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欢迎辞 .................................................................

组织机构 ..............................................................

会务组联系方式 .....................................................

会议日程 ..............................................................

嘉宾及讲者介绍......................................................

壁报信息 ..............................................................

会议支持 ..............................................................

主办单位介绍.........................................................

合办单位介绍.........................................................

承办单位介绍.........................................................

 

 

 

 

 

 

 

 

 

 

 

 

 

 

 

 

 

 

01 

02 

03 

04 

12 

40 

43 

44 

45 

46



尊敬的各位同道：

本次会议由中国药物滥用防治协会主办，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社会工作局、澳门

基督教青年会、香港社会服务联合会合办，宁波市康宁医院承办，我们由衷地感谢三

地会议筹委会和承办单位能够在疫情如此严峻的情况下开展各项筹备工作，确保会议

我们很高兴地宣布，2022年全国药物滥用防治研讨会暨第21届中国药物滥用防

治协会学术会议于2022年11月17-18日举行。会议主题为“新机遇·新挑战·新未

来”，在全球毒品形势越发严峻和复杂的情况下，我们期待能够与诸位同道共同发

现新机遇，应对新挑战，构建药物滥用防治工作新未来。

如期召开。

在此，希望大家能够拥有一个完美的会议体验，有所期待，有所感悟，有所

收获。

大会主席：         

         2022年11月17日

01



主席：郝伟、李锦

副主席：周文华、赵敏、刘铁桥、陈晓园（中国香港）

成员：李静、杨波、樊碧发、李毅、张锐敏、时杰、范妮、杜江、谌红献、吴宁、廖艳辉、张从斌、王

绪轶、回冉冉、周旭辉、朱英杰、傅丽明（中国澳门）、李慧茹（中国澳门）、方韵（中国澳门）

执行主席：周文华

秘书长：回冉冉

秘书处：姜书华、张海英、史俊、舒菊仙、刘惠芬、傅丽明（中国澳门）、李慧茹（中国澳门）、

方韵（中国澳门）、枼健强（中国香港）、林蔓芝（中国香港）

主办单位：中国药物滥用防治协会

合办单位：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社会工作局、澳门基督教青年会、香港社会服务联会

承办单位：宁波市康宁医院

协办单位：中国药物滥用防治协会下属各分会、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湖南省脑科医院、上海市精神卫

生中心、云南省药物依赖防治研究所、广州医科大学附属脑科医院、中国政法大学社会学院、新乡医学

院第二附属医院、北京安定医院、华佑医疗集团、湖州市第三人民医院、深圳市康宁医院、北京市禁毒

教育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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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防疫须知
 

   

 

  

总协调：回老师 13661193905

缴费及发票：史老师1510238399 舒老师13611147725 

嘉宾服务及PPT收集：姜老师 13488817771

会场及展区：张老师 13911969626

技术支持：徐妍15900631615  文杰13507479777

会 务 组 联 系 方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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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7日 

郝   伟

李   毅

郝   伟

会议时间

07:50-08:00

08:00-08:20

08:20-08:40

 

 08:50-09:30

 

 

09:30-10:00

10:00-10:20

10:20-10:50

10:50-11:20

11:20-11:50

11:50-11:55

11:55-12:35

12:35-12:45

讲者

郝   伟

陈   磊

谌红献

会议内容

成瘾治疗瓶颈与进展

双靶点DBS用于成瘾治疗简介、机制

双靶点DBS用于阿片类药物成瘾戒断后
防复吸有效性安全性的第三方评价

大会报告一：化学干预药物成瘾与存在的问题

 

大会报告二：我国新型毒品滥用形势与戒毒康复工作

大会报告三：香港地区的吸毒趋势、挑战与策略

大会报告四：国际预防准则应用于澳门防治滥药策略之探讨

开场致辞

如何有效使用抗精神病药鲁拉西酮

会议总结

宫秀丽

李嘉莉（中国香港）

郑耀达（中国澳门）

景昱早间论坛

开幕式

大会报告

茶歇

商务简餐/住友午间论坛

（一）08:50-08:55 嘉宾入场
（二）08:55-09:00 主持人介绍会议出席嘉宾及参会代表情况
（三）09:00-09:25 嘉宾致辞
（四）09:25-09:30 三地嘉宾启动会议、嘉宾合影

李   锦

主持人

李   锦

刘   昱

   

赵   

周文华

敏

张锐敏

周文华
蔡海伟(中国香港)
许华宝(中国澳门)

郝   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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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时间

