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抗癌协会肿瘤心理学专业委员会

（CPOS）

2017年总结及2018年计划



姓名 技术职务 工作单位

主任委员 唐丽丽 主任医师 北京大学肿瘤医院

候任主委 刘巍 副主委 刘爱国、吴世凯、强
万敏、王丕琳

委员总数：64人；
青年委员：41人
会员总数：2300人
2017年完成新入会会员1200人任务
挂靠单位 北京大学肿瘤医院

兼职工作人员 包括：秘书、对接财务、会员登记、
宣传、对外联络等工作人员共计10人

财务管理 财务归总会统一管理
不收取会费

青年理事：已向总会推荐两名优秀心理社会肿瘤学专业
博士，在本专业做出了相对突出的贡献

CPOS基本组织情况

截至目前已超额完成协会1200新入会

员任务，新会员招募持续中

2015年成立青年委员会，青委41人
2017-2018在新会员发展基础上CPOS
将继续增补委员和青年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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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继续教育活动总览

会议类别 会议名称 时间 地点 人数（约）

全国学术年会 2017年CPOS学术年会（国家级及北京市继
续教育项目）

2017.8.31-9.2 天津 700

全国学术巡讲
(共计8站）

委员专家巡讲-厦门站 2017.4.15 福建厦门 300

委员专家学术巡讲-南宁站 2017.5.5 广西南宁 300

委员专家巡讲—深圳站（2次） 2017.5.15
2017.5.20

广州深圳 300/次

委员专家巡讲-广州站 2017.6.2 广东广州 280

青年委员巡讲-济南站 2017.6.11 山东济南 300

青年委员巡讲-承德站 2017.6.24 河北承德 200

委员专家学术巡讲-西安站 2017.11.10 陕西西安 300

肿瘤心理、缓和医疗
国际大师课
（共计3次）

中加联合CALM治疗工作坊 2017.6.17-18 北京 50

中美联合肿瘤心理与缓和治疗大师课 2017.9.22-24 北京 50

中日联合癌症哲学论坛 2017.11.27 北京 50



会议类型 会议名称 时间 地点 参会人数

全国会议分论坛 第12届世界胃癌大会整合医学专场组织部分专家讲座 2017. 4.23 北京 200

全国各地成立专业委员
会或组建心理科室

黑龙江省抗癌协会肿瘤心理学专业委员会成立 2017.8.5 黑龙江哈尔滨 300

安徽济民肿瘤医院组建“心理健康中心” 2017.2.24 安徽合肥 200

张家口市抗癌协会肿瘤心理学专业委员会成立 2018.1.6 河北张家口 200

全国各地学术活动汇总
（委员承办-共计12场）

新疆抗癌协会心理社会肿瘤学专业委员会2017学术年会-王霞常委 2017.6.30 乌鲁木齐 200

解放军总医院缓和医疗高峰论坛-李小梅常委 2017.6.8 北京 200

山东省肿瘤学术大会肿瘤心理分会场-宋丽华委员 2017.6.11 济南 200

河南省抗癌协会肿瘤心理学.第二届学术年会 2017.7.8 郑州 200

辽宁省生命关怀协会2017年会-王玉梅常委 2017.7.22 沈阳 200

第四届天坛乳腺癌心理干预培训班-王丕琳常委 2017.8.18-19 北京 240

2017湖北省抗癌协会肿瘤心理学专业委员会学术年会 2017.10.14-15 武汉 300

山东省抗癌协会肿瘤心理学专业委员会年会-宋丽华委员 2017.10.19 青岛 200

2017缓和医疗（安宁疗护）国际高峰论坛暨艺术行动-李小梅常委 2017.10.14 北京 500

大连市中心医院心身医学在综合医院的发展与应用会议-桂冰委员 2017.10.18 大连 200

2017年临床心灵关怀专业培训班及暨湖南省临床心理关怀管理专用网委员
会学术年会-刘晓红常委

2017.11.28-12.2 长沙 300

辽宁省抗癌协会肿瘤心理学专业委员会2017学术年会-许崇安 2017.12.15 沈阳 200

学术、继续教育活动总览



2017年CPOS学术年会-天津

今年参会人数及论文投稿数量再创新高

参会人数700人；7位外籍或港澳台地区专家

论文摘要投稿达125篇，且由《中国心理卫生杂志》编委评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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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主题：

