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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快讯·

第 16 届国际食管疾病学会（ISDE）大会于
维也纳顺利召开
于振涛1，陈龙奇2，毛友生3，李辉4，韩泳涛5，彭林5，冷雪峰2, 5
1. 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院 胸部肿瘤科 食管肿瘤科（天津 300060）
2.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胸外科（成都 610041）
3.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 胸外科（北京 100021）
4.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 胸外科（北京 100020）
5. 电子科技大学医学院附属肿瘤医院•四川省肿瘤医 院胸外科中心（成都 6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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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国际食管疾病学会（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疾病的前沿与热点。值得一提的是，此次大会的学

Diseases of the Esophagus，ISDE）举办的第 16 届

者参与度和热情非常高涨，无论是参会人数还是现

ISDE 国际食管疾病大会（16 World Congress for

场热度均超越历届大会。

th

Diseases of the Esophagus）于 2018 年 9 月 16～19 日

当地时间 9 月 16 日傍晚，此次学术会议在

在奥地利首都、世界音乐之都维也纳如期举行。这

ISDE 执行主任 Prof. Mark Ferguson 的大会致辞和

是食管疾病领域最具悠久历史、最权威的国际性会

现任主席 Prof. Yuko Kitagawa 对 ISDE 发展历史、现

议。全球共 954 名注册参会代表前来参加此次盛

状介绍及未来展望中拉开帷幕。整个会议期间涵

会，来自中国各大医院和中心注册代表团共 69 人

盖了食管良性疾病的诊治，早期食管癌的内镜下治

参加。大会会场设置在奥地利历史最悠久的维也

疗，中、晚期食管癌的新辅助放化疗/化疗，局部晚

纳大学，这里也是 27 位诺贝尔奖金获得者的母

期食管癌的综合治疗，食管癌、食管胃交界癌及食

校。其中，维也纳大学众学院中最富声誉的也是医

管良性疾病的微创手术（腔镜和机器人）视频展

学院，该院曾位于世界医学之巅峰，成为当时的世

播，新辅助治疗无效的挽救性手术，手术相关并发

界医学中心，ISDE 国际食管疾病大会此次选址在

症的防治，食管癌诊断技术及 TNM 分期，以及食

维也纳大学举办也体现出其执行委员会用心之

管癌各种临床研究等内容。

处。

来自我国中山大学附属肿瘤医院的傅剑华教

国际食管疾病学会（ISDE）成立于 1979 年，是

授团队于今年 8 月发表在 JCO 上的 NEOCRTEC

由多学科组成的国际协会，主要致力于食管相关疾

5010 研究（DOI：https://doi.org/10.1200/JCO.

病和健康的研究。其目的是为了促进食管疾病领

2018.79.1483）也引起了本次会议各与会者的关注和

域各专家在科学和医学知识方面的充分交流，同时

多次引用。同时，来自全国各个食管外科中心的青

鼓励该领域相关基础和临床研究的开展和实施。

年医师们也借助 ISDE 的平台展示了各自的研究成

本次会议收到了共计 787 篇来自全球食管疾病学者

果。会议期间，还就 ISDE 与 CSDE（国际食管疾病

的投稿，中国有 149 篇摘要被录用（其中香港地区

学会中国分会）未来的进一步合作设置了专场，针

3 篇，台湾地区 15 篇）；中国大陆学者受到大会邀

对 ISDE 如何与中国建立长期的合作关系、食管疾

请共做 6 篇专题发言，4 篇视频展示，13 篇大会摘

病数据库的合作与更新以及加强中国医学中心与

要发言。同时，大会组委会安排了 500 个壁报展

西方及日本医学中心的合作与往来等问题展开了

示，中国共有 54 份壁报入选。

商讨，期待中国未来为全球食管癌领域做出更多贡

正式会议日程安排在 17～19 日，与会学者一
致认为，此次会议内容丰富，基本涵盖了当前食管

献。
值得注意的是，在 JCOG9907 临床试验结果提
示术前化疗优于术后化疗、CROSS 试验的术前放化

DOI：10.7507/1007-4848.201810030

疗优于单纯手术以及日本食管协会（Ja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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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ophagus Society，JES）2017 年食管癌临床指南中