14:00-14:25

14:25-14:50

14:50-15:15

14:00-14:25

14:25-14:50

14:50-15:15

14:00-14:25

14:25-14:50

14:50-15:15

14:00-14:25

14:25-14:50

14:50-15:15

讲者

刘    军

胡玉正

谌红献

会议内容

毒品成瘾影像学研究进展

额叶-基底节通路在成瘾中的作用

游戏障碍影像学研究进展

致幻剂在精神疾病治疗中的应用及其作用机制

正念治疗对甲基苯丙胺滥用者脑功能连接的影响

肠道微生态在物质使用障碍中的作用及研究进展

网络游戏成瘾辨析：来自行为、脑成像和生化的证据

游戏障碍的多维度评估及干预

网络成瘾者奖赏和认知控制的神经机制

戒酒病房发展困境及破局之道

酒精中毒性脑损伤机制及临床干预研究  

酒精使用障碍的肠道菌群改变及治疗

专题会议1：成瘾影像学进展

专题会议2：合成毒品研究新进展 

专题会议3：网络成瘾的机制及诊治进展

专题会议4：酒精相关障碍的学科发展及临床实践 

范   妮

杜   江

张晓洁

董光恒

钟   娜

李   琦

周旭辉

彭   英

夏   炎

主持人

谌红献

杜   江

钟   娜
刘学兵

张锐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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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25-15:50

15:50-16:15

16:15-16:40

16:40-17:05

15:30-15:55

15:55-16:20

16:20-16:45

16:45-17:10

15:30-15:55

15:55-16:20

16:20-16:45

16:45-17:10

17:10-18:10

15:30-15:55

15:55-16:20

16:20-16:45

马腾飞

刘   星

沈昊伟

张   璐

樊碧发 

刘波涛 

徐仲煌

时   伟 

专题会议8：物理调控技术在成瘾领域中的应用

丘脑-纹状体胆碱能神经元在
慢性饮酒认知灵活性损害中的作用与机制研究

The memory engram of cocaine and its
roles in cocaine reward

致幻类药物对甲基苯丙胺成瘾模型行为特征的影响及其机制

小GTP酶Rho家族与药物成瘾：小分子大作用

精麻药品合理使用在我国疼痛医学发展中的重要性

从我国精麻药品管制品种目录变动的历程浅谈
-临床如何优化合理使用策略

如何优化精麻药品在癌症患者治疗体系中的合理使用

TRF技术在开发防滥用特性的口服固体仿制药的应用

慢病患者戒烟临床路径研究

香烟中尼古丁含量立即与逐渐降低对吸烟行为的影响：
生态瞬时评估研究

中医药戒烟循证证据的综合与评价

尼古丁及其α7受体对神经病理性疼痛的影响

精神疾病患者药物戒烟策略

 专题会议7：控烟与戒烟

深部脑刺激（DBS）在成瘾性疾病中的应用 

内侧额叶皮层Beta神经振荡预测线索诱发渴求的变化：
对成瘾神经调控的启示 

重复经颅磁刺激治疗成瘾疾病的研究进展

崔小波

李勇辉

刘建平

方烨红

李   静

甘   鸿

赵   迪

 苏   杭

专题会议5：成瘾与脑科学

专题会议6：新形势、新机遇、新挑战—精麻药品合理使用的若干问题

朱英杰

吴大胜

杜   江

廖艳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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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00-14:20

14:20-14:40

14:40-15:00

15:00-15:20

15:20-15:30

15:30-15:50

15:50-16:10

16:10-16:30

16:30-16:50

14:00-14:20

14:20-14:40

14:40-15:00

15:00-15:10

15:10-15:30

15:30-15:50

15:50-16:10

16:10-16:30

陈卓如/曾炜轩
（中国香港）

王礼贤
（中国香港）

郑达轩
（中国澳门）

周桦峯
（中国澳门）

林珮诗/谭熙文
（中国香港）

许璇珊
（中国澳门）

周雅莹/李燕平
（中国澳门）

潘登

EMpower-少数族裔青年成长支持服务(英语分享)

少数族裔戒毒康复服务－(朋辈支援篇)

戒药青少年职训服务

Prevention to the Minority Communities and the
 vulnerabilities

 

香港滥药男同志的Chemfun现象与服务需要

澳门滥药防治之社区医疗化干预措施
－以政府与民间机构合作为例

酒精滥用成因及求助行为的质性研究

一线戒毒工作分享及青少年正向引导

新时代青少年毒品预防宣传教育体系建设问题与对策

青少年预防滥药工作之多元介入手法

青少年次级预防药物滥用介入与服务-澳门经验分享

 

