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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 17日，由中国抗癌协会主办的
2019中国肿瘤学大会在渝召开，36位院士、
1909名国内外肿瘤学领域知名学者、3万余
名肿瘤学界精英汇聚一堂，对肿瘤防治进行
探讨和交流，对肿瘤前沿和热点进行权威解
析。据悉，大会是国内肿瘤学界规模大、规
格高、覆盖学科广的学术盛会，也是该大会
发起20年以来首次走进西部城市。

据了解，此次大会主题为“肿瘤防治·赢
在整合”，设立主旨报告和人文专场主会
场，中外院士论坛、肿瘤人工智能专场、“一
带一路”国际肿瘤防控专场等11个主题会
场，以及妇科肿瘤、血液肿瘤、肿瘤靶向治
疗等77个专题分会场。

关于“肿瘤君”，与会的院士专家有哪
些高见？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抗癌协
会理事长樊代明：

用整合医学来“对付”肿瘤

为什么要整合?因为肿瘤是很特殊的
疾病，它是无限生产的，不同病人的肿瘤也
是不一样的。我们现在的治疗方法很多，
包括手术、化疗、放疗、免疫、中医等，对一
定比例的病人都是有用的。目前，抗癌药
有上千个，但这些抗癌药只对25%的人有
效果，75%的没有用处，甚至有毒副作用。

在国外，他们是把肿瘤当作敌人，做抗
肿瘤治疗。我们的中医讲究调节。其实每
个人都有癌细胞，之所以不能成长为肿瘤，
是因为我们有强大的抵抗力。如果出现空
当，它可能就会趁虚而入。所以，调节是治
疗肿瘤的重要办法，这也意味着今后中医
可能会发挥很重要的作用。

整合医学不是整合医学科，它是一种
方法。这需要我们改变几百年的思维，首
先就是要改变医学文化。目前，中国工程
院已经成立整合医学研究院，全国成立了
200多个整合中心，这些都是整合医学的
实践。归根到底，医学要为健康服务，使得
人民群众受益。所以，整合是历史潮流，因
为我们需要的是生命。

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大学常务
副校长、医学部主任詹启敏：

人文是医学的一只翅膀

人文是医学的一只翅膀，这是我在北
医毕业典礼上讲的一句话，意思就是说医
生需要两只坚强的翅膀，一只是精湛的医
术；另一只就是人文。

医学服务的对象是人。对于肿瘤患
者，肿瘤带给他们的不仅是生理上的疾病，
还有心理上的负担。医生在和病人打交道
的过程中，就需要人文情怀，要与病人有良
性沟通。我们有很多肿瘤的检测技术，但
如果一味强调技术的重要性，忽略了这些
检测给患者带来的心理影响，那我们的人
文就显得不足。

医疗服务不等于医学技术服务。医学
技术加上医学人文，才形成完整的医疗服

务，才能飞得更高，走得更远。
人工智能在健康领域的发展前景很

广。比如在预防肿瘤层面，即使是生活在
同一环境，采用同样的生活方式，每个人患
肿瘤的风险也不一样。这就需要很多的大
数据，最后形成人工智能，就是将这个人的
分子影像、分子病理和免疫各项指标检测
出来以后，人工智能会告诉你，这个人可能
对某种药物敏感，适合哪种治疗方案。

要强调的是，人工智能不能替代医
生。医疗的基本模式还是医生和病人，即
使人工智能给出了方法，未来能不能用，怎
么用，还是医生来决定。人工智能只是在
后台做支撑和辅助。

印度塔塔纪念医院教授，国际抗癌
联盟常务理事、候任主席德克鲁兹：

人们需及时了解肿瘤信息

截至2012年，世界的癌症病人总数已
经有1亿2千万，其中45%的病人集中在
亚洲，而中国和印度这两个人口大国则是

癌症病人最多的国家。
为何会有这么多的人得癌症?在我看

来，主要是和人们的生活方式有关。例如
现在在癌症发病率排行榜中高居榜首的肺
癌，就是与人们的生活方式密切相关。

现有研究表明，50%的癌症是可以通
过生活方式的调整来进行预防的。我们如
果能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远离烟酒，保持
健康的体重，就能预防50%的癌症。在局
部进展性肿瘤中，不仅需要人们及时就医，
更需要人们对肿瘤有一定的认识。

人们如何能及时获取肿瘤信息呢?
除了可以阅读一些与肿瘤相关的书籍

外，也可以登录国际抗癌联盟官网，阅读上
面发布的肿瘤信息，与上面的注册医生进
行交流，进而增强对肿瘤的认识，从而做到
早发现、早治疗。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抗癌协
会监事会监事长郝希山：
乳腺癌是可以被治愈的疾病