第 18 届 ISDE 大会的申办工作，希望借助我国的多

对于可切除食管癌的术前放化疗或术前化疗标准

方面优势成功申办 2022 年国际食管疾病大会，为

确立的基础上，越来越多的中心和临床试验开始关

中国食管癌事业的发展做出贡献！

注和探讨如何优化术前放化疗或术前化疗方案，从
而使患者最大获益。
本次食管癌大会最后于 19 日上午顺利举办了

2 陈龙奇教授（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国际
食管疾病学会执行委员会主任委员）

“中国食管鳞状细胞癌展望”为主题的 CSDE 专

问：您作为 ISDE 和 CSDE 的重要一员，如何

场。在 ISDE 执行主任 Prof. Mark Ferguson 和中国

推动 ISDE 与 CSDE 加强合作，促进我国食管外科

抗癌协会食管癌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于振涛教授

的进一步发展？

的主持下，来自我国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北

答：本次会议参会代表近 1 000 人，从生理到

京大学肿瘤医院、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复旦大学附

病理、基础到临床，全方位、多学科交流了食管疾

属肿瘤医院以及北京协和医学院的专家们就中国

病的发病机制及防治经验。CSDE 与欧洲食管疾病

食管癌所开展的临床研究、食管癌筛查、围手术期

学会（ESDE）作为 ISDE 的两个直属分会，均设置了

加速康复、手术技术、食管癌预后危险因素等问题

专场会议。CSDE 专场在 19 日举行，历时 90 min，

进行了研讨。随着 CSDE 专场的顺利结束，本次大

由 ISDE 执行主任 Prof. Mark Ferguson 和中国抗癌

会也落下帷幕。

协会食管癌专委会主任委员于振涛教授联合主持，

会议期间，来自电子科技大学医学院附属肿瘤

来自中国的食管癌领域研究专家毛友生、李辉、杨

医院，四川省肿瘤医院的冷雪峰医生有幸邀请到

弘（傅剑华）、陈龙奇、陈海泉、魏文强分别介绍了

ISDE 和 CSDE 的专家们并进行了采访，他们分别介

中国在食管癌领域的最新代表性研究成果。

绍了本次大会举办的情况以及食管癌外科的未来
发展。

1 于振涛教授（天津肿瘤医院，中国抗癌
协会食管癌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
问：作为中国抗癌协会食管癌专业委员会主
任委员，您这次参会期间最大的感悟是什么？
答：今年在维也纳召开的 ISDE 大会有来自全

本届会议还宣布，Yuko Kitagawa（北川雄光）
的 ISDE 主席任期（2016～2018）结束，由美国堪萨
斯大学消化内科医生 Prateek Sharma 教授接任新一
届（2018–2020）主席。会议未定的第 18 届国际食
管疾病大会按轮次将于 2022 年在亚太地区举行，
经 CSDE 争取，目前我国入围，由三个城市中国北
京、日本东京与澳大利亚布里斯班在竞争，花落谁
家尚待后续结果。

球近 1 000 位医生和学者注册参会，中国有 69 位注

本次会议还有一个重要的事件需要我国学者

册参加人员，有 6 位大会主持，6 位特邀讲座，13

关注，ISDE 的 EsoData 项目，其将雄心勃勃地建立

位口头发言，还有占总数约 10% 的壁报展示。在这

一个纳入全球有代表性单位的食管疾病数据库，目

样一个盛会与国际上的同道们会聚一堂、相互交

前入库记录的病例数已在 20 000 例以上，用于以后

流、思想碰撞，可以说本次大会取得了圆满的结

编写国际性的食管疾病诊治指南（目前已有贲门失

果。

弛缓症及胃食管反流病在编写中）。同时，下一版

而且本次会议较往届有几点不同。首先，来自

食管癌 TNM 分期标准的制定工作也将由 AJCC 移

中国大陆、台湾地区、香港地区，日本、韩国等亚洲

交到 ISDE，数据也将来自于录入 EsoData 的全球数

的面孔非常多，占参会人数三分之一以上，亚洲同

据。希望我国的学者能够重视并积极参与，在食管

道参加会议的积极性较以往明显提高；其次，本次

疾病的研究领域体现我国自己的优势。

会议所有的演讲题目，包括视频展示，相关研究内
容都是以临床为主，基础研究极少，说明大家越来
越重视临床研究的设计和实施，会议期间也有很多
讲者提到临床科研对于我们制定指南和指导临床