灵静假期-短期住宿戒毒治疗计划

ARTM’s Integrative Service Centre:New Aspects
澳门戒毒康复协会一体化服务中心：新展望

「生命孕记」吸毒家长全人亲职辅导及支持计划实务经验分享

迷毒知返计划

王高喜

谭迪生
（中国澳门）

陈伟骏
（中国澳门））

黄凯欣
（中国香港）

张力珩
（中国澳门）

刘潇雨
（中国香港）

刘展瑞
（中国澳门）

专题会议9：粤港澳大湾区药物滥用防治工作（一）

休息

休息

专题会议10：粤港澳大湾区药物滥用防治工作（二）

潘   登

王高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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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00-14:25

14:25-14:50

14:50-15:15

15:15-15:25

15:25-15:50

15:50-16:15

16:15-16:40

16:20-16:25

16:25-16:55

16:55-17:15

17:15-17:20

19:30-20:30

徐佳军

陈   娟

谢   靓

周旭辉

周丽辉

牛雅娟

郝   伟

周旭辉

王   刚

郝   伟

周旭辉

儿童青少年NSSI的成瘾特征

儿童青少年成瘾问题的心理护理

儿童青少年游戏障碍的社会工作

青少年游戏障碍的诊疗进展

青少年网络成瘾的家庭心理治疗

青少年游戏障碍的心理治疗进展

主席致辞

思贝格针剂超说明书用药的中国专家共识
-之物质滥用所致的急性激越治疗

经典病例讨论-物质滥用患者的治疗和转归

总结

晚间演讲：沟通的艺术

专题会议11：青少年成瘾行为的生物-心理-社会干预模式

休息

恩华卫星会

晚间演讲：沟通的艺术

周丽辉

郝   伟

周丽辉

郝   伟
周旭辉

李   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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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

08:30-09:00

09:00-09:30

09:30-10:00

10:00-10:30

10:30-10:50

10:50-11:30

 

11:30-11:50

11:50-12:05

12:05-12:20

周文华

赵   敏

时   杰

郭万军

大会报告五：毒品成瘾认识的多维视角和天窗效应

大会报告六：智慧医疗在成瘾医学中的应用

大会报告七：药物成瘾的生物标记物与靶向干预

大会报告八：苯二氮䓬类药物研究进展

高峰论坛：我们应该从美国的阿片类危机中悟到什么？

    精神疾病共病成瘾病人的管理

    帕利哌酮在甲基苯丙胺所致精神障碍中的应用

    物质依赖患者冲动攻击行为的治疗进展

李   毅 

向小军

徐佳军

11月18日

郝   伟

郝   伟 

李   锦

李   静

边国林

茶歇

李德  樊碧发 张勇安

商务简餐/杨森午间论坛

会议内容会议时间 讲者 主持人



10

14:00-14:20

14:20-14:40

14:40-15:00

15:00-15:20

15:20-15:40

15:40-16:00

14:00-14:20

14:20-14:40

14:40-15:00

15:00-15:20

15:20-15:40

15:40-16:00

14:00-14:20

14:20-14:40

14:40-15:00

15:00-15:20

15:20-15:40

方   韵（中国澳门）

   

