents a
challenge and an opportunity in so many ways and we are happy to work
together toward a common goal.

(Inteviewed by Jinghong Xu from China Medical Tribune)

Dr. Massimo Cristofanilli
(Co-Chair, Thomas Jefferson
University, USA)

We are bringing ASCO and ESMO to CSCO. This is the first time that
we decide to establish international track in CSCO. It’s a good time for
CSCO to change form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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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5～7 日 ，国 际 肝 癌 协 会

（International Liver Cancer Association，
ILCA）第8届年会在日本京都市召开，来自

全球近千名肝癌诊断治疗和研究领域的顶

级专家学者汇集一堂。会议内容新颖丰富，

涉及肝癌的基础研究、转化性研究、临床诊

治和研究诸多方面，中国大陆、台湾和香港

共有70多位代表参会。5日下午，解放军南

京八一医院全军肿瘤中心的秦叔逵教授作

为大会的特邀专家，进行了“系统化疗是晚

期肝细胞癌治疗的重要选择”的专题报告，

受到与会代表的高度关注和一致好评。

秦教授向《论坛报》记者解释了他应邀

报告的始末。

众所周知，在晚期肝细胞癌（HCC）既往

的治疗实践中，系统化疗难有“一席之地”，尽

管时常使用传统化疗药物 PPD、5-FU和

DOX，但由于有限的活性或过高的毒性以及

患者基础肝病（病毒性肝炎、肝硬化等）导致

的肝功能缺陷，未能为患者带来明确的生存

获益，因此在2013年之前，几乎没有系统性

化疗药物和方案能被正式批准/推荐用于晚

期肝细胞癌的治疗。

然而，根据GLOBOCAN 2012年数据

分析，每年全球新发HCC接近80万，其中，

中国的新发和病死HCC患者人数位居全球

第一，均超过50%以上，而且多数在确诊时

已经达到局部晚期或者发生了肝外转移，失

去手术等局部治疗的机会；由于客观有效率

低、生存获益有限、毒副反应多以及价格非常

昂贵等原因，仅有极少数中国患者能够获得

分子靶向药物索拉非尼的治疗。缺乏有效

安全的系统治疗手段，依然是肝癌患者治疗

面临的巨大挑战。近年来，一批高效低毒的

新型细胞毒药物问世和广泛应用于胃肠道

肿瘤，为肝癌系统化疗研究带来了深刻的启

迪和转机。国内、外学者陆续开展了含奥沙

利铂（OXA）的联合化疗方案（FOLFOX 、

XELOX和GEMOX等）治疗晚期肝癌的临床

观察和研究，尤其是前瞻性、随机对照、国际

多中心的Ⅲ期临床研究（EACH研究），充分

证明了含OXA的系统化疗（FOLFOX4）用于

晚期HCC安全有效，能够控制病情发展和具

有一定的生存获益。

秦教授和孙燕院士是EACH研究的主

要研究者（Co-PI），该研究结果已经在

ASCO、ESMO和CSCO等一系列国际国内学

术会议上口头报告，在美国J Clin Oncol和
Oncologist 杂 志 上 发 表 。 含 OXA 的

FOLFOX４方案被收入国家肝癌诊治规范

（2011版），2013年又获得国家食品药品监督

管理总局（CFDA）正式批准用于治疗晚期

HCC，因此，OXA成为迄今为止全球范围内

由国家药监部门正式批准的用于HCC系统

化疗的首个细胞毒药物。正是由于EACH
研究，以及前后的多项回顾性研究、单中心观

察、Ⅱ期研究和系统评价结果都陆续证实了

系统化疗对于部分晚期肝癌患者可以发挥

重要作用，安全有效，可以耐受。ILCA和国

际肝癌学界逐步认可系统化疗治疗晚期肝

癌的重要价值，因此本届年会特别设置了这

一专题内容，邀请秦教授进行报告。

“业界已认识到系统化疗治疗晚期肝癌

积累了越来越多证据，可以作为一项重要选

择；同时，第一次邀请中国大陆专家作为特邀

讲者参会报告也是对中国肝癌诊断治疗和研

究进步的肯定和认可。”尽管如此，秦教授仍然

强调，“系统化疗只是晚期肝癌多学科、多种治

疗方法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不可能解决

所有问题，必须与其他多种治疗药物和手段

有计划、合理结合起来，并且要规范应用。”

提升实力走出国门提升实力走出国门
访希思科临床肿瘤学研究基金会理事长、CSCO大会共同主席秦叔逵教授

主席专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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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叔逵教授

我们还应该清醒地认识到，拓宽国际视野不仅仅是在会议中将

外国讲者“请进来”，更重要的是要相互交流和学习，我们自己的学

者要有能够“走出去”的实力。在诊断治疗的新技术、新项目的开展

方面，在基础研究、转化研究和临床研究方面，要做出成绩和贡献，

发出自己的声音，才能够在国际学术界拥有发言权。

应邀登上国际讲台推动肝细胞癌系统化疗

拓展国际化视野需要有实力能够“走出去”

多年来，在吴孟超、孙燕、廖美琳和管

忠震等老一辈临床肿瘤学家的积极倡议和

指导下，CSCO一直致力于推进肿瘤多学科

规范化诊治和临床研究的进步，特别注重与

国际学会的联系，比如与美国ASCO、欧洲

ESMO、日本JSCO、JSMO和澳大利亚COSA
等著名学术组织建立了姊妹学会关系，加强

科技合作。“但是，我们还应该清醒地认识

到，拓宽国际视野不仅是在会议中将外国讲

者‘请进来’，更重要的是要相互交流和学

习，我们自己的学者要有能够‘走出去’的实

力。在诊断治疗的新技术、新项目的开展方

面，在基础研究、转化研究和临床研究方面，

要做出成绩和贡献，发出自己的声音，才能

够在国际学术界拥有发言权。在一些常见

高发肿瘤中，比如肺癌、结直肠癌、乳腺癌和

淋巴瘤四大病，中国专家业已做出了许多有

益的工作，逐步获得国际学术界的青睐。而

肝细胞癌、鼻咽癌、食道癌和胃癌是中国的

‘特色’高发肿瘤，不论是发病率还是死亡

率，都超过了全球一般水平；在这些肿瘤上

的诊断治疗方面，中国学者更应该努力奋

斗，做出积极贡献。”

对于“拓展国际化视野”的理解，秦教

授始终强调，“这需要认准目标，脚踏实地，

一步步走下去。在提倡循证医学并且向个

体化医学发展的时代，需要用研究数据和

高级别的证据去说服别人，改变实践。我

们期待有更多的专家能够走在世界学术界

的前列。”

“学术、公益、服务、奉献”
为学会发展护航

CSCO学会的最大特点是“老、中、青

三结合”，老一代吴孟超、孙燕、廖美琳和管

忠震教授等带领指导着中、青年肿瘤学

者，大家秉持“团结、协作、务实”的根本

宗旨，为振兴中国临床肿瘤学事业而共

同奋斗。

秦叔逵教授再三强调：多年来CSCO
始终坚持四个“第一”，即“学术第一，公益

第一，服务第一，奉献第一”，因此不断发

展壮大。CSCO是一个群众性学术

组织，而学术活动是我们的生命

线，只有积极开展学术活动，才

能够不断地提升自己，为国家

繁荣富强建言献策；当前，

一些学术活动渗透了经济

因素，而CSCO始终坚持公

益，在能够维持学会运转的

基础上尽量减低开支，不加

重个人会员和团体会员的

负担；更重要的是：学会的理

念是为大家服务，而不是领

导，只有在精心服务的过程中团

结大家，才能赢得尊重；而在讲奉献

方面，上述老一代肿瘤学专家为我们做出

了很好的榜样，八、九十岁的高龄仍然战

斗在临床第一线，身体力行，全心全意地

为患者服务，并且发挥了巨大的学术号召

力，为学科的发展指明了方向。未来，

CSCO仍然必须坚持学术、公益、服务、奉

献，才能够进一步发展。

“如果说，我个人有什么感触，那就是

在向老一代学习的过程中，与其他同道一

起工作，跟随中国肿瘤事业发展而进步。

尽管自己也做了一些力作能及的工作，但

是更多的是从中获益良多，不仅仅是使得

自己的专业水平逐渐提高，同时，思想境界

有了升华！”