3 毛友生教授（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
院，中国抗癌协会食管癌专业委员会候任主
任委员）

的巨大意义。所以，本次大会讨论临床研究的内容

问：作为中国抗癌协会食管癌专业委员会候

显得更加丰富，较以往明显增多，这恐怕也是我们

任主任委员，您能给食管外科年轻一辈一些建议

未来在学科发展和技术提高方面之外需要关注的

嘛？

一个重要内容。最后，今年中国也参加了 2022 年

答：很高兴看到这么多优秀的中国青年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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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参加第 16 届 ISDE 世界食管疾病大会，他们在老
一辈优秀的中国胸外科医师带领下，为全世界同行

变，或其他原因相关。如果要在食管胃交界部肿瘤

报告并展示了他们临床研究的优秀成果。通过此
次大会和平台，逐步融入到国际学术体系之中。期

消化内科医生合作。现在 ISDE 已经成为一个多学

望我国青年一代食管外科医生将来在各自研究领
域和临床工作中做出更大成绩，代表中国走向世界

的外科或内科医生去学习食管疾病，谢谢大家！

食管疾病舞台的中央。

为中国的胸外科医生们送上最诚挚的祝福！ISDE

4 Prof. Mark Ferguson（ISDE 执行主
任），Prof. Yuko Kitagawa（ISDE 现任主
席），和 Prof. David Watson（ISDE 现任秘
书，ISDE 2020–2022 侯任主席）

大会今年在维也纳举办，来自全世界的同行们能够

问：请为中国的食管外科医生们送上一些寄

扩展阅读：国际食管疾病学会（The

做更深入的研究，我们必须与胃肠道外科医生，或
科、多交叉的国际平台。所以我非常鼓励现在优秀
Prof. David Watson 最后说道，首先代表 ISDE

有幸聚首与此，一同讨论食管疾病并彼此建立友
谊。非常高兴中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我期待中国
未来能在 ISDE 做出更大贡献，让我们彼此建立更
深层的合作！

语。
答：中国的同道们你们好，我是 ISDE 执行主

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Diseases of the Esophagus，

任 Mark Ferguson，我们本次在奥地利维也纳召开
第 16 届 ISDE 大会。此次参会人数创历史新高，中

华，官方杂志为 Diseases of the Esophagus （2018 年

国专家的参会人数也是最多的一次，在前来参会人
数上是第二多的国家。今年 11 月份我将会飞往北
京，展开 2022 年 ISDE 大会举办地的考察工作。我
祝福你们顺利，并希望中国的专家们能够积极参加
2020 年在加拿大多伦多市举办的第 17 届 ISDE 大
会！
大家好，我是 Yuko Kitagawa，来自日本东京庆
应大学（Keio University），是一名消化道外科医
生，现在担任 ISDE 主席的职务。作为食管癌这个
话题，现在不仅是外科医生在讨论，还需要肿瘤
科、胃肠科、放疗科、内镜科医生，包括基础研究人
员共同参与进来。所以，作为 ISDE 的主席，我会
引导大家开展多学科的诊疗模式。但是现在，食管
癌很多时候与胃癌联系到一起，因为食管胃交界部
肿瘤的发病率逐渐升高。这可能与饮食习惯的改

ISDE）成立于 1979 年，学会总部现设于加拿大温哥
SCI 影响因子: 2.71）。其是一个国际性，多学科组
成的学会，长期致力于食管疾病专业领域科研及医
学知识的交流与传播，推动食管疾病基础与临床相
关研究，资助年轻医师的培训，是食管疾病专业领
域最具权威性的国际学术组织。ISDE 国际食管疾
病大会是食管疾病领域中最具悠久历史、最权威的
国际性会议。自 1980 年举办的第一届国际食管大
会以来，该会议吸引了食管领域各个学科，外科内
科肿瘤乃至基础相关学科的专家学者与会交流，不
断推动了食管疾病研究领域的长足发展。目前每 2
年一届且在亚、欧、美洲之间轮替举办，上届 ISDE
国际食管疾病大会 2016 年在新加坡举办，下届将
于 2020 年在加拿大多伦多市举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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