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 国 抗 癫 痫 协 会 

       CHINA ASSOCIATION AGAINST EPILEPSY 
——————————————————————————————————————— 

 

关于举办“第五届 CAAE国际癫痫论坛”的通知 

（第二轮） 

 

各位会员、团体会员，各相关单位及医、技人员： 

“第五届 CAAE国际癫痫论坛”定于 2013年 9月 12-15日在重庆市举办。 

“CAAE 国际癫痫论坛”创建于 2004 年，是中国抗癫痫协会（CAAE）双

年度学术例会，已经成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品牌会议，规格和水平不断提升，得

到了全国癫痫专业同道的高度评价以及国际抗癫痫联盟(ILAE)与国际癫痫病友

会（IBE）的重点关注和支持。 

本届论坛的内容继续围绕当前国际上热点和前沿学术问题，邀请国际和国内

神经科学领域众多权威专家开展专题演讲和研讨。诺贝尔奖生理和医学委员会前

任主席、瑞典卡罗林斯卡医学中心 Sten Grillner教授应邀到会并发表演讲。新当

选的国际抗癫痫联盟（ILAE）和国际癫痫病友会（IBE）的两位主席 Emilio 

Perucca(意大利人)和 Thanos Covanis(希腊人)以及欧洲“发作”（SEIZURE）

杂志主编Markus Reuber（英国舍菲尔德大学哈姆舍尔医院神经科主任）等十多

位国际知名专家已接受邀请到会演讲。 

论坛期间活动内容丰富，还将举办：1、癫痫专业医生摄影艺术展；2、“中

国抗癫痫协会青年委员会成立大会暨首届学术论坛”； 3、“中国抗癫痫协会癫痫

病友会患者教育活动”；4、”ASEPA癫痫心理共患病讲习班“；5、会员代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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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6、CAAE-AES（中美）专家现场视频连线。 

欢迎从事癫痫及相关专业的人员积极参会并提交论文或摘要。大会将进行

优秀论文评选，获奖者安排在会议中进行发言并颁发证书和奖金。征文须知见附

件。与会者将授予国家一类继续教育学分。会议相关安排见附件。 

                           
 
 

                                        中国抗癫痫协会 

                                           2013.5.30 

 

附件 1 

第五届 CAAE国际癫痫论坛会议安排 

※ 会议地点 

重庆市天来酒店 

地址：重庆市北部新区金开大道   电话：（86-023）67888888 

※ 大会组委会 

名誉主席：何鲁丽     

主    席：李世绰 

副 主 席：洪 震、吴立文、廖卫平、秦炯、郑晓瑛、栾国明、王学峰、刘兴洲 

秘 书 长：吴立文、王学峰 

副秘书长：张慧、刘晓燕、姜玉武、刘献增、丁玎、刘晓蓉、段力 

※ 会议学术委员会 

吴逊、林庆、黄远桂、谭启富、蔡方成、迟兆富、邓艳春、丁成赟、傅先明、洪震、黄

希顺、廖卫平、李世绰、李勇杰、刘晓燕、刘兴洲、刘玉玺、李岩、栾国明、秦炯、任

惠、施荣富、孙若鹏、王登勤、王建怡、王为民、王薇薇、王文志、王学峰、王艺、王

玉平、吴立文、肖波、杨天明、姚一、杨卫东、于欣、翟琼香、张国君、张建国、张黎

明、张明、赵文清、郑晓瑛、周东、周列民、邹丽萍、林卫红、高丽、杨辉、冯华、刘

献增、丁玎、刘晓蓉、姜玉武、孙伟、张月华、张华、梁树立、李文玲、吴洵昳、陈蕾、

陈子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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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议报到及返程 

9月 12日全天报到；12日 13:30- 18:30召开“青年委员会成立大会暨首届学术论坛”；

13日-15日论坛学术活动；15日 13:00后返程。    

报到地点：重庆市天来酒店一楼大厅 

※ 会议语言 

 本次论坛工作语言为中文、英文 

※ 会议注册 

1. 参会者请向大会秘书处登记注册，填写注册表。注册方式：传真注册、E-mail注册 。 

2. 注册费标准：7月 31日前 800元，8月 31日前 1000元，9月 1日以后及现场交

费 1200元，以汇入协会帐户日期为准。 

     包括：参加全体会议，会议相关资料、会议包，会议茶休和用餐等，不含住宿费。 

※ 汇款地址 

中国抗癫痫协会，账号：0200000709014496245， 

开户行：中国工商银行北京市王府井金街支行 

   注意事项：银行汇款时写明论坛注册费、姓名、开发票单位，如为其他人注册，一定写

明被参会人姓名及单位 

※ 会议联系(协会秘书处) 