郑振昌（中国香港）

敖   欣（中国澳门）

王  炜（中国香港）

陆珍妮（中国澳门）

陈凯欣（中国香港）

潘应霖（中国香港）

梁敏玲（中国澳门）

李健英/吕律怀
（中国香港）

李   德（中国澳门）

陈伟廉（中国香港）

唐翠娟/李景辉
（中国澳门）

高危接触毒品青少年筛选量表之建立与应用

应用运动治疗作为预防复吸介入于香港戒毒服务的成效评估

澳门青少年药物滥用的心理成因分析—
以自我提高理论和澳门预防滥药政策为视角

家庭为本与自我关怀：
促进隐蔽吸毒者及其家庭改变的历程助益

回顾药物滥用作为经验回避的工具—探讨线上形式接受
承诺疗法在隐蔽滥药者康复中的应用

医社协作结合生涯发展的戒毒模式

「亲密关系（父子/兄弟情）缝补」作社会心理干预
的福音戒毒治疗初探

中国澳门戒毒求助者丙型肝炎服务的经验

从成瘾综合症状模式探讨高危艾滋病感染者群组
的戒毒服务需要

澳门药物滥用人群的类别及其行为特征

在理想化与幻灭之间：共依附的分析与修复

澳门美沙酮维持治疗者的生理、心理及社会概况初探

司法行政戒毒社会化延伸工作的困境与出路

强制隔离戒毒人员回归社会调查研究

中国易制毒化学品管制法治体系的演进和构建

法治化视域下新时代毒品预防宣传
教育数字化平台建设的实践与思考

《禁毒法》修改思路与建议

施孟君

徐   定

褚宸舸

孙   铜

王锐园

优秀论文分享会1

优秀论文分享会2

优秀论文分享会3

杨   波

沈昊伟

刘惠芬

会议内容会议时间 讲者 主持人



14:00-14:20

14:20-14:40

14:40-15:00

15:00-15:20

15:20-15:40

14:00-14:20

14:20-14:40

14:40-15:00

15:00-15:20

15:20-15:40

16:10-16:30

16:30-16:45

沈雯雯

陈   航

段   炼

唐晓欢

武思俊

王良玉

刘传龙

黄茂磊

武   亮

胡楠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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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制隔离戒毒期间冰毒复吸动机的社会-心理-生理模型构建

基于大样本人群头发分析的药物滥用流行病学特征提取

吸食冰毒后出现精神分裂症的回顾性分析

美沙酮维持治疗药动学特征及影响因素研究进展

海洛因成瘾性脑病对S100B蛋白影响的研究

从受助者到助人者，一名戒毒康复人员的生命故事
——基于叙事治疗视角的朋辈辅导员培养分析

推动社区戒毒者改变的全人复元和3E干预策略

仁者仁心助重生——一位艾滋病戒毒者的蜕变与启示

统合型绘画心理干预技术在强制隔离戒毒人员中的应用研究

团体心理治疗对酒依赖患者情绪和睡眠的疗效

    青年优秀论文颁奖

    闭幕式 

李    锦

周文华

谭颖茜

郑耀达

优秀论文分享会4

优秀论文分享会5

闭幕式

李   静

谢    靓

莫关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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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授/博士生导师
军事科学院军事医学研究院毒物药物研究所研究员、中国药物滥用防治协会候任会长、
中国药物滥用防治协会专家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药物滥用防治杂志主编，中国药理与
毒理学杂志编委、中国药理学会神经药理学专业委员会名誉主任委员、全军精神病专业
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长期从事神经精神药理学基础研究和重大神经精神疾病防治药物发现与研发，承担国家
和军队重大、重点课题20余项；以第一发明人获得国内外发明专利授权20余项，发表
SCI论文100余篇；以第一完成人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和北京市、公安部科技进步一
等奖各1项，省部级科技进步二等奖2项。国家973首席科学家、中央军委后勤保障部科
技银星、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获得者

李  锦

精神病学教授/一级主任医师/博士生导师
中南大学湘雅二院精神卫生研究所教授
中国药物滥用防治协会会长
原联合国国际麻醉品管理局第一副主席
世界卫生组织社会心理因素、成瘾行为与健康合作中心主任
中国医师协会精神科医师分会第二任会长，世界卫生组织药物依赖与酒精问题专家顾问委员
会委员，WHO西太区控制酒相关危害战略实施国家联系人和亚太酒精与成瘾研究学会教育
委员会主席。任《中国药物滥用防治杂志》、《中国药物依赖性杂志》、《中国临床精神病
学杂志》副主编，国际权威专业《Addiction》杂志（IF 4.2）副主编编辑。
曾两次在WHO工作，全国统编五年制教材《精神病学》第4~8版主编，获国家科技进步二
等奖（名次第二），湘雅名医，享受国务院政府津贴郝  伟

香港社会服务联会行政总裁

注册社会工作者、美国伊利诺斯大学社会工作硕士
精神健康咨询委员会委员, 安老事务委员会委员, 基层医疗健康发展督导委员会委员

蔡海伟

许华宝

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社会工作局副局长

领导、统筹及策划社会工作局工作，重点负责社会服务、预防药物滥用及防治赌毒成瘾范畴
工作
参与禁毒委员会的筹设及禁毒法的修法工作
多次以中国代表团参与联合国麻醉药品委员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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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  涌

宁波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副主任

国家禁毒办副主任
公安部禁毒局情报中心 总工程师

王优美

博士/博士生导师/教授
宁波大学医学院执行院长
中国心理与精神健康教育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浙江省生理学会副理事长

研究方向：药物依赖和共患精神疾病的机制和防治

学术成就：主持多个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项目；发表高水平论文40多篇；主持两门浙江省一
流课程；指导学生获得“挑战杯”全国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特等奖；浙江省151人
才，宁波市海外高层次3315人才