在欧美发达国家，乳腺癌防治有百年
历程。早在1977年，美国抗癌协会发布了
首个乳腺癌群体筛查方案，大规模提高乳
腺癌早诊率。而中国目前还缺乏统一认可
的群体性的筛查方案。

但世界卫生组织早就提出，群体筛查
加上早期规范治疗，乳腺癌已成为可以被
治愈的疾病。

从2008年起，我开始承担一些乳腺
癌筛查项目。比如在北京、天津、沈阳等5个
城市开展的多中心乳腺癌群体筛查研究
项目结果显示，筛查出早期乳腺癌的比
例为超 55%，是非筛查就诊比例的 3.2
倍，这也有助于改善患者治疗效果和远
期生存。

一般情况下，45-69 岁的人群应一
年进行一次乳腺X线筛查。高危风险人
群一年需进行一次乳腺超声或乳腺核
共振筛查。有明显遗传突变高危风险
的，筛查年龄提前到 35岁;有潜在遗传
突变的高危风险女性，筛查年龄提前到
40岁。

本报讯 （记者 李珩 黄琪奥）8月17日，在2019中国
肿瘤学大会期间，《中国女性乳腺癌筛查指南》和《中国常见妇
科恶性肿瘤诊治指南》（2019版）在渝发布。

据介绍，《中国女性乳腺癌筛查指南》是我国首个女性
群体性乳腺癌筛查指南，由中国抗癌协会和国家恶性肿瘤
临床医学研究中心多位专家完成，分别从筛查起始年龄、
筛查方法、筛查时间间隔等方面，制定完成了这部以人群
为基础的规律性女性乳腺癌筛查指南。该指南指出，40岁
以下的一般风险女性，不建议规律性筛查；40—45岁，应有
机会接受筛查；45—69岁，推荐进行规律性筛查；69岁以
上，身体健康且预期寿命大于10年的，如有意愿，应有机
会接受筛查。如果是存在早发乳腺癌家族史且自身携带
有乳腺癌致病性遗传突变的高危风险女性，筛查起始年龄
可提前至35岁；其他乳腺癌高危风险女性，筛查起始年龄
可提前至40岁。

据了解，此次发布的《中国常见妇科恶性肿瘤诊治指南》
（2019版）是由重庆大学附属肿瘤医院牵头，集合全国20多
家大型专科肿瘤医院和三甲医院资深专家共同完成。相较于
1990年、1999年、2005年先后发布的前三版图书，此次发布
的第四版指南是由国内30余位临床妇科肿瘤学家以循证医
学为依据，在之前的基础上，结合国内妇科肿瘤诊治进展，借
鉴国外相关指南和高水平荟萃分析，经多次讨论，更新了常见
妇科恶性肿瘤的诊断与治疗。

重庆大学附属肿瘤医院妇科肿瘤中心学科带头人周琦表
示，新版指南在前版指南的基础上增加了阴道癌和子宫肉瘤
诊治指南。

《中国女性乳腺癌筛查指南》
《中国常见妇科恶性肿瘤诊治指南》

在渝发布

本报讯 （记者 黄琪奥 李珩）8月17日，2019中国肿
瘤学大会人文专场在重庆国际博览中心举行，著名演员罗家
英、许晴，主持人曹可凡与现场观众畅谈生命的意义。

“我73岁了，和癌症战斗了15年。”身着蓝衣的罗家英说，
2004年，他被查出罹患肝癌，后经治疗康复。但在2014年，他
再度被查出肝肿瘤。“如今，距离我二次确诊癌症又过去了5年，
虽然我失去了五分之一的肝脏，但我还是一如既往地正常工作和
生活。”

罗家英是如何面对癌症的呢？他说，适当的治疗方案
和良好的心态是自己能战胜癌症的重要原因。“初次被确诊
为癌症时，我也一度十分消沉。一段时间之后，我发现消沉
并不能助我战胜病魔。在家人的鼓励下，我重整旗鼓，与病
魔做斗争。”

“两度与癌症斗争，让我意识到生命的意义在于放松和自
我管理。”罗家英说，自己首次查出肝癌，与常年工作量太大，
每天休息时间严重不足、饮食无规律也有很大关系。“当我后
来推掉一部分工作，并增加旅游、会友的时间后，发现我的人
生依然十分充实。”

他建议肿瘤患者一定要戒烟、戒酒、戒刺激性食物，保持
充足的休息时间，情绪要保持克制，不大喜大怒大悲。“治疗肿
瘤不可能几剂药立刻见效，要心平气和。”

