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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 议 议 程
３月２７ 日
星期五下午
心血管新进展论坛
坛主：林朝贵
主持：黄子扬 李金国 李文明
曾闽新
１４：３０－１５：００ 心力衰竭最新指南解读
林纯莹
１５：００－１５：２０ 胺碘酮应用的临床经验
杨艳敏
１５：２０－１５：４０ 高血压药物治疗的新选择
林金秀
１５：４０－１６：００ 伊布利特治疗新发房颤、房扑
郭继鸿
１６：００－１６：１０ 茶歇
冠心病心电图、新进展论坛
坛主：蔺佩鸿
主持：陈建东 黄子厚 戴端平 黄耀生
１６：１０－１６：３０ 急性冠脉综合征相关指南心电图特点
刘仁光
１６：３０－１６：５０ 急性冠状动脉综合征心电图急诊辨析
黄元铸
１６：５０－１７：１０ 急性心梗的常见心律失常及处理
林朝贵
１７：１０－１７：３０

３月２７日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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冠心病心电图诊断关键点

孙芸芸

心电图答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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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００－２０： ３０
心电图疑难问题探讨及专家答疑
坛主：杨云
答疑专家 ：卢喜烈 吴岳平 张丽娟 侯建萍 孙芸芸
２０：３０－２１：４０
福建省心电学会全委会
３月２８日
星期六上午
０８：３０－０９：００
开幕式
主持：张海澄
１．开幕致辞
２．嘉宾致辞
３．颁奖：
４．集体合影
心电学新进展论坛
坛主：林荣
主持：陈开红 谢强 蔡洪斌 杜心清 戴若竹
０９：００－０９：３０ 短ＱＴ综合征的八个问题
０９：３０－１０：００ 心电学２０１５
１０：００－１０：３０ 心电学新进展的启迪
１０：３０－１１：００
房室阻滞的心电图难点与进展

陈灏珠
郭继鸿
张海澄
刘仁光

心电学大比武 （初赛）
１１：００－１２：３０
坛主：张海澄
主持与裁判：张海澄 杨云
点评专家： 刘仁光 卢喜烈 孙芸芸 吴岳平 彭晓蓉
参赛队：福州队、福建医科大学协和医院、泉州队、厦门队、三明队、龙岩队、南平队、漳州队
３月２８日
星期六下午
急诊心律失常论坛
坛主：刘元生
主持：黄卫斌 徐尚华 郑伯仁 熊尚全
１４：３０－１５：００ 急诊心律失常的诊治进展
１５：００－１５：２０ 房颤、房扑急诊治疗进展
１５：２０－１５：４０ 低钾性心律失常的心电图与处理
１５：４０－１６：００ ＡＣＳ室性心律失常的处理
１６：００－１６：１０茶歇
起搏心电图论坛
坛主：郭继鸿 主持：张飞龙 蔡彬妮
１６：１０－１６：４０ 起搏器功能：逸搏功能
１６：４０－１７：２０ 起搏器功能：传导功能
１７：２０－１７：５０ 起搏心电图分析与讨论

朱俊
刘元生
林荣
蔺佩鸿

洪鹭蓉
郭继鸿
郭继鸿
李学斌

３月２９日
星期日上午
心电图与临床
坛主：吴岳平
主持：郑元琦 林绍彬 王长溪
０８：３０－０９：３０
多形、宽ＱＲＳ波心动过速的分析与诊治
刘仁光
０９：３０－１０：００
复杂心电图的动态心电图诊断
卢喜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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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９：３０－１０：２０
药物对心电图的影响
１０：２０－１０：３０ 茶歇
心电学大比武（决赛）
１０：３０－１２：００ 坛主：杨云
主持与裁判： 张海澄 吴岳平
点评专家：卢喜烈 孙芸芸 侯建萍 彭晓榕 张丽娟
３月２９日
星期日下午
心电图、临床、进展
坛主：陈建东
主持： 范长青 陈建平 马欲晓 吴兵 王凌
１４：３０－１５：００ 动态心电图技术的现状和发展方向
１５：００－１５：３０心肌梗死后新的心功能分级
１５：３０－１６：００ 高血压合并冠心病患者血压管理
１６：００－１６：２０ 阿托品试验致室速、室颤
１６：２０－１６：４０ 宽ＱＲＳ波心动过速病例分享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李贵
１６：４０－１７：００
闭幕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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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岳平

卢喜烈
何奔
林朝贵
吴岳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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