秦教授坦言，一个学术团体在发展

过程中总会遇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但是

要牢牢把握根本目标，即防治肿瘤，一切

为了肿瘤患者，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特别

是在当前的形势下，要响应党中央和政府

的号召，遵纪守法和注意合规，坚持学术、

公益、服务、奉献的精神，既继承发扬、又

开拓创新，就一定能够把学会做好；同时，

还要注意与其他学会搞好关系，取长补

短，相辅相成。

“学会的发展，在最初的阶段需要核

心成员的振臂高呼‘紧跟我来’，大家要有

热心和干劲；到了中期发展阶段，需要建

立健全良好的规章制度，有民主有集中，

每个人都必须严格遵守；而今天的CSCO
需要注重文化建设，提倡共同的愿景和

‘核心价值观’，不搞特殊化，不搞个人主

义，大家才能够同心同德，精诚合作，一起

进步。”（《中国医学论坛报》王迈 采写）

秦教授受邀在 ILCA
年会进行专题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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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SCO年度成就奖的设立原因

美国肿瘤界已经有一些比较重要的

奖项，而在中国，临床肿瘤学方面没有任何

奖项，所以此次设立CSCO年度成就奖，是

希望通过奖励和表彰国内顶级临床肿瘤科

学家在医学创新方面，特别是在临床肿瘤

学领域创新上的杰出贡献，来激励我国更

多的中青年科学家在临床转化研究中取得

突出成绩，让年轻的临床肿瘤学家走向国

际，走向世界。

国内目前有一些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

项目，如秦叔逵教授牵头的肝癌研究得到

了一个阳性结果，这是非常大的创新；三氧

化二砷靶向治疗M3型白血病也是中国人

发明的，在国际上曾多次斩获最高奖项，也

是一种创新；而关注特殊人群的，如廖美琳

教授牵头的中国女性肺癌发病率和吸烟、

基因突变关系的研究，更是极具创新性的。

奖项颁发的主要评价标准

获奖必须满足以下几点要求：创新、

领先、可靠、准确。

创新是最基本、最主要的评价标准。

《新英格兰医学杂志》（N Engl J Med）、《自

然》（Nature）杂志曾经报道了我国有大约

30%研究是在重复别人的工作，也可以说

是“造假”，而中国大多数进行奖项评选的

研究是重复性工作、不具有创新性，有些可

能落后国外十年甚至更久。所以，本届

CSCO年度成就奖的评选要求获奖者必须

开展了创新性、可靠性、准确性以及国际领

先的研究，排除任何造假和重复的项目，这

也是科学研究最主要的标准。

奖项对未来发展的影响

首先，这是目前中国临床肿瘤学界的

最高奖项，奖项金额也很高，这个奖项可能

会为以后申报国家发明奖、科技进步奖、甚

至医学进步奖奠定基础。

其次，尽管与欧美国家相比，我国的

临床肿瘤学研究起步较晚，历史也不长，但

我们是发展最快的国家，每年的美国临床

肿瘤学会（ASCO）会议、欧洲肿瘤会议都可

以看到中国专家的身影，我们有许多创新

的研究结果。通过颁发这一奖项，鼓励临

床肿瘤学家向着国际上的更高奖项努力，

将会更有利于未来的发展。

年度成就奖助力临床肿瘤学者更上层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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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军教授

今年的 CSCO 会议首次设置颁

奖典礼，并将颁出CSCO年会有史以

来的第一个年度成就奖。本报记者

特别连线大会共同主席，也是本次年

度成就奖的颁奖嘉宾马军教授，邀请

他来为我们揭开 CSCO 年度成就奖

的“神秘面纱”。

同时，国际T/NK细胞淋巴瘤论坛

今年首度移师中国，“落地”CSCO年会，

马军教授也将向我们推介本次CSCO

年会中淋巴瘤专场的特色与亮点。

重视淋巴瘤的“中国特色”

淋巴瘤作为一种疾病的亚型，它的发

病越来越常见，目前居肿瘤发病率的第 8
位，死亡率第 10位，严重影响着老百姓的

健康，所以淋巴瘤已经逐渐形成了一门亚

学科。

本次 CSCO 年会淋巴瘤专场的特色

就是中国特色，中国疾病的特色。

中国T/NK细胞淋巴瘤患者占全球患

者的 28%左右，远高于欧美国家，因此今

年国际T/NK细胞淋巴瘤论坛将在中国召

开，也是首次在亚洲召开。以前总是关注

例如弥漫大B细胞淋巴瘤等，而这些内容

在国际上已经被研究得很清楚了，但是关

于治疗 T/NK细胞淋巴瘤的药物很少，发

病原因未明，缺乏统一的治疗规范。

在本届 CSCO 年会上的淋巴瘤专场

中，来自全球的顶级 T/NK细胞淋巴瘤专

家，包括病理、放疗、临床、血液、肿瘤科医

生，将在两天半的时间里，以影响我国人

民健康的主要疾病作为突破点，从多学科

综合的角度来展开讨论，建立中国的诊疗

标准。希望让大家都能够了解中国最常

见淋巴瘤的诊断、治疗和进展。

（《中国医学论坛报》许景红、黄蕾蕾采写）

访CSCO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大会共同主席马军教授

让中国元素亮相国际舞台让中国元素亮相国际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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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光荏苒，转眼第 17 届 CSCO 年会就

要召开了。1996年，第3届亚洲临床肿瘤学

会（ACOS）年会在昆明召开，大家议论成立

自己的临床肿瘤学会的情景还犹如昨日。

18年过去了，大家一定想了解我们这几位

“80后”的老会员的心情是什么。

感谢那么多前辈对这一新生学会的感谢那么多前辈对这一新生学会的

支持和关怀支持和关怀

让我最难忘的是前国家卫生部老部长

钱信忠从开始就对我们寄予厚望，“要带好

你的团队，完成吴桓兴、李冰他们没有完成

的愿望”，他和崔月犁部长、彭玉副部长以及

张天泽、吴孟超、顾方舟、余桂清等前辈来北

京饭店参加成立大会。吴老亲自担任名誉

主席，并带领大家到美国ASCO总部访问，

并建立兄弟学会，一直支持指导我们到今

天；几位主任委员功不可没，他们对学会发

展的献身精神值得大家学习。CSCO能有

今天这样的规模、水平和地位，离不开所有

会员的使命感和不懈努力。当然，我们也感

谢团体会员各企业的支持和努力，使我们能

成为有资格立于国际现代临床肿瘤学会之

林的、具有一定影响力的学会。

我十分高兴在我十分高兴在““团结团结、、务实务实、、协作协作””会会

训精神下训精神下 CSCOCSCO 逐渐健康成长逐渐健康成长

对学会组织、研究课题和规范的制定，

有不同看法是正常的，但是，我们是为了发展

我国临床肿瘤学事业走到一起，就应该通过

团结包容的精神化解可能存在的一切分歧。

我最欣慰的是我国中青年临床肿瘤学家迅

速成长，在开发新药、转化医学方面取得突破

性成果。2014年，我国自主研制的阿帕替尼

治疗晚期胃癌的Ⅲ期临床试验结果在ASCO
大会做口头报告，为国争光，“我们村的年轻

人真棒”；但请记住，带好全国同道共同前进

才是我们的目的，“一个都不能少”。

我们应当有更高的要求我们应当有更高的要求，，

只有不断前进学会才有生命力只有不断前进学会才有生命力

所以，我十分赞赏今年提出的“提升规

范水平，拓展国际视野”的口号和任务。前

不久，我和吴一龙教授与国家卫生计生委的

相关领导对话，他们十分期待我们能把制定

常见肿瘤诊治规范的任务担起来。大家知

道，为进一步深化卫生专业支持改革，2000
年，国家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和前卫生部