联系人：王 淼、田 川 

电话： 010-65250423，010-68308546   传真： 010-65143125 

E-mail：caae2008@sina.com           网址：www.caae.org.cn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西直门外大街 135号院，北展宾馆 2号楼 5102室，邮编：100044 

※ 酒店交通 

1．从江北机场至天来大酒店 

  出租车：约 30分钟车程，费用约 60元。机场大巴：至加州花园（渝通宾馆）站下车，

然后至天桥对面转乘 426路公交车至吉乐村（天来大酒店）；或乘坐出租车，约 15元 20分

钟车程。地铁：3号线至轨道加州站下车，出站转乘 426路公交车至吉乐村。 

2. 从重庆火车站至天来大酒店 

    公交车：869号线，至人和（路口）站下车，然后转乘 877至天湖美镇（天来大酒店）

（或乘坐出租车，约 8元 10分钟车程）。 出租车：约 20分钟车程，费用约 20元。 地铁：

3号线，至轨道加州路站下车，然后转乘 426路公交车至吉乐村（天来大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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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征文说明 

 提交的论文内容包括：癫痫预防、诊断、治疗和基础研究等相关的论著、个案报告等。

征文截止日期为 2013年 7月 31日。 

 论文要求如下： 

1. 文稿应具有科学性、实用性，论点明确、资料可靠，必要时应作统计学处理。论著一

般不超过 4000字（含图表、摘要、参考文献等），个案报告不超过 1000字。来稿需注明是

否在国内外公开发表过, 公开发表的不参加论文评选。 

2. 论文应该使用 A4纸规格，使用 word软件编辑，正文 4号字，采用 1.5倍行距，提

供电子版。 

3. 文题力求鲜明，醒目，能反映文章主题。作者姓名在文题下按序依次排列，同时注明

作者单位全称。 

4. 论著需附 1000字以内的中英文摘要，摘要必须包括目的、方法、结果（应给出主要

数据），结论四部分。 

5. 提交论文的同时请附 200字以内的个人简历。 

6. 参加论文评选的必须提供全文。如只提交论文摘要不能评奖，但将编入会刊。 

 

附件 3         第五届 CAAE国际癫痫论坛注册表 

 

注意：请务于 8月 20日前回执，如无住宿预定，届时不能保证您的住房及相应的价格。 

姓 名  性 别  年 龄  

科 室  职 务  职 称  

单 位  

地 址  邮 编  

电 话  传 真  

个       

人             

信      

息 

手 机  E-mail  

请选择  □ 只参加会议   □ 提交摘要编入会刊 □ 提交全文和摘要，参加论文评选 

二号楼商务房 
                  标准间 

□一人包房（400元）    □和别人合住（200元） 住宿  

预定 一号楼豪华房 
                  标准间 

□一人包房（600元）    □ 和别人合住（3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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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第五届 CAAE国际癫痫论坛特邀嘉宾及演讲主题（部分） 

序号 演讲题目 演讲人 机构，国籍 

1 待定 Sten Grillner 瑞典卡罗林斯卡医学中心 

2 
“Twenty five years of new antiepileptic 
drugs: How much progress have we 
made in efficacy and tolerability?” 

Emilio Perucca ILAE主席(意大利人) 

3  Difficulties and Challenges in Epilepsy 
Treatment Thanos covanis  IBE主席 (希腊人) 

4 Pre-operational evaluation (especially 
on imaging) 

Andrew.James 
Cole 

美国哈佛医学院教授、麻省总

医院癫痫中心主任 

5 “Analysis of the differentiate diagnosis 
of epilepsy and non-epileptic attacks” Markus Reuber 

英国舍菲尔德大学哈姆舍尔

医院神经科主任 

6 The progress and achievements of the 
EpiNe Peter Bergin 新西兰抗癫痫联盟主席 

7 Psychosocial challenges in epilepsy Samuel Wiebe ILAE秘书长（加拿大人) 

8 “Brain stimulation treatments of 
epilepsy” Gregory Krauss 

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神经

科教授 

9 The networks of frontal seizures Patrick Y. Chauvel 
法国马赛 INSERM 大学神经

生理与心理研究室主任 

10 癫痫不明原因突然死亡【SUDEP】 Roland Derk Thijs 荷兰癫痫基金教授 

11 美中专家现场视频联线 Dr.So  美国癫痫学会 

12 EEG的最新进展 关尚勇 台湾癫痫医学会主席 

13 中国抗癫痫事业的发展、格局与未来 李世绰 中国抗癫痫协协会会长 

14 非癫痫发作性疾病 王学峰 重庆医大附属一院神经科 

15 立体定向脑电图 刘兴洲 北京三博脑科医院 

16 癫痫外科的预后 王玉平 北京宣武医院神经科 

17 抗癫痫药物致畸的机理 周列民 广东中山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18 TSC诊疗进展 秦 炯 北大妇儿医院儿科 