刘  昱

香港社会服务联会  业务总监
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工作学系 博士研究生

专责：跨界别合作、社会企业、社会创新

谭颖茜



研究员/医学博士/博士生导师
宁波市康宁医院党委书记

中国药物滥用防治协会候任副会长

研究方向：药物依赖的机制和防治

学术成就：曾获省科技一等奖和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10项。发
表SCI论文80余篇，引用2000余次，参编中英文专著8部。2005年获国务院特殊津贴，
2013年获浙江省有突出贡献专家等荣誉

周文华

主任医师/MPH硕士学位
宁波市心理卫生协会理事长
宁波市第三层次领军拔尖人才
中华预防医学会精神卫生分会第二届专委会委员
中国医院协会精神病医院分会第七届委员

浙江省心理卫生协会副理事长
浙江省医院协会精神病院管理分会副主任委员
浙江省心理服务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浙江省预防医学会精神卫生专委会常务委员

教授/硕士生导师/主任医师
云南省药物依赖防治研究所原副所长、中国药物滥用防治协会副会长
中国药物滥用防治协会药物维持治疗分会主任委员
国家禁毒委中国毒品滥用防治专家委员会委员
中国CDC性病艾滋病预防控制中心艾滋病防治领域专家

学术成就：从事物质成瘾临床治疗及干预研究30年，承担过中澳亚洲阿片类物质替代项目、
中美《改善中国美沙酮维持治疗效果》项目、中国全球基金/中英艾滋病项目《合成毒品滥
用人群门诊治疗及艾滋病高危险行为干预模式研究》、发表论文数十篇，获得2011年云南
省科学技术奖励科学技术进步类三等奖、云南省防治艾滋病人民战争先进个人奖、禁毒人民
战争先进个人奖等奖励。主编《海洛因等阿片类物质依赖的临床与治疗》、《戒毒社会工作
基础》等多部专著

边国林

教授/博士生导师/主任医师
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院长

中国药物滥用防治协会副会长
中国药物滥用防治协会成瘾医学分会主任委员
联合国毒品与犯罪办公室科学家联盟专家组成员
中国毒品滥用防治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长期从事精神科临床、教学与科研工作，主攻焦虑、抑郁、成瘾行为及心理行为干预

赵  敏

张锐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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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禁毒局戒毒康复指导处处长

宫秀丽

香港特别行政区保安局禁毒处首席助理秘书长(禁毒)2 

工作方向：戒毒治疗和康复政策及相关服务，于学校推行禁毒预防教育，管制新危险药物
和物质的立法工作

李嘉莉

法学（政府治理) 硕士
澳门特区政府社会工作局防治赌毒成瘾厅厅长

工作方向：曾担任戒毒康复处处长，多年从事青少年戒毒辅导工作经验，统筹和参与缓刑
戒毒协作机制的政策制定和执行工作，近年致力优化社区戒毒康复措施，积极推动防治滥药
专业发展和质量水平

郑耀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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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经外科博士
苏州景昱医疗器械有限公司临床技术发展总监
2021年江苏省双创领军人才

研究方向：脑起搏器临床应用与机制研究、脑起搏器新技术、新产品研发，新适应症拓展

学术成就：戒毒脑起搏器获药监局创新医疗器械认证、戒毒脑起搏器获美国FDA突破性医疗
器械认证

陈  磊



医学博士/博士生导师/主任医师
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精神卫生研究所、精神应激与成瘾行为研究室主任

中国药物滥用防治协会成瘾影像学分会主任委员
中华医学会心身医学分会常委、成瘾学组组长
中国毒理学会药物依赖性毒理学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研究方向：成瘾行为

学术成就：公安部戒毒专家，中组部优秀援疆专家，全国禁毒工作先进个人

谌红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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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博士/博士生导师/主任医师
武汉市精神卫生中心 、武汉市心理医院院长

中国药物滥用防治协会候任副会长、中国医院协会精神病医院管理分会常务委员
中国神经科学学会精神病学基础与临床分会常委
湖北省预防医学会精神卫生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

研究方向：临床精神病学和成瘾行为、医院管理

学术成就：武汉市“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武汉市“黄鹤英才（医疗卫生专项），武汉市精
神病学重点（专）学科带头人，湖北省公共卫生领军人才李  毅

博士/博士生导师
浙江大学心理与行为科学系，百人计划研究员

中国药物滥用防治协会成瘾影像学分会常务委员
中国药物滥用防治协会成瘾与脑科学分会委员

研究方向：成瘾的心理神经机制，脑影像应用

学术成就：JAMA Psychiatry 2015，PNAS 2019

胡玉正

医学博士/博士生导师/主任医师
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放射科主任

中国药物防治协会成瘾影像学分会副主任委员
教育部“双带头人”党支部书记
第5届人民名医

研究方向：精神病学和成瘾行为多模态影像学研究

学术成就：在Lancet digital health，Brain，Radiology等期刊发表文章80余篇
刘  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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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员/医学博士/博士生导师/教授/副主任医师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脑科医院物质依赖科副主任