下发了《关于加强卫生专业技术职务评聘工

作的通知》（人发[2000]114号），启动了专业主

治医师考试；之后继续教育委员会和中华医

学会又组织编写《专业技术资格考试的高级

教材》和最近出版的《临床肿瘤学试题集》，目

的都是希望通过国家和医学会考试，进一步

提高全国专科医师水平，更好地为广大患者

服务。但是，我们制定的规范，如果没有政府

主管部委和中华医学会的参与，只靠CSCO的

推动总是没有约束力和足够的推动力的。

CSCO参与制定我国的诊疗规范，并不断更

新，达到“最新、最好的诊疗选择”是我们的光

荣任务也是我们成立学会的初衷。

近几年，我们的同道在国际会议上有

分量的论文不断增多，组织地区和国际多中

心协作研究的能力也大大提高。我们在国

际上的“好声音”，使得我们在国际会议的地

位和发言权都有一定提升，我国不但成功举

办了UICC大会，两次ACOS大会和早年举

办的UICC高级化疗培训班，还与ASCO举

办过多学科综合治疗培训班和几次Best of
ASCO大会。多年来吴善芳、廖美琳教授和

我都曾经争取在我国举办国际肺癌大会，最

近他们已经同意2020年的大会在我国召开。

关于规范化和个体化，我们前不久曾经

做过很有益的讨论，这反映了临床医学的两

个方面：①我国临床医学进步了，多数参加讨

论的同行对规范有了比较全面的认识；②临

床医学的灵魂，西方说是“个别对待”，我们说

是“辨证论治”，就是从患者的具体情况出发

而不拘泥于规范。我可以清楚地体会到大

家对患者的爱心和精诚，尽到了医生应有的

责任，我从实习医生进入临床实践已经整整

60年，但仍然觉得自己还是每天都需要学

习，我追求完美，但很难达到。以下谈谈自己

对提升规范的几点看法，抛砖引玉供大家思考。

传承和创新传承和创新

临床医学是一门十分有味道的专业，

将人类与疾病做斗争，有记载以来几千年的

经验积累，传承下来为今天的患者服务，并

且还要与时俱进将快速的科学发展融入临

床实践，解决问题，不断提高诊疗水平。

要成为一位合格的医生需要文学艺术

和社会学基础，懂得怎样调动患者的积极

性，提高抗病能力和身心健康水平。成为一

个具有这样综合素质的“大医”是我们毕生

追求的目标。正是如此，为了解决患者的痛

苦，我们不满足医学的现状，尤其是临床肿

瘤学的现状，而要不断创新。习近平总书记

最近在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院士大会

上呼吁“创新、创新、再创新”，但传承是创新

的基础，没有传承就创新，我们的历史教训

太多了。在临床上，怎样将创新的成果纳入

规范就需要一个重要的阶段，这就是循证医

学研究。所以，我认为循证医学、规范化和

个体化是互不可分的，是一个连续的过程。

不以规矩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不能成方圆

孟子的这句话几乎已成为我们民族的

行为准则。我们常把临床医学的规定和经

验根据成熟程度分为经验、共识、指南、规范、

常规。多年经验说明，常规不可违背，不然就

“不能成方圆”要犯错误，甚至要受到处分。在

现阶段，有些必要的常规检查，有时被认为是

过度检查，其实是个误区。常规由于已经是

千锤百炼证明是正确的，没有明确理由（例如

有些急诊）是不能被随便取消的。临床诊疗

规范虽然没有常规那么成熟，但多数可作为

临床诊断、治疗的依据或选择；目前，我国正在

制定各种常见肿瘤的诊疗规范。2006年，我

们引进了美国NCCN指南，经过两国专家讨

论制定了中国版，目前已经完成了12种常见

肿瘤的规范。但NCCN每年更新2次，我们根

据自身条件，只能每年更新1次，纳入最新成

果，及时修订。规范要有活力，必须与时俱进

定期更新，否则束之高阁就成为历史了。此

外，还必须通过学习根据患者的情况灵活掌

握，如何推广和普及，落实到患者是一个现实

问题，据统计在各级医院真正按规范处理的

不足40%。中国沿海城市和西部地区发展很

不平衡，很多边远地区肿瘤诊疗还很不规范，

多数患者未能得到合适的治疗，我们不能忽

视超过我国人口半数的患者存在这样不能令

人满意的状况。因此，不断地学习提高，普及

推广新理念、新知识，是我们的一项永恒任务。

循证医学与规范化循证医学与规范化、、个体化个体化

进入 21世纪，我们将要摆脱数千年来

主要根据经验积累的模式，转变为根据临床

试验数据决定，因此循证医学就成了重点课

题，临床试验、GCP 就成了目前的主流之

一。循证医学将资料的可信度分为 5个层

次，从中可以看出对于常见疾病只有高级别

的资料才能进入规范，有些罕见病稍低一级

也可以进入但必须标明。所以规范应当代

表目前最新最好的诊疗选择。

个体化其实也是循证医学的结果。例

如随着研究不断深入发现很多分子靶向药

物的疗效与患者的分子事件（受体、驱动基

因等）相关。通过临床研究确定了只有具有

这些分子基础的患者才会有较好的疗效，这

样就可以进入规范实现诊疗的个体化。这

和传统医学的辨证论治一样，只不过中医辨

的是寒热虚实，而目前我们辨的是受体、基

因突变和转导过程中的重要通路。众所周

知，目前乳腺癌的治疗如果不辨ER/PR受

体是否阳性和HER2基因有无过度表达，就

成了不合格的处理。同样，非小细胞肺癌需

要检测 EGFR 和 KRAS 有无突变、有没有

EML4-ALK融合基因等，才能争取选择靶

向药物治疗。可见，高质量的临床试验和转

化医学成了创新的必经之路。

尽信书不如无书尽信书不如无书，，不惟书不惟书、、不惟上不惟上、、只唯实只唯实

我信奉我国的古训和陈云同志的名言。

医学仍然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科学，做医生

无论书本知识多少，都必须认真地在临床实

践、磨练。这也是我常说的临床医生不可能

不到二十岁就成为像皮尔盖兹那样的天才。

循证医学资料也不是绝对可靠的，BMJ就回

顾分析过他们刊登的 53篇循证医学论文，

其中有7项后来证明是不完全正确的。

张孝骞老师到了90多岁仍然参加大查

房，说需要学习，他那样的大师诊治患者一样要

“如履薄冰”，谦虚谨慎。我已经是“80后”，

还需要每天读书看资料，向前辈、同事和学生

及患者学习，更重要的是向实践结果学习，才

能完成每天的工作。医学之美在于她是一

门仁术，需要对患者有爱心；也在于是一门来

不得半点虚假，严酷的科学，尽一生之力都学

不完的科学。所以，很多同行认为需要具体

问题具体分析，不可拘泥于规范。我们希望

大家认真阅读和应用规范，但必须根据患者

具体情况，参考年龄、各种脏器功能和免疫

功能状况，灵活应用。只有将患者治好，提高

治愈率和改善生活质量才是我们的目的。

面对大量的资讯面对大量的资讯，，临床工作者应该从临床工作者应该从

两个方面去关注两个方面去关注，，一个是具体的癌肿一个是具体的癌肿，，另另

一个是癌症治疗的发展方向一个是癌症治疗的发展方向

管教授向论坛报记者谈起他对于文献

学习以及医学进展关注的一些经验和想

法。“面对大量的信息，作为临床工作者，究

竟应该从哪些方面去关注，我觉得应该是两

个方面。一方面是具体的，每种肿瘤有什么

新的药物和新的治疗方法，如何借助这些进

步，逐步改善疾病的治疗；第二方面是宏观

的关注，癌症控制的大方向是什么。”