19 癫痫性脑病 王 艺 复旦大学儿科医院神经科 

20 神经影像学进展 朱明旺 北京三博脑科医院 

21 发作性运动障碍 刘晓蓉 广州医学院附属二院神经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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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第五届 CAAE国际癫痫论坛摄影艺术展征稿启事 

 

※ 主办单位：CAAE第五届国际癫痫论坛组委会 

※ 支持单位：优时比制药公司，诺华制药公司 

※ 截稿日期：2013年 7月 31日 

※ 展览日期：2013年 9月 13-14日 ( CAAE第五届国际癫痫论坛期间) 

※ 展览地址：重庆天来酒店四楼大宴会厅 

 

 本届摄影艺术展，旨在宣扬科学与艺术相互依存理念，激励探索与创新精神，活跃医务

人员文化生活，利用参会之余分享人文与自然界美好与难忘的瞬间。热诚欢迎广大摄影爱好

者积极参与、踊跃投稿、贡献佳作。 

一、征稿规则 

1. 正式参加本届论坛的全体会议代表均可选送作品，谢绝非参会人员的作品。 

2. 作品形式：彩色或黑白摄影作品；只接受单幅作品，不接受组照。 

3. 作品题材：人文、风光、建筑、纪实等；癫痫病学相关的题材会在遴选中受到关注。 

4. 作品规格  

² 画幅：135、120画幅，大画幅作品均可参展。135画幅作品可为全画幅（24×36），

也可以为 APS（C，H，P）画幅。120画幅作品可为 6×6，6×45，6×17画幅。

大画幅作品可为 8x10，4x5画幅。所有胶片作品必须制作（扫描）成符合下述要

求的数码格式文件。 

² 家用（卡片式）数码相机和手机拍摄作品也可参展，对画幅不做要求，作者应注

明为手机拍摄还是家用数码拍摄。 

² 数码作品的数字输出格式，只限 JPEG，TIFF 格式，不接受 Raw 格式；使用胶

片相机拍摄的作者，请自行扫描成符合上述格式的数码作品，不接受底片（包括

负片或反转片），也不接受扩印的纸质作品。 

² 文件大小及载体：小于 1.5M作品可发送到组委会注册的专用电子邮箱，大于 1.5M

作品必须以光盘形式邮寄到组织委员会规定的地址。 

² 横、竖幅作品同组时，一律按横版规格排列。 

5. 作品选送数量：每位参赛作者选送作品数量最多不超过 8幅。 

6. 作品标题，请为每幅作品注明标题，作者真实姓名，创作地点及内容简单描述，所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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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机及镜头等信息。 

7. 图片修饰，选送作品只可做反差、亮度、对比度、饱和度等适度调整，不得进行挖补、

添加、挪移、删抹等改变原始图像性质的技术处理. 

8. 参赛作品必须为参赛者原创，本人应对参赛作品拥有独立和完整的版权，不接受他人

馈赠作品，不拷贝他人作品，否则取消本次参赛资格或协会范围内其他摄影赛事投稿资格。 

9. 欢迎摄影爱好者踊跃参加，不收取任何费用，不退稿。 

10. 主办单位对入选获奖作品拥有使用权，包括结集出版、展览、复制、媒体报道、网络

传播、学术交流等，不另付报酬。 

二、参展作品评选及奖励流程 

1. 本届论坛期间，将设专门展区，展示被选定的优秀作品；会议期间展厅内有专门人员

负责维护，监督。 

2. 在所有收到的符合“征稿规则”的作品中，组委会遴选出 70-100幅“优秀作品”。 

3. 优秀作品”全部在论坛期间展出，观众（参会人员）可以对“优秀作品”进行投票，

每位观众（参会人员）对同一幅作品只能投票一次，重复的投票将被取消。最终根据投票数

评选出一等奖，二等奖和三等奖。 

4. 论坛期间，组委会将公布摄影展的获奖作品并颁奖；未获奖的“优秀作品”，作者有

机会获取经过扩印装饰的自己原创作品。 

三、作品寄送方式及地址 

   光盘邮寄：北京市西城区西直门外大街 135号院，北展宾馆 2号楼 5102房间，中国抗

癫痫协会秘书处（请注明“摄影展稿”）,邮政编码：100044 

电子邮箱： caaesyz@sina.com   caaesyz@sina.cn 

联系人：田川  010-68308546/18600931217； 孙燕 15801591584 

四、摄影艺术展组委会及联系方式 

 组委会：刘兴洲 徐纪文 杨天明 廖卫平 张新伟 周文静 张慧 段力 

 张  慧，电话：010-65143125 

 段  力，电话：010-65250423   E-mail：health2003@sina.com 

 刘兴洲，电话：010-62856721   E-mail：liusinclair@yahoo.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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