一袭白衣的许晴让人眼前一亮。眼前的她很难让人相
信，她已经50岁了。在谈及生命的意义时，她用了“重返人
生”进行概括。

“我在30岁拍电视剧《笑傲江湖》时曾被评价为‘半老徐
娘’，听到这个评价，我其实也有过纠结、畏惧、紧张。但当我
真正到了50岁，却发现自己好像是20岁的生命体。”许晴说，
自己的生命质量来自3个维度：第一是如何在角色中和角色
相处的关系；第二是如何在角色背后与对手的关系；第三是在
现实中与世界的关系，“年龄也是一种成长，只要找到不同的
方法去面对，就会拥有最好的状态。”

许晴、罗家英亮相肿瘤学大会人文专场

畅谈生命的意义

关 注 中 国 肿 瘤 学 大 会

8月16日，第19届中国青少年机器人
竞赛暨2019世界青少年机器人邀请赛在重
庆国际会议展览中心落幕。来自31个国家
和地区的近2000名青少年齐聚重庆，进行
了一场机器人领域的巅峰对决。

至今，中国青少年机器人竞赛已有18
年历史，今年，它第二次在重庆举办。

作为国内规模最大、影响力最广的青少
年科技竞赛活动之一，这次竞赛点燃了广大
青少年的科学梦想，也为重庆的创新发展营
造出浓厚的氛围。

为青少年提供逐梦科学的舞台

“如果没有接触机器人，我可能还不知
道自己有这样的科学潜力！”

8月16日，来自山东代表队的“壹柒智
造”战队，在MakeX机器人挑战赛摘得冠
军。

团队成员、潍坊一中高二学生魏铄鉴有
些激动地告诉重庆日报记者，其实他2018
年暑假才从同学父亲那里接触到机器人，一
下子对此产生了浓厚兴趣，就和同学一起

“疯狂”地搞研究，几乎天天鼓捣机器人。去
年底，他们便在MakeX全球总决赛攻城守
垒赛项目中夺得2018年度总冠军。

旁人看起来不可思议的事情，在他的眼
里似乎是“小菜一碟”。这次来重庆参赛，他
也非常兴奋。经过3天的对抗，魏铄鉴最终
如愿以偿，再次夺冠。

在竞赛中发掘自身潜力的，还有来自天
星桥中学的4名学生。他们组成的“重庆天

中最强战队”，在FLL机器人工程挑战赛中
获得高中组亚军。

队长邓业轩说，比赛中，大家连输4轮，
本以为无缘前三名。但靠着良好的团队配
合，他们在最后2轮取得胜利，最终夺得银
牌。

“单打独斗不算好汉，团队配合才能走
得更远。”邓业轩感慨，这次竞赛，让大家充
分体会到群策群力、众“智”成城的重要性，
也让他们更自信。

全方位锻炼青少年综合能力

“很惊喜，我在比赛中交到了中国朋友，
这是全新的体验。”

8月13日，参加2019世界青少年机器
人邀请赛VEXIQ挑战赛的13岁阿联酋女
孩马哈拉·谢里夫告诉重庆日报记者，这
是她和队友第一次走出国门，来到中国重
庆。

面对全新的环境，他们难免有些紧张，
但志愿者和工作人员一直热情地帮助他们，
让他们非常感动。

更重要的是，经过几轮比赛，他们和一
起组队的中国小伙伴们成了朋友。大家用
英语交流比赛和生活的趣事，非常开心。

“让来自世界各地的孩子们克服语言障
碍，通过比赛进行更多的交流，正是VEX
IQ挑战赛最重要的目标之一。”

该挑战赛系统工程师何仁添介绍，这项
挑战赛重在考察来自不同国家、地区的青少
年的合作能力，组队的两支队伍均由电脑系

统随机分配。在1分钟内，他们必须交替操
控场上机器人，才能获得有效成绩。

“我们希望来自全世界的青少年，能以
竞赛为桥梁，结下友谊，获得成长。”

竞赛组委会相关负责人表示，竞赛不仅
考验青少年的机器人组装、操控、编程等技
术，也能让他们的语言、沟通、团队配合等综
合能力得到锻炼。

以机器人为载体提高青少年科学素养

“这项竞赛中，选手水平进步很快。说
明孩子们的科学素养在稳步提高。”

教育机器人工程挑战赛主要考验选手
的现场编程、机器人搭建、操控等能力。在
该挑战赛裁判长庞志强看来，参加本届竞赛
的选手更加冷静，发挥更加稳定，呈现出可
喜的趋势。