他认为两方面都应该重视。对于前者，

我们有大量的论文、资料，是日常工作、学习

的一部分，也是构成CSCO教育单元中的主

要成分。而对于后者，还比较欠缺，应该有更

多的资料和会议组织，启发大家的关注。

举例来说，癌症治疗的发展经历了多

个阶段。早期是通过物理和化学的方式来

杀灭肿瘤细胞，包括手术、细胞毒类药物、放

射治疗以及热疗、冷冻治疗等。但是最近这

十多年来，靶向治疗将肿瘤治疗带入的另外

一个阶段，针对癌症发生发展的本质，基因

不同水平、类型的异常，设计治疗方式。例

如，从驱动基因的角度进行肺癌治疗。虽然

靶向治疗之于传统肿瘤治疗，在观念上，是

一个大的改变，而且目前仍然是肿瘤研究和

进步的重要方向，但是，靶向治疗是否能成

为肿瘤研究和攻克癌症的终极“模式”，仍存

有质疑。靶向治疗药物虽然补充了以前细

胞毒类药物的不足，但是它的有效时间有

限，由于肿瘤细胞的生物学特点，靶向治疗

的耐药问题似乎是不可避免的。那么有没

有更有效的模式呢？《科学》（Science）杂志把

免疫治疗癌症评为2013年科学界最重要的

进展。尽管在实际操作层面，免疫治疗的有

效性还有待进一步证实，但是针对肿瘤治疗

中的难题，这个新的方向也许会为我们带来

解决问题的方案。我们中国学者在关注的

同时，是否也应该参与其中？

大型癌症中心的发展目标应该是大型癌症中心的发展目标应该是，，在在

国际上国际上，，起到学术引领的作用起到学术引领的作用，，参与肿瘤参与肿瘤

治疗规范的制定治疗规范的制定；；在医疗服务辐射的区在医疗服务辐射的区

域域，，成为患者肿瘤诊断规范治疗的中心医成为患者肿瘤诊断规范治疗的中心医

疗机构疗机构，，与地区医院形成良性多赢的互动与地区医院形成良性多赢的互动

“目前，不仅限于传统的癌症中心，大家

的进步都比较快。很多肿瘤专科医院治疗规

模的发展都非常快，而且水平也不错。”对于

各地癌症中心的发展规模和医疗水平，管教

授非常肯定，但是他也提出了不足和思考。

首先，在学术引领方面，和国外大型癌

症中心相比还有差距，仍有待成熟。其次，

在区域性医疗网络建立、提高区域医疗质量

方面，仍有空间。管教授借用美国MD安德

森癌症中心（MDACC）的模式，解释了这一

点。MDACC与其他基层医院和诊所之间

形成完善的医疗网络。患者在MDACC住

院期间的检查诊断情况，治疗方法原则，注

意事项，会被非常详细地呈现在出院记录

中，并详细告知患者当地的肿瘤医生，以方

便患者在当地继续规范有效地治疗。同时，

在一些治疗的关键时期，当地医生也会将患

者转回MDACC治疗，并非常详细地提供当

地治疗中患者的病情转归和检查结果，以及

治疗中的问题。双方的沟通非常详细。

管教授认为，形成这样一个癌症中心

与基层医院间的网络，对于规范肿瘤治疗、

提高医疗服务质量、基层肿瘤医生培训以及

合理优化使用癌症中心的医疗资源，都会起

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每年每年 CSCOCSCO 年会最主要的作用是教育年会最主要的作用是教育

和团结和团结

管教授总结CSCO年会在肿瘤学界的

作用的，认为主要体现在两点，“一个是教

育，一个是团结”。医学科学进展迅速，这一

年来在肿瘤治疗方面主要进展、规范的变

化，CSCO这样一个全国性的大型会议，起到

一个通过教育全面提高的作用。同时他还

特别强调，“CSCO之所以能够这么多年比较

成功，学界大家互相团结互相支持非常重

要。CSCO能达到现在有这样的规模和水

平，跟历届领导团队付出的努力分不开，他

们对于团结全国的同行做了很多工作。新

一届的领导团队一定要能够继承和发扬这

样的传统。”（《中国医学论坛报》王迈采写）

感谢、欣慰与期待
——祝贺2014年CSCO年会胜利召开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 孙燕 院士

孙燕院士

“传承创新，团结协作，和谐发展！”我希望CSCO不要满足现有的成

绩，继续以发展我国临床肿瘤学事业为己任。前两句已经是老生常谈

了，需要大家传承下去；后一句希望大家体会，学会越大，越需要彼此照

顾全局和谐发展。没有团结、不考虑大局，不是CSCO的风格。

——孙燕 院士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没有规矩不成方圆

规范是肿瘤患者诊疗的基石，“提升规范

水平”也是本次CSCO年会的主题之一。谈到

“规范”二字，廖教授将其理解为规矩、规则。

所谓“没有规矩不成方圆”，中国临床肿瘤学的

发展更是离不开规矩、规则和规范，但随认识

的发展规范应有提高，这必须经过研究考验才

能修改。目前，中国肿瘤患者诊疗的许多方

面缺乏规范化或不足，廖教授以多学科协作

（MDT）治疗肿瘤患者为例指出，许多临床医生

曲解了MDT的概念，认为只是简单地做加

法，在治疗肿瘤患者的过程中将不同学科任

意叠加，从而造成过度治疗。MDT必须在规

范化和系统化的基础上展开，各学科之间扬

长避短、有机结合，根据患者的疾病分期、分

子生物学特性、病变部位等制定以患者为中

心的个体化治疗方案，才能有效地减少抗肿

瘤治疗的毒副反应，避免过度医疗，最终延

长患者的生存期，改善患者的生活质量。

在国际舞台发出中国好声音在国际舞台发出中国好声音

谈到本次CSCO年会的另一个主题“拓

展国际视野”，廖教授给我们讲述了一个她自

己通过不断学习，拓展国际视野的小故事。

今年廖教授应邀到日本参加会议，会议

主办方要求她准备关于肺癌靶向治疗产生耐

药性的分子机制的主题报告，这些内容对于

她相对陌生。在同事和朋友的鼓励、帮助下，

廖教授开始翻阅书籍，查找参考文献，积极准

备讲稿。通过搜索相关文献，她发现国内在

此方面已有了许多优秀的研究课题，最终完

成的主题报告包含5方面内容，其中引用中

国研究数据结果的内容就占了4个方面。

中国肿瘤学领域有越来越多的优秀研究

得到国际认可，也有越来越多的中国肿瘤学专

家站上国际舞台，发出自己的声音。廖教授每

天都抓紧工作之余的时间不断学习、不断进步、

拓展视野，她希望中国肿瘤学领域年轻一辈的

专家、学者也不要停下脚步，未来中国的研究

不仅要达到国际水平，更应超出国际水平。

致力于早早期肺癌诊断研究致力于早早期肺癌诊断研究

当前肺癌成为全球发病率最高的癌症，

中国的肺癌发病率也在逐年攀升。廖教授经

过4~5年时间，累积数千例临床病例后发现，

通过CT检测肺部微小结节肺癌（≤ 2 cm）的
密度和大小，通过数据模型，预估其良恶分

型，从而制定治疗方案，可以实现诊断早早期

肺癌，从而进行早期治疗，使患者长期生存率

接近100%。在此基础上，上海交通大学附

属胸科医院进行了一项临床研究，共随访

161例肺癌患者，其中156例为Ⅰ期肺癌患

者，1 例为Ⅱ期，4 例为Ⅲ期均经过手术治

疗。结合患者的详细临床资料，廖教授发现

这部分患者以女性居多（男女患者性别比为

1:2），病理分型多为低度危险的肺腺癌。这

部分患者在处于癌前病变、原位癌或微侵润的

阶段便得到确诊，通过早期治疗，预后极佳，可

以长期生存；一旦患者疾病进展到微侵润或远

处转移阶段，则大大影响预后，如果广泛开展

有望降低肺癌死亡率。以往肺癌的早期诊断

成为禁区，许多患者确诊时已进入病程的中、

晚期，廖教授希望通过上述临床研究结果跨

越禁区，经肺癌早早期诊断联合积极的手术

治疗和术后分子生物学治疗，将上海地区乃

至全国的肺癌死亡率大幅下降，真正惠及广

大患者。（《中国医学论坛报》姜旭辉采写）

医生、医院、学会
——管忠震教授CSCO年会召开之际的思考

廖美琳教授

规范提升中展国际宏图
——廖美琳教授CSCO年会访谈

2014年9月17~20日，中国临床肿瘤学会（CSCO）迎来了第17届年会，在这一年一度的盛会召开之际，CSCO荣誉主席孙燕院士、廖美琳教授和管忠震教授，在接受《中国医学论坛报》记者采访时，向全体

CSCO成员和来自全国的肿瘤学专家，表达了他们对年会的祝贺以及对中国肿瘤学发展的殷殷期许。

管忠震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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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握机会把握机会，，赢得更大赢得更大发展舞台发展舞台
——访北京大学肿瘤医院郭军教授