中国药物滥用防治协会候任副会长
中国药物滥用防治协会合成毒品研究分会主任委员

研究方向：精神疾病的神经生物学机制，成瘾

学术成就：广州市医学重点学科物质依赖学科带头人

范  妮

主任医师/博士研究生导师
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成瘾医学科主任 
 
中国药物滥用防治协会候任副会长 
中国医师协会精神科分会青年委员
上海市医学会精神科分会成瘾与司法学组副组长

研究方向：成瘾行为的心理社会干预

杜  江

博士/硕士生导师/副研究员
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
中国药物滥用防治协会青年专家委员会委员
中国神经科学学会精神病学基础与临床青年委员

研究方向：成瘾行为的基础研究、神经科学

学术成就：在Addiction Biology, Critical Reviews In Microbiology, Molecular Brain 
等杂志发表多篇文章

张晓洁

医学博士/博士生导师/主任医师
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康复科副主任

中国药物滥用防治协会青年专家委员会委员
中国药物滥用防治协会成瘾行为分会副主委

研究方向：成瘾的脑机制及新型干预，游戏成瘾

学术成就：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科技部脑计划、上海市卫计委优秀青年医师培养计划等
项目。在国内外杂志发表相关论文30余篇，参编专著4本

钟  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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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博士/硕士生导师/主任医师
武汉市精神卫生中心早期干预病区主任 

中国药物滥用防治协会常务理事
中国药物滥用防治协会行为成瘾分会主任委员
中华医学会精神科医学分会成瘾医学组委员

研究方向：成瘾医学

学术成就：主持及参与武汉市卫生计生委、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慢病项目及国家973、
863课题多项；第一作者及通讯作者发表SCI论文15篇，参编专著5部刘学兵

心理学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
杭州师范大学附属医院心理与脑疾病研究中心

中国药物滥用防治协会行为成瘾分会常务委员

研究方向：行为成瘾的认知机制与非侵入性干预

学术成就：Elsevier 中国心理学高被引学者（2020，2021）中国精神疾病领域学术影响力
排名 11（2021）

董光恒

心理学博士/博士生导师/教授
首都师范大学心理学院研究员、心理学院基础所所长

河北省司法行政解毒系统心理矫治专家指导委员会专家
中华中医药学会中医护理传承与创新发展共同体第一届委员会副主席

研究方向：认知控制和奖赏的神经机制、儿童青少年问题行为的预警、评估和矫正

学术成就：在国际TOP期刊《Neuroscience & Biobehavioral Reviews》、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Journal of Behavioral Addictions》、《Neuroim-
age》等发表论文70余篇李  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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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员/教授/博士生导师
中科院深圳先进院内尔神经可塑性诺奖实验室执行主任

中国药物滥用防治协会常务理事
中国药物滥用防治协会成瘾与脑科学分会主任委员
深圳市药物成瘾重点实验室主任

研究方向：神经环路在生理和病理状态下的信息处理机制

学术成就：入选国家重点人才工程青年项目，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优秀青年基金，深圳
市海外高层次人才，深圳市杰出青年朱英杰

医学博士/博士生导师/主任医师
湖南省成瘾医学临床诊疗中心主任
湖南省脑科医院成瘾科主任

中国药物滥用防治协会候任副秘书长
中国药物滥用防治协会家庭与青少年工作分会主任委员
湖南省医师协会精神科分会候任会长

研究方向：成瘾相关障碍的认知心理学及神经影像学研究

周旭辉

留美博士后/博士生导师/教授/主任医师
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神经科原科主任

中国医师协会神经科分会脑与脊髓损害专委会主任委员
中国卒中学会卒中康复分会副主任委员
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神经科分会常委

研究方向：神经损害与修复、认知障碍

学术成就：美国NIH杰出研究奖、广东医学科技技术一等奖
彭  英

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主任医师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精神卫生中心一病房主任

中国药物滥用防治协会酒精相关障碍分会副主任委员
中华医学会精神医学分会青年委员会委员（六、七、八届）
黑龙江省研究型医院学会精神医学专委会主任委员

研究方向：酒精依赖、心境障碍的基础和临床研究

学术成就：发表SCI论文和国家级核心期刊论文多篇，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科技部慢病
项目合作课题、黑龙江省卫生厅、教育厅课题等夏  炎