肿瘤临床常见症状管理
肿瘤心理治疗指南解读
肿瘤专科医师人文素养培训
临终患者争议问题探讨

如何撰写肿瘤心理论文及科
研设计



指导各省市成立肿瘤心理学专业委员会

2016年之前成立的省级专委会：北京、河北、山西、

湖北、新疆、安徽、辽宁、吉林、湖南

2016年成立：河北唐山、河南、天津、山东

2017年成立：黑龙江省

2018年成立：河北张家口

2018年即将成立：重庆、甘肃

心理社会肿瘤学全国巡讲

2014：石家庄
2015：呼和浩特、南京、郑州、青岛、长春、哈尔滨、武汉、
太原
2016：乌鲁木齐、济南、昆明；青委-唐山、沧州、烟台、长春
2017：厦门、南宁、深圳2次、广州、西安；青委-济南、承德



全国部分省市委员活动汇总
2017新疆抗癌协会肿瘤心
理专委会年会

2017山东省抗癌协会肿瘤
心理学专业委员会年会

2017湖北省抗癌协会肿瘤心
理学专业委员会年会

湖南省肿瘤医院临床心灵关怀
协会年会

2017年天坛医院乳腺癌心理
干预学习班

2017大连市中心医院心身医
学应用培训班2017缓和医疗（安宁疗护）国

际高峰论坛暨艺术行动

辽宁省抗癌协会肿瘤心理学专业委
员会2017学术年会



获奖情况
中国抗癌协会第七届十四次常务理事会上，CPOS获得先进专
业委员会荣誉！
CPOS在2017年秘书处工作会议上获“发展会员突出奖励”
唐丽丽主任委员和宁晓红委员获得荣耀医者“人文情怀奖”
CPOS书籍《写给癌症患者的心灵处方》《癌症人性的一面》
《中国肿瘤心理治疗指南》获医师报“医届好书”
CPOS《中国肿瘤心理治疗指南》入选医师报“十大指南”
“肿瘤心理”栏目获评医师报“2017助力医学十大医学专栏”

1.CACA荣誉

2.全国“荣耀医者”称号 3.CPOS书籍获评“医届”好书 4.CPOS指南获评
“2017十大指南”

5.“2017助力医学十
大专栏”



科普活动列表
会议名称 时间 地点 受众人数

4.15抗癌宣传周连续义诊活动 2017.4.17-4.21 北京（北京大学肿瘤医院） 200

4.15抗癌宣传周科普知识讲座 2017.4.18 河北磁县肿瘤医院 50

“汝康沙龙”10周年庆祝活动 2017.10.25 北京（北京天坛医院） 300

音乐治疗公益活动 2017.5.25 武汉（湖北省肿瘤医院） 100

“心音坊”&国家大剧院联合演出 2017年全年 北京（北京大学肿瘤医院） 200

“心音坊”志愿者
与患者互动&国家大剧院演出连续义诊活动

 《肿瘤症状精神科管
理小册子》共计8册

 8个症状：焦虑、抑

郁、疼痛、疲乏、恶
心呕吐、谵妄、失
眠、厌食



国际合作&参与国际会议

• 中国-加拿大联合CALM工作坊
• 中国-美国联合缓和医疗工作坊
• 中国-日本联合癌症哲学论坛
• 音乐治疗鼓圈工作坊（美国）
• 多学科团队工作坊（香港）
• SHARE沟通工作坊（台湾）