专场设置匠心独到，囊括各发展方面

黑色素瘤是目前所有肿瘤中治疗进展

较快、也是近年来取得突破较多的一类肿

瘤。分子靶向治疗和免疫靶向治疗在黑色

素瘤领域都取得了重要进展，尤其是后者

对黑色素瘤治疗的卓越疗效可谓是迎来了

其在肿瘤治疗领域的“开门红”。自此，以

PD-1为代表的免疫靶向治疗开始逐步显

示出在其他肿瘤治疗中的重要作用。我

想，说黑色素瘤领域这些年来的研究进步，

在某种意义上“引领了未来肿瘤领域发展

的趋势和方向”、成为“肿瘤学研究探索的

典范”，应该不算为过。

因此，今年恶性黑色素瘤论坛的设置

上，我们也采取了不同专场报告与不同论

文交流穿插进行的新方案，共分三大部

分。首先是我关于“黑色素瘤治疗30年回

顾和未来趋势”及中山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张晓实教授有关“全球黑色素瘤最新临床

研究总览”的介绍，之后是北京积水潭医院

牛晓辉教授的“外科治疗在黑色素瘤治疗

中的地位”和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的刘基巍教授关于“黑色素瘤辅助治疗进

展”的报告，最后是浙江省肿瘤医院范云教

授的“转移性黑色素瘤化疗何去何从”、云

南省肿瘤医院宋鑫教授的“分子靶向治疗-
黑色素瘤临床研究的热点”和浙江大学医

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潘宏铭教授的“免疫

治疗-黑色素瘤治疗的突破点”。

黑色素瘤治疗30年回顾与未来趋势

在黑色素瘤治疗的30年历史长河中，

前20年几乎是“一成不变”的，基本就是化

疗作为标准治疗。虽然那些年针对生物化

疗、联合化疗与单药化疗的疗效对比也有

一些研究，但均未得到理想的结果。当时

被批准用于黑色素瘤治疗的药物极少，唯

一的金标准是达卡巴嗪，但其有效率也仅

有 7%～8%，无进展生存（PFS）期也仅有

1.7个月，总生存（OS）未见显著改善。

不过，在近 10年左右的时间里，黑色

素瘤治疗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先是相

继出现了一些分子靶向药物，如BRAF抑

制剂、c-kit抑制剂等。这给黑色素瘤患者

生存带来显著改善的同时，也在整个肿瘤

学领域激起了“千层浪”——一个曾经有效

率低于 10%的癌种，在BRAF抑制剂出现

后，竟然有效率升高到了50%，PFS期达到

6~7个月——这也革命性地颠覆了以往黑

色素瘤治疗只能采取单药化疗的治疗理

念。之后，不同靶向药物的联合更是使有

效率提高到70%，PFS期超过了9个月。可

以说，近年来黑色素瘤治疗领域的每次进

步，都可谓是里程碑式的事件。

在如今大热的免疫靶向治疗领域，黑

色素瘤更是“首先吹响了胜利的号角”。从

去年开始，PD-1单抗的相关研究结果提

示，免疫靶向治疗将成为肿瘤领域未来重

要的发展方向。对于黑色素瘤，PD-1单抗

使其有效率超过40%，而且部分有效的患

者在停止治疗后仍然有效，并且该药大大

改善了患者的OS。PD-1单抗在黑色素瘤

领域的显著疗效也使研究者开始考虑将其

用于其他癌种如肾癌、非小细胞肺癌等。

且据早期研究结果，PD-1单抗已经显示出

在这些癌种的初步疗效。

未来，如何将现有的分子靶向治疗、免

疫靶向治疗更好地联合起来，选择适合的

患者给予更适合的治疗组合，将是重要的

发展趋势。这些尝试也在积极地进行中。

相信这些探索将有望改变现有治疗模式，

创造出未来的更佳治疗模式。

会上我的报告除了会理清上述黑色素

瘤 30年发展脉络外，还将提出一些思考

——在探索开展得如火如荼的黑色素瘤研

究领域，我们中国研究者能做些什么？亚

洲患者与欧洲患者的不同给我们亚洲学者

留出很大的研究空间和机会，我们如何利

用这些宝贵的机会尽早促成亚洲多中心团

队的形成，从而为提高我国黑色素瘤治疗

水平作出我们的贡献？

（《中国医学论坛报》廖莉莉 采写）

我想，说黑色素瘤领域这些年来的研究进步，在某种意义上

“引领了未来肿瘤领域发展的趋势和方向”、成为“肿瘤学研究探索

的典范”，应该不算为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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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会议主要包括两部分内容：①软

组织肉瘤共识；②2014年骨肿瘤美国国家

综合癌症网络（NCCN）指南更新与解读。

借助CSCO会议的平台，我们曾经推

出了中国首个骨肉瘤诊治共识，对骨肉瘤

这个相对小众病种的宣传教育取得了很好

的效果。有感于此，我们今年继续推出了

中国的软组织肉瘤诊治共识，并邀请专家

分别从内科和外科的角度对该共识进行解

读。软组织肉瘤是一个不被大家重视但实

际上很重要的领域，其发病率比骨肉瘤高

近10倍，对其治疗是需要多学科参与的综

合治疗。在临床实践中，这些患者发病后

往往会到外科就诊，而外科医生可能相对

欠缺肿瘤治疗的知识，所以我们希望通过

共识的推出及解读，加强临床医生，尤其是

骨科医生对软组织肉瘤诊断和治疗的认

识，包括除手术以外如何进行内科治疗、放

射治疗等综合治疗，以及治疗后如何随访

并科学地总结治疗结果等。这是此次会议

的特色之一。

另一个特色之处是，对于2014年骨肿

瘤NCCN指南的更新与解读。NCCN临床

诊治指南以其严谨权威的结论和及时更新

的共识，已然成为各国肿瘤临床诊治的重

要标准或参考。新的 2014 年版骨肿瘤

NCCN指南，对骨肉瘤、尤文肉瘤、软骨肉

瘤都有更新，另外还增加了骨巨细胞瘤、脊

索瘤的诊疗指南。为了更好地结合我国国

情，方便我国骨肿瘤工作者，CSCO骨肉瘤

专家委员会（现改为CSCO肉瘤专家委员

会）首次推出了中国自己的《经典型骨肉瘤

临床诊疗专家共识》和《肢体软组织肉瘤临

床诊疗专家共识》，并在《临床肿瘤学杂志》

公开发表，值得国内临床医生了解和应用。

（《中国医学论坛报》黄蕾蕾 采写）

推共识推共识、、析规范析规范，，重视肉瘤诊治重视肉瘤诊治
——访北京积水潭医院牛晓辉教授

恶性黑色素瘤论坛策

划负责人：郭军教授

时间：9月18日08:30~12:00
地点：3楼3A01会议室

骨与软组织肿瘤论坛策

划负责人：牛晓辉教授

软组织肉瘤是一个不被大家重视但实际上很重要的领域，

其发病率比骨肉瘤高近10倍，对其治疗是需要多学科参与的综

合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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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论坛，大团队
——访北京协和医院林岩松教授