20

SCI文章30多篇，收录在Nat Neurosci, JCI, Bio Psychiatry, Biosensors and Bioelec-

教授/博士生导师
南京医科大学、南京医科大学药物依赖及戒断转化医学研究中心主任

中国药物滥用防治协会成瘾与脑科学分会委员
江苏特聘教授、江苏省防范毒品滥用专家组成员、中国生理学会中医与脑稳态专委会委员

研究方向：药物成瘾神经环路机制及治疗策略研究

学术成就：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承担江苏省“双创团队”等基金项目，发表

tronics, Aging cell等期刊马腾飞

医学博士/博士生导师/教授
复旦大学药理研究中心

中国药物滥用防治协会成瘾与脑科学分会委员

研究方向：药物成瘾的神经环路和信号转导机制

学术成就：论文发表于Nature Neuroscience等杂志

刘  星

博士/教授
宁波大学医学院生理与药理学系教授

中国药物滥用防治协会成瘾与脑科学分会常务委员

研究方向：精神疾病及药物成瘾的神经生物学研究

学术成就：先后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子课题项目、科技部973计
划子课题项目、药物成瘾性评价专项等多项研究。在国际重要学术期刊发表成瘾及精神疾病
研究方面的学术论文多篇

沈昊伟

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博士后合作导师
南方医科大学、广东省蛋白质组学重点实验室主任

中国药物滥用防治协会成瘾与脑科学分会常务委员
广东省病理生理学会秘书长
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

研究方向：神经精神疾病可塑性机制与防治策略

学术成就：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及面上项目、广东省自然科学基金重点及粤港关键领

域重点突破项目等二十多项基金课题。授权发明专利3项张  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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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硕士/硕士生导师/主任医师
吉林省人民医院疼痛科主任

中国药物滥用防治协会精麻药品合理使用分会副主任委员
中华医学会疼痛学分会常委
中国医师协会疼痛医师分会常委

研究方向：急慢性疼痛临床诊疗

吴大胜

樊碧发

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生导师
中日友好医院疼痛科主任

中国药物滥用防治协会候任副会长
中国药物滥用防治协会精麻药品合理使用分会主任委员
中国医师协会疼痛科医师分会会长
中华医学会疼痛学分会候任主任委员
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疼痛学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

研究方向：慢性疼痛的规范化诊断和治疗

学术成就：牵头制订疼痛科临床技术操作规范及多个诊疗指南和共识

副主任医师
中日友好医院疼痛科

中国药物滥用防治协会精麻药品合理使用分会委员
中国药物滥用防治协会候任监事会监事
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疼痛学专业委员会青年委员

研究方向：神经病理性疼痛的药物治疗和手术治疗

学术成就：参与编写《带状疱疹相关性疼痛全程管理专家共识》
刘波涛

主任医师/教授
北京美中爱瑞肿瘤医院院长

精麻药品合理事用分会总干事
中国医师协会疼痛医师分会常务委员
北京医学会疼痛学会副主任委员

研究方向：临床麻醉疼痛、医院管理

学术成就：“2006年度高等学校科学技术奖科技进步奖二等奖”、“2007年中华医学科技
奖三等奖”徐仲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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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Romaco制药科技集团中国区董事总经理
《口服固体制剂工艺与现场检查指南》编委，ISPE国际会员

工作研究方向：无菌和非无菌药物制备技术应用，药品连续化制造、制药工业智能制造、特
殊给药方式和给药装置应用

时  伟

医学博士/博士生导师/副主任医师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浙江大学“临床百人”研究员

中国药物滥用防治协会常务理事
中国药物滥用防治协会烟草依赖与戒烟分会主任委员

研究方向：精神病与精神卫生学、成瘾医学、神经影像、心理治疗与神经调控

学术成就：主持成瘾相关的各类科研项目10余项 、GRAND、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项目、
CMB-OC等。以第一通讯在Brain, Addiction, Biological Psychiatry, Plos Medicine等
发表SCI论文40余篇廖艳辉

北京市控制吸烟协会秘书长
首都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教授

中国药物滥用防治协会烟草依赖与戒烟分会顾问

参与卫生部和北京市控烟立法、国家未成年人保护法、慈善法、广告法等法规修订。获得
WHO“2020年世界无烟日奖”，主编出版了《北京市吸烟控制与效果研究》和《国外无烟
环境法律法规汇编》等