CPOS承接第12届国际胃癌
大会-晚期胃癌整合治疗专场

唐丽丽主委受邀参加第一届
香港国际安宁照顾研讨会
CPOS两位年轻学者在IPOS
国际大会展示

主委唐丽丽任《Psycho-Oncology》
编委

主委唐丽丽任IPOS委员会委员

常委吴世凯任《Oncoltarget》核心期
刊编委；

委员李萍萍任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
副主任委员



CPOS信息宣传及媒体关注

CPOS公众号目前关注人数将
近6000，还在持续增长中。

每周最少一次推送消息（会议
通知，协会动态，学术文章
等）

积极与会员互动，及时回复留
言

1.医师报全年开设肿瘤心理专栏
2.医师报、医脉通、中国医学论坛报、健康报、丁香
园全面报道2017CPOS年会
3.接受CCTV-1人口栏目对唐丽丽主委专访
4. 中国环球电视网欣闻栏目对李小梅常委专访
5. 唐丽丽主委及李小梅常委做客CCTV-2职场健康课

CPOS 官方网站 ：
http://www.cpos-society.org
CPOS网站及时更新，提供国内外最
新动态、资讯及学术进展等

https://www.sogou.com/link?url=DOb0bgH2eKjRiy6S-EyBciCDFRTZxEJgAbIR0NNhnnpVy6JvJfJZBqlef1aqLGAr2tJywBMqUdE.&query=CCTV
https://www.sogou.com/link?url=DOb0bgH2eKjRiy6S-EyBciCDFRTZxEJgAbIR0NNhnnpVy6JvJfJZBqlef1aqLGAr2tJywBMqUdE.&query=CCTV
https://www.sogou.com/link?url=DSOYnZeCC_qPrlV5CL4MKyofdWJSEGsireaVHN88tHY.&query=健康报
https://www.sogou.com/link?url=DSOYnZeCC_qPrlV5CL4MKyofdWJSEGsireaVHN88tHY.&query=健康报
http://www.cpos-society.org/


2018年CPOS工作计划
学术与科普并举

现场培训与在线教育结合

国际合作和国内多中心研究联合并行

更专业、更严谨、更惠及大众！

在2017年迅速发展会员近

2300人的基础上继续通过会

议宣传、巡讲、网站、微信

等渠道发展会员

发展全国各地专委会

发展全国各地青委会

IPOS&amp;CPOS年会

积极承接2018CCO大会分会场

学术巡讲（委员+青委）

国际大师课培训

网络课程在线直播

在全国肿瘤中心推进肿瘤
心理社会干预纳入肿瘤诊
疗常规

开展多中心临床研究

“2.4世界癌症日”
“4.15”抗癌宣传周
国际疼痛日
世界缓和医疗和安宁疗护纪念日
常年义诊；网络科普宣传学术会议及培训

临床&科研

科普宣传

会员发展工作



2018学术重头戏：

IPOS世界大会相遇CPOS年会

2018年CPOS年会—深圳
2018.11.3

2018年IPOS—中国香港
2018.10.29-11.2

CPOS将在IPOS香港主会场举办工作坊
CPOS年会将邀请IPOS专家深圳讲座
CPOS与IPOS会议期间设置视频直播&讨论



书籍名称 出版社 当前进度

Bereavement Care for Families翻译 北京大学医学部
出版社

资料整理过程中；预
计2018年出版

lighter as we go: virtues, Character
strength, and aging
翻译

人民卫生出版社 资料整理过程中；预
计2018年出版

《缓和医疗中症状的精神科管理》 人民卫生出版社 资料整理过程中；预
计2018年出版

《我与肿瘤病人的故事》 人民卫生出版社
或北京大学出版
社

资料整理过程中；预
计2018年出版

计划CPOS出版、翻译、编纂书籍



2018科研项目推进

• 中国-加拿大CALM治疗多中心随机对照研究

• 中国-美国MDASI症状筛查多中心随机对照研究

• 筛查模式在中国建立初步模型的探索

• 音乐治疗肿瘤临床的应用

• 癌症患者集体心理治疗-中国模式的建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