在往届CSCO年会中并没有甲状腺癌

专场，甲状腺癌在以往也属于“姥姥不亲、

舅舅不爱”的“孤儿”肿瘤，很少受到重视。

而为什么目前甲状腺癌能够逐渐受到重

视，且此次CSCO组委会也对甲状腺癌专

场的设立给予了大力支持和鼓励，原因即

是近年来甲状腺癌的发病率逐年增高。国

内来自北京及上海的数据显示，甲状腺癌

的发病率已居女性肿瘤的前5位。由于患

者生存时间长，会伴随产生治疗、随访等一

系列相关问题，这都需要引起医生和患者

足够的重视。

多学科“套餐”精彩呈现

在甲状腺癌治疗方面应重视多学科

协作的团队效应，此次的专场便体现了这

个主旨，将为与会者提供有关甲状腺癌诊

治的一组多学科“大套餐”。

论坛开篇是病理诊断部分，将由北京

协和医院梁智勇教授对甲状腺癌的最新病

理分型和分子特征以及分子病理诊断对治

疗和预后的影响进行详细介绍。超声诊断

方面则由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牛丽娟

教授就超声引导下穿刺活检在甲状腺癌中

的应用进行详细介绍。随后为外科治疗部

分，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的张彬教授

将就国内分化型甲状腺癌外科规范化诊治

及存在问题发表自己的见解。至于

碘-131治疗部分，北京协和医院的林岩松

教授将就碘治疗的适应证把握及治疗趋势

等方面进行介绍。

碘难治性甲状腺癌也是近年来临床

关注的焦点，尤其是手术、碘治疗及甲状腺

激素抑制剂等传统治疗方式均无效的患

者，已经成为目前研究的靶点人群，CSCO
的多个多中心国际临床试验，如索拉非尼

和近期开展的凡他尼布试验，都是针对这

部分难治性患者。所以此次甲状腺癌论坛

中，陈立波教授将详细介绍碘难治性甲状

腺癌患者的临床特点，以及对此类患者可

采用何种后续补救治疗措施。

目前多数甲状腺癌属起源于滤泡细

胞的分化型甲状腺癌，但另一部分起源于

滤泡旁细胞的甲状腺髓样癌的发病率也不

低，所以本次论坛也同时兼顾了甲状腺髓

样癌诊治方面的内容。复旦大学附属肿瘤

医院的郭晔教授将在论坛的最后介绍甲状

腺髓样癌的综合治疗。

后起之秀探索不断

此外，本次专场除专家论坛以外，还包

括年轻学者的口头发言和壁报交流，所涉

及的内容均由CSCO专家委员会在会前审

阅上百篇论文后遴选而来，代表了国内年

轻医生对甲状腺癌诊治方面的思考，以及

其在导师指导下所获得的科研进展。所以

本次专场既有专家在甲状腺癌领域的引领

和规范，也展现了年轻医生目前针对甲状

腺癌研究探索的势头和进步。（《中国医学

论坛报》王姗 采写）

由于甲状腺癌绝对不是某一个专科能够完全解决，或某一个亚

专科能够独立后续随诊的疾病，所以多学科协作组（MDT）思维及个

体化治疗策略在临床中十分重要，此次论坛旨在展现出甲状腺癌诊

治的MDT团队效应。

目前各级医院对食管癌患者的多学

科协作组（MDT）综合治疗没有引起足够重

视，MDT门诊开展情况也不甚理想，希望

能够通过本次食管癌论坛，向CSCO的广

大参会者传递规范化、个体化、多学科综合

治疗食管癌患者的相关信息。

依托指南推进规范化治疗

指南是推进规范化治疗食管癌的基

石，虽然 2013版《美国国立综合癌症网络

（NCCN）食管癌临床实践指南》对于指导

临床工作十分重要，但其仍然是西方学

者基于西方患者群体的临床资料和研究

结果而制定的，中国学者不能完全照

搬。近些年，我国食管癌治疗领域涌现

出许多优秀的临床研究，例如浙江省肿

瘤医院毛伟敏教授牵头的 2 项研究，1 项

比较新辅助及辅助治疗食管癌术后患者

的Ⅱ期临床研究，另 1项将注射用紫杉醇

（白蛋白结合型）用于食管癌患者新辅助

治疗的Ⅱ期临床研究均取得了理想结

果，后续将继续开展Ⅲ期临床研究。中

国的专家、学者可以结合我国的国情、食

管癌治疗经验、值得借鉴的研究数据结

果以及我国特殊的食管癌临床特点来制

定治疗方案。2013年中国抗癌协会食管

癌专业委员会再次改版《食管癌规范化

诊治指南》（以下简称《指南》），以《指南》

为基础，我们希望可以快速推动我国食

管癌治疗的规范化发展。

突显多学科综合治疗主题

本次论坛的主题报告部分包括：上海

交通大学附属胸科医院傅小龙教授关于以

手术为基础的食管鳞癌综合治疗进展的选

题：中山大学附属肿瘤医院傅剑华教授对

于化疗、放疗对食管癌术后患者影响的阐

述：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黄镜教授基

于晚期食管癌患者的内科药物治疗介绍。

此外，论坛更首次新增局部晚期食管癌患

者的MDT病例讨论环节，并将注射用紫杉

醇（白蛋白结合型）结合顺铂用于新辅助治

疗食管癌患者这一热点话题放入病例讨论

环节，进一步突显本次食管癌论坛MDT的

主题。

论文交流涉及临床热点

论文交流部分的3篇文章均是广大医

生关注的临床热点问题。目前国内和国际

均缺乏食管癌靶区勾画的恒定标准，南通

大学附属医院的蔡怡医生将对这一问题进

行深入探讨。经过多项探索性研究证实，

在食管癌患者接受放射治疗时，增加照射

剂量并不一定改善患者的生存时间，反而

增加副作用，吉林省肿瘤医院的苏清秀医

生就此将对不同放射治疗方式的剂量展开

比较。针对每一位食管癌患者制定个体化

的化疗方案目前尚在摸索阶段，中山大学

附属肿瘤医院的郑于臻医生将列举伴淋巴

结转移的晚期食管鳞癌患者化疗方案制定

的可行性结果。（《中国医学论坛报》姜旭

辉 采写）

食管癌是中国高发的肿瘤，目前临床上多数患者在就诊时已进

入食管癌中、晚期病程，我认为规范化、合理化治疗食管癌的时代应

该到来了。

食管癌迎来规范化、合理化诊疗时代
——访浙江省肿瘤医院毛伟敏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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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状腺癌论坛策划负

责人：林岩松教授

时间：9月18日14：30~17：55
地点：2楼2C会议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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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nPatrolTM CTC 检测技术结合了纳

米过滤技术和多重RNA原位分析技术的

优势，对CTC的分离不依赖于特定生物标

志物，克服了一代技术只能分离获得某一

特定表型CTC的缺陷，实现了对所有CTC
的分离。CanPatrol CTC检测技术同时还

具备了一代技术中没有的分型能力，配合

技术日渐进步的 CTC 分子分析技术，

CanPatrol CTC检测开创了肿瘤实时个体

化治疗的新模式。

在肿瘤实时个体化治疗模式下，肿瘤

患者可以在每一个治疗间歇期接受

CanPatrol CTC检测，对比分析历次检测中

CTC型别与数量的变化，可以监测肿瘤进

展情况、评估肿瘤治疗效果，为主治医生制

定下一步的治疗方案提供实时依据（图）。

此外，对于治疗效果不佳，需要调整治疗方

案的患者，可以使用CTC作为样本，通过

荧光原位杂交技术（FISH）、液相芯片、全

基因组测序等监测平台进行分子分析，获

得肿瘤患者的RMP，为肿瘤个体化治疗提

供科学和具时效性的信息，真正实现肿瘤

实时个体化治疗。

（益善生物展位号：G厅 T26）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 焦顺昌 北京大学肿瘤医院 顾晋 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鼓楼医院 刘宝瑞 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 李国新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医院 冯国生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 高蓓莉 益善生物 许嘉森