庞志强说，今年的挑战赛有2个任务，
选手只知道其中一个，另一个现场临时公
布。这对参赛选手的应变能力、抗压能力、
快速编程能力等素质都有较高的要求。但
从比赛情况来看，选手们临阵不乱，体现出
了扎实的知识和技术积累。

对此，市科协相关负责人表示，智博会
开幕在即，此时举办第19届中国青少年机
器人竞赛暨2019世界青少年机器人邀请
赛，极大振奋了重庆青少年科技创新激
情。今后，市科协将不断加强青少年科技
创新教育，做好青少年科普工作，继续大力
提升青少年科学素养，培养更多创新后备
人才。

点燃广大青少年的科学梦想
——写在第19届中国青少年机器人竞赛在渝落幕之际

本报记者 申晓佳 张亦筑

2019中国肿瘤学大会在渝召开

来听院士专家聊肿瘤那些事
本报记者 李珩 黄琪奥

8月17日，重庆国际博览中心，2019中国肿瘤学大会在此召开。 记者 魏中元 摄

本报讯 （记者 廖雪梅）作
为2019年中国国际智能产业博览
会（简称智博会）重要赛事之一，8月
17日，在位于九龙坡区的中国工
业设计研究院西南中心，首届中国
智慧城市大数据开放创新应用大
赛举行决赛。经过层层选拔脱颖
而出的17支全球顶尖团队在此展
开巅峰对决，争当数据“最强大
脑”。

首届中国智慧城市大数据开
放创新应用大赛由智博会组委会
主办，中国信息协会数字治理专业

委员会、重庆市大数据应用发展管
理局、九龙坡区政府承办，中国工
业设计研究院西南中心协办。大
赛以“数纳百川、智慧无限”为主
题，面向欧洲、美洲和亚洲三大国
际赛区开赛。经过初赛、复赛，来
自英国曼彻斯特大学、上海交通大
学、同济大学、四川美术学院等国
内外一流知名院校以及全国优秀
大数据企业的 17 个项目晋级决
赛。

在决赛上，17支团队展示了自
己的得意之作。比如，针对职场上
的抑郁症，解忧小分队带来了“解
忧电话亭”的创意，希望通过设立
电话亭和推广App方式，为都市
居民减轻工作和生活的压力；iCity
团队则带来“多源数据驱动的城市

人群识别与疏散”方案，为政府保
障公共安全、公交公司提升运营效
益、市民方便出行提供参考；
Golden Data带来“城市供水管
网的实时监测与预测”方法，为供
排水管网“血脉通畅”提供更有力
保障……整个决赛现场气氛热烈，
不少奇思妙想引来观众点赞。

据了解，大赛颁奖典礼将于8
月28日在重庆国际博览中心会议
中心举行，拟邀请来自各大科研机
构、海内外院校、专家学者、竞赛队
伍、业界精英等近200人参与。届
时，世界智慧城市协会前主席Mi-
chael Mulquin，VESS inc.创始
人及首席执行官蒋志予将作为特
邀嘉宾为大数据爱好者带来精彩
的主题分享。

首届中国智慧城市大数据开放创新应用大赛举行决赛

17支全球顶尖团队展开巅峰对决

樊代明 詹启敏 德克鲁兹 郝希山
记者 李珩 黄琪奥 摄

本报讯 （记者 夏元）律师
与机器人现场比拼写法律合同，谁
会是赢家？8月16日，重庆日报记
者从智博会承委办获悉，作为2019
智博会活动之一，AI公共法律服务
场景应用与实战大会暨“人机大
战”，将于8月29日在仙桃数据谷
举行，主办方正面向全国征集愿意
参赛的3名律师。

本次活动由市大数据应用发展
管理局、渝北区政府、市机器人与智
能装备产业联合会等主办，将探索

“AI+法律”的公共法律服务新方
式，展示人工智能领域前沿应用。

主办方称，去年智博会举行的
首届“人机大战”，法律机器人与参赛
律师是在规定时间内，分别就当事人
咨询的问题，各自出具咨询意见书，

由法律专家进行评比。而今年“人
机大战”的题目则是写合同——在
规定时间内，就当事人咨询起草合
同事项，为当事人出具合同文本。
届时，由法学教授、资深法官、资深
检察官、人工智能专家、知名律师等
组成的专家团，将就起草合同的完
整性、准确性、所需时间等进行现场
评审，“人机大战”将更加直观。

看律师与机器人比拼写法律合同
AI法律服务场景应用大会29日举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