基于患者分子图谱（molecular profile，MP）实施个体化治疗已经成为肿瘤治疗的必然选择。但是，肿瘤自身的时间和空间异质性特点

导致了患者分子图谱时刻在发生改变。因此，根据患者某一时点生物学样本绘制的分子图谱而制定的个体化治疗也只能在某一时段内

奏效。要将肿瘤真正控制为慢性疾病，必须根据患者实时分子图谱（real-time molecular profile, RMP）制定实时个体化治疗方案。大量的

研究证明，循环肿瘤细胞（CTC, Circulating Tumor Cell）是目前唯一可以作为获取肿瘤患者RMP的生物学样本。

肿瘤动态监测

大量临床研究证实，CTC 与肿瘤

复发/转移密切相关，是肿瘤预后的独

立预测指标。与传统影像学手段（如

CT）相比，CTC检测能更早（有研究显

示可提前 2~6 个月）发现肿瘤转移复

发迹象。然而，在进入外周血循环的

过程中，CTC为了获得运动性和侵袭

性，会隐藏某些上皮细胞的表型特征

并获得某些间质细胞特征，即发生“上

皮 - 间 质 转 变（EMT，Epithelial
Mesenchymal Transition）”。因此，CTC
存在不同的细胞类型：上皮细胞表型、

间质细胞表型和上皮-间质细胞混合

表 型（Hepatology 2004,39:792）。 此

外 ，CTC 还 可 能 以 细 胞 团（CTM，

Circulating Tumor Microemboli）的 形

式存在。研究显示，CTM的转移潜能

是单细胞 CTC 的 23~50 倍（Cell 2014,
158:1110）。因此，对CTC的监测不仅

要监测数量变化，更需要监测型别特

征的变化。动态监测患者CTC型别和

数量变化，可以为肿瘤实时个体化治

疗提供更加科学的依据。

肿瘤疗效评估

由于CTC能实时反映肿瘤状态，

所以比较肿瘤治疗前后CTC的变化，

可以实时评估治疗效果。从抵御凋

亡、耐受细胞毒药物的能力来看，CTM
强于单细胞 CTC，间质型 CTC 强于上

皮型 CTC（J Clin Oncol 2012,30:525；
Science 2013,339:580）。对于正在接

受治疗的肿瘤患者来说，CTC数量，尤

其是间质型CTC数量的减少或消失，

提示患者可从当前治疗中获益，反之，

则提示患者当前治疗效果不够理想，

患者可能或已经对治疗发生耐药，存

在疾病恶化风险；对于已经结束治疗

的肿瘤患者来说，CTC数量，尤其是间

质型CTC数量的减少或消失，提示患

者当前病情稳定或状态良好，反之，则

提示患者存在病情恶化的风险。与传

统通过肿瘤病灶变化评估治疗效果的

方法相比，CTC检测不仅简单方便，对

患者没有身体伤害，并且能在细胞级

变化水平就给出准确提示，避免因影

像学条件限制，病灶变化未达到可观

察大小前的无效治疗。

肿瘤实时个体治疗

由于肿瘤存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异质

性，根据患者某一时点采取的生物学样本

分子图谱而制定的个体化治疗只能在某

一时段奏效。在以往的靶向药物使用中，

由于无法获取实时肿瘤组织，部分患者只

能参考数个月甚至数年前的手术组织的

分子信息进行药物选择。针对不适合手

术或活检获取肿瘤组织的患者来说，即使

采用血浆游离DNA这种替代性样本，也存

在早期患者血浆与组织样本一致性较低

而只适用于晚期患者的局限。

CTC 检测仅需少量外周血，很好解

决了组织样本获取难和无法连续获取

的 困 难 ，可 以 根 据 需 要 分 析 患 者 的

RMP，为医生及时调整治疗方案提供实

时参考。

2013年，Heitzer利用单细胞测序技术

发现CTC与组织病灶存在相同的基因变

异谱（Cancer Res 2013,73:2965）。Meng
等研究发现乳腺癌患者外周血中CTC的

HER2基因状态与肿瘤组织样本基因状态

的 一 致 率 高 达 97%（PNAS 2004,101:
9393），提示CTC可作为肿瘤个体化治疗

基因检测的替代样本。

新一代CTC检测技术：开启肿瘤治疗新模式

80
60
40
20

0

100

%
80
60
40
20

0

100

%

80
60
40
20
0

100

%

80
60
40
20

0

100

%

80
60
40
20
0

100

%

80
60
40
20
0

100

%

80
60
40
20

0

100

%

50

40

30

20

10

0
术前 肺癌术后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化疗 化疗+EGFR-TKI治疗

CTC数量

P 疾病进展

R 疾病缓解

上皮细胞表型CTC比例

上皮细胞和间质细胞混合

表型CTC比例

间质细胞表型CTC比例

CTC分子分析：

EGFR E20 T790M突变

CTC分子分析：

EGFR E19 del E746_A750缺失

影像学检查：肺癌术后第3个月结果肝脏未见异常，第7个月时提示肝转移

CanPatrol CTC监测：肺癌术后第1个月起定期进行CTC检查，结果显示CTC数量及表型比例改变，第6个月时已提示疾病出现恶化趋势

图 CanPatrol CTC监测在肿瘤个体化治疗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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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识》发布：为胰腺癌诊治提
供规范化的临床参考

从最新进展及专家共识看

胰腺癌临床诊疗新动向
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张阳

胰腺癌是一种高度恶性的肿瘤，是全球公认的“癌中之王”，严重危及人类健康和生存。在我国，胰腺癌的发病呈快速增长

趋势。据统计，中国胰腺癌患者占世界总数的15.68%，发病率和死亡率均居恶性肿瘤前十位。目前，我国胰腺癌的诊治存在医

疗水平参差不齐、早诊率低、错诊率高、治疗水平不均衡不规范、治疗轻循证重经验、综合治疗实施力度不够等问题，远期生存极

不理想。为了进一步规范胰腺癌诊断和治疗，提高多学科综合诊治水平，改善患者生活质量和延长生存时间，2014年《胰腺癌综

合诊治中国专家共识（2014版）》（以下简称《共识》）应运而生，对胰腺癌规范化多学科综合诊治提供了切实可行的参考。本文结

合《共识》和最新研究进展，对胰腺癌的临床诊治新动向进行深入阐述。

S-1——胰腺癌治疗新选择

S-1 是新一代口服氟尿嘧啶类药物，由替加氟

（FT）、吉美嘧啶（CDHP）及奥替拉西钾（OXO）3种组分

以 1︰0.4︰1摩尔浓度比组成。FT是 5-FU的前体药

物，具有优良的口服生物利用度，能在活体内转化为

5-FU；CDHP 能抑制二氢嘧啶脱氢酶（DPD）对 5-FU
的分解代谢，有助于长时间维持血中和肿瘤组织中较

高的5-FU有效浓度，提高DPD高表达肿瘤的敏感性；

OXO能阻断胃肠道黏膜中 5-FU磷酸化，降低胃肠道

毒性。

胰腺癌为DPD高表达肿瘤，可以使 5-FU迅速分

解而失效，这可能解释多数5-FU类药物无论是单药还

是联合化疗，对于胰腺癌均难以带来令人满意的效

果。而 S-1是新一代DPD抑制类口服氟尿嘧啶类药

物，能够有效逆转 5-FU分解，从而提高抗肿瘤活性。

S-1早在2005年就已被日本批准用于治疗胰腺癌。从

本世纪初开始，日本开展了多项 S-1治疗胰腺癌的临

床试验。几项S-1一线治疗转移性胰腺癌的Ⅱ期临床

试验中，S-1显示出较好的反应率，为 21.1%~37.5%。

此后又相继开展了吉西他滨联合 S-1的研究，有两项

Ⅱ期研究报道该方案的有效率高达 44.4%~48.5%，中

位总生存（OS）期达到10.1~12.5个月。基于此而进一

步开展的GEST和 JASPAC-01两项Ⅲ期临床研究，更

是奠定了S-1在晚期胰腺癌和胰腺癌术后辅助化疗的

治疗地位。

不可切除胰腺癌患者的一线治疗新方案
胰腺癌早诊率低，约80%的患者诊断时即为晚期，无

法手术切除。而胰腺癌的治疗药物十分匮乏，既往多以

5-FU为基础的化疗方案为主。进入21世纪，吉西他滨逐

渐取代5-FU成为化疗的首选药物，将患者的OS期由4~5
个月延长至约6个月，1年OS率由2%~5%提高至约20%，

但效果仍不尽人意，临床仍需探索新的治疗策略。

2013年在《临床肿瘤学杂志》发表的GEST研究是一

项在日本和中国台湾进行的随机Ⅲ期临床研究，纳入834
例晚期胰腺癌患者，随机分为S-1单药组、吉西他滨单药

组或S-1联合吉西他滨组，旨在探讨三者治疗的疗效和安

全性。结果显示，S-1单药组的OS期（9.7个月对 8.8个

月，HR=0.96，P＜0.001）和无进展生存期（PFS，3.8个月对

4.1个月，P=0.02）均不劣效于吉西他滨单药组，两组的 1

年OS率分别为 38.7%和 35.4%，证实 S-1单药用于局部

晚期或转移性胰腺癌患者的OS不劣于吉西他滨单药，使

S-1成为无法手术切除晚期胰腺癌的一线治疗新选择。

在 S-1联合用药方面，基础研究显示 S-1与吉西他滨联

合能起到协同作用，提高胰腺癌治疗的效果。2013年在

欧洲肿瘤大会（ECC及ESMO）上报告的一项荟萃分析显

示，S-1联合吉西他滨方案对比吉西他滨显著延长晚期

和转移性胰腺癌患者的中位OS期（10.48个月对 8.74个

月，P=0.0085，图 1），且无论是对于局部晚期患者（16.41
个月对 11.83个月，P=0.022）还是转移性患者（9.43个月

对 8.02个月，P=0.1102）均有生存获益。基于此，《共识》

将S-1单药和S-1联合吉西他滨方案作为晚期胰腺癌一

线治疗的推荐方案（A类推荐）。

可切除胰腺癌患者的辅助化疗新标准

鉴于与单纯手术相比，多项大型研究已证实胰腺癌

术后辅助化疗可带来生存获益，而术后辅助放疗尚存争

议 ，因 而《共 识》推 荐 术 后 积 极 实 施 辅 助 化 疗 。

CONKO-001研究证实，对于胰腺癌根治术后患者，吉西

他滨辅助化疗较单纯手术治疗明显延长中位OS期（22.8
个月对20.2个月，P=0.005）和中位无病生存期（DFS，13.4
个月对6.9个月，P＜0.001），证实辅助化疗在胰腺癌治疗

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并使吉西他滨成为可切除胰腺

癌患者辅助治疗的标准方案。2013年美国临床肿瘤学会

（ASCO）年会公布的 JASPAC-01研究结果进一步表明，

对于可切除的胰腺癌患者，S-1辅助治疗优于吉西他滨单

药辅助治疗。

JASPAC-01研究是一项多中心、开放、随机Ⅲ期研

究，纳入385例可手术切除的胰腺癌患者，分为两组，术后

10周内分别接受S-1或吉西他滨辅助化疗，旨在比较两

种方案的疗效和安全性。结果显示，S-1组患者的2年OS
率（70%对 53%，P＜0.0001，图 2）和中位无复发生存期

（RFS，23.2个月对11.2个月，P＜0.0001）均显著优于吉西

他滨组，死亡风险降低 46%（HR=0.54），复发风险降低

43%（HR=0.57）。S-1组患者的3级或4级不良事件发生

率较吉西他滨组更低，且停止治疗的患者比例也更低

（28%对 42%），治疗耐受性较好，明显改善患者生活质

量。基于该结果，《共识》将S-1列为可切除胰腺癌术后辅

助化疗的的首选标准方案（A类推荐）。

2012年肿瘤登记年报显示，胰腺癌已上升为我国发病率排名第7位和死亡率排名第6位的

恶性肿瘤，亟待规范临床诊疗标准，以提高胰腺癌患者的生存。《共识》依据最新循证依据，以A类

推荐S-1单药用于胰腺癌辅助治疗，S-1单药或联合吉西他滨用于晚期胰腺癌的一线治疗，肯定

了S-1在胰腺癌治疗中的重要地位。S-1和吉西他滨均是胰腺癌治疗的关键药物，未来开展以

S-1或吉西他滨为基础的联合方案研究将是治疗探索的方向，尤其是开展更多针对中国人群的

研究，为规范化治疗提供更高级别的循证依据，为中国胰腺癌患者带来曙光。

■

小
结

2013 年初，中国临床肿瘤学会（CSCO）决定委托

CSCO胰腺癌专家委员会组织国内胰腺癌专业领域多

学科专家制订胰腺癌综合诊治中国专家共识。历时一

年多，这份《共识》于2014年4月正式在《临床肿瘤学杂

志》发表。《共识》是在充分纳入最新循证证据的基础

上，根据中国临床现状达成的专家共识。

《共识》分为前言、多学科综合诊治的原则与流程、

诊断与鉴别诊断、病理类型及分期、治疗原则、随访、其

他说明七个部分。在治疗方面，外科、内科和放射性治

疗是胰腺癌的主要治疗手段。对于胰腺癌的内科治

疗，《共识》在充分回顾近年Ⅲ期研究结果的基础上，

肯定了传统药物如吉西他滨在胰腺癌治疗中的作用，

更重新评估了氟尿嘧啶类药物在胰腺癌治疗中的地

位，推荐氟尿嘧啶类药物 [包括 S-1 及 5-氟尿嘧啶

（5-FU）/亚叶酸钙（LV）]为胰腺癌化疗的基本药物，用

于术后辅助治疗及晚期一线治疗等。《共识》明确将

S-1单药方案列为胰腺癌术后辅助化疗新选择（A类

推荐），将S-1单药和S-1联合吉西他滨方案作为晚期

胰腺癌一线推荐方案（A类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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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位OS期为8.74个月

S-1联合吉西他滨组：

中位OS期为10.48个月

基于最终数据（219个事件）

图1 荟萃分析显示，S-1联合吉西他滨方案对比吉西他

滨显著延长晚期和转移性胰腺癌患者的中位OS期

图2 JASPAC-01研究显示，S-1方案对比吉西他滨辅

助治疗显著提高可切除胰腺癌患者的2年OS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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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CSCO年会的主题是“提升规范

水平，拓展国际视野”。所以，与世界各大

知名肿瘤学会的联合国际专场成为今年的

重要特色，也是一大亮点。国际化就是要

“请进来、走出去”，近期已经有很多国内学

者在美国临床肿瘤学会（ASCO）、欧洲肿瘤

内 科 学 会（ESMO）年 会 及 圣 加 仑（St.
Gallen）早期乳腺癌国际会议上作重要报

告。CSCO作为国内非常有影响力的临床

肿瘤学会，当然也希望能邀请一些国际学

会参与进来，于是今年就有了这些国际联

合专场，其中与ASCO合作的专场就将癌

种定为乳腺癌。这是因为乳腺癌是国内外

学者都非常关注的女性常见癌种，东西方

有一些共性的方面，但肯定有一些差异。

个人感觉这种方式非常不错，一方面

有一定专题性，另一方面又体现了CSCO
与这些国际学会的良好合作。今年虽然准

备时间相对比较紧张，但还是有幸请到了

国际上像内分泌耐药、循环肿瘤细胞

（CTC）、单一细胞测序等方面很有影响力

的专家和学者。在乳腺癌治疗中，分类治

疗、针对性强的靶向治疗、耐药和突变都是

当前特色。所以我们选择的报告专家将会

为大家带来非常实用的经验分享。例如，

本国际专场的共同主席、ASCO 方代表

Massimo Cristofanilli教授作为当时CTC发

表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的重要研究的主

要研究者（PI），将重点介绍CTC的国际进

展；而来自美国加州大学的曾宪荣教授在

CTC纳米技术方面有一定造诣，所以他会

上也将会分享这些进展；而第一位发言的

专家、同样来自加州大学的Hope Rugo教
授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很多乳腺癌国际重

要会议的会后会我们都能听到他的重要报

告，他对我国的情况有一定程度的了解，对

于会上与大家的交流将非常有益。

同时，作为ASCO-CSCO的联合专场，

我们作为CSCO的代表也特邀了目前国内乳

腺癌领域较有影响力的几位专家作报告。

在演讲内容方面，大家基本上都避开了所谓

的“前沿进展”，而是以“回顾性、荟萃性继续

教育”为主体，将重点分享自己的工作经验

和原创性研究结果。例如，复旦大学附属肿

瘤医院的邵志敏教授就将围绕HER2基因

突变和抗HER2耐药这些与当前实践息息

相关的内容分享我们的经验，而ASCO方的

代表专家们也会在现场分享他们各自临床

工作中的体会。另外，吴炅教授将要介绍的

中国乳腺癌手术选择，也是外科领域特别重

要的方面，如乳房重建，这些技术类的分享

也是大家一直比较喜欢的内容。像中山大

学孙逸仙纪念医院的宋尔卫教授更是集合

了团队的力量进行了充分准备，他要在会上

呈现的是有关靶向治疗的转化性研究工作。

江泽飞教授谈ASCO-CSCO联合专场——

大会主题的更佳诠释大会主题的更佳诠释

国际专场
12 CSCO组委会

中国医学论坛报社
合作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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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SCO每日新闻

“考虑到国际专场全部以英文报告形式呈现，我们也希望有更

多中国医生参与进来，利用如此难得的机会用英文与国际知名专家

进行交流，这也为未来更多中国学者走向国际舞台打基础，同时凸

显今年的国际化特色。”

（《中国医学论坛报》廖莉莉 采写）

专场时间：

9月18日08：30~12：00
地点：1D 会议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