崔小波

博士/博士生导师/研究员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

中国药物滥用防治协会行为成瘾研究分会副主任委员
中国心理学会生理心理学分会理事

研究方向：成瘾行为的脑机制及干预方法

学术成就：北京市科学技术三等奖

李勇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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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授/医学博士/博士生导师
北京中医药大学国际循证中医药研究院院长、循证医学中心主任

中国药物滥用防治协会烟草依赖与戒烟分会副主任委员
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世界卫生组织传统医学顾问

研究方向：循证医学在中医、中西医结合领域应用研究

学术成就：主持国家级项目10余项，发表SCI论文251篇
刘建平

医学博士，毕业于北京协和医学院基础医学研究所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助理研究员

中国药物滥用防治协会烟草依赖与戒烟分会总干事
中国药物滥用防治协会成瘾与脑科学分会委员

研究方向：疼痛的外周神经机制、成瘾的神经生物学机制

文章发表：以第一作者在Pain发表文章1篇、Neuroscience bulletin发表文章3篇

方烨红

教授/博士生导师/主任医师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指导教授 、物质依赖专业负责人

中国药物滥用防治协会副会长
中国药物滥用防治协会社会心里干预分会主任委员
国际传统药物治疗成瘾专家组专家

研究方向：物质依赖、精神药理、临床心理干预

学术成就：先后负责国家科技部863计划、科技部十一五十二五支撑计划、十三五重大慢病
防治项目课题，主编多部规划教材，在国内外专业杂志发表研究论文120余篇李  静

主治医师/科研助理
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博士（在读）

上海市神经科学学会成员

研究方向：成瘾性疾病的物理干预及脑机制

学术成就：主持院级及局级课题2项，以第一作者共发表论文7篇（最高IF=11.225）

甘  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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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副研究员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博士后

中国药物滥用防治协会循证戒治分会常务委员
中国药物滥用防治协会成瘾与脑科学分会委员

研究方向：成瘾心理渴求的机制与干预

学术成就：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2030-“脑科学与类脑研究”重大项目骨干，近三年发
表一作（含共一）文章7篇，在Molecular Psychiatry(IF=15.9)、Science Advanc-
es(IF=14.1)发表论文

赵  迪

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副研究员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博士后

中国药物滥用防治协会成瘾医学分会委员
中国药物滥用防治协会成瘾与脑科学分会委员

研究方向：成瘾脑机制和神经调控新技术

学术成就：近五年以第一作者/通讯作者发表SCI论文13篇，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基金

苏  杭

心理学硕士/国家三级心理咨询师
深圳市点点青少年药物成瘾关爱中心联合创始人
心盈事务所创始人

中国药物滥用防治协会家庭与青少年工作分会委员
家庭教育高级指导师
美国GTI认证YET青少年效能训练讲师

研究方向：药物滥用治疗、药物滥用预防、青少年正向引导

潘  登

社会工作学士(荣誉)
东华三院越峰成长中心副主任

陈卓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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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工作荣誉社会科学学士
东华三院越峰成长中心社工

曾炜轩

社会工作学士/注册社工
香港善导会预防犯罪及健康教育服务高级经理
香港社会服务联会少数族裔服务网络委员
香港艾滋病顾问局艾滋病社区论坛委员
香港艾滋病服务机构联盟委员

服务方向：少数族裔禁毒、戒毒及康复服务、更生人士服务、健康教育服务、法院社工服
务、少数族裔精神健康服务

王礼贤

澳门特别行政区挪亚青年成长发展中心心理辅导员
分享题目：戒药青少年职训服务

郑达轩

心理学学士
澳门戒毒康复协会心理辅导员
澳门心理治疗师执业资格

研究方向：社会心理学，临床心理学，成瘾行为

周桦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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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工作(荣誉)学士/哲学系文学硕士

计划主任
香港基督教服务处PS33 HERO-MSM支援服务

林珮诗

社会工作(荣誉)学士

社会工作员
香港基督教服务处PS33 HERO-MSM支援服务

谭熙文

临床医生/流行病学与医学统计学硕士
公共行政管理硕士
澳门工会联合总会工人医疗所副主任

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禁毒委员会委员
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慢性病防治委员会委员
主要从事社区医疗工作

主要研究方向：药物滥用的预防和教育

许璇珊

注册社工/戒瘾辅导员/行政督导/临床督导/澳门新生命团契督导

亚洲药物滥用研究学会（AASAR）会员
亚洲药物滥用研究学会药物成瘾心理治疗专业委员会(CPDA of AASAR)委员
国际戒瘾辅导员(IC&RC) 
高级戒瘾辅导员（加拿大CCPC）

研究方向：成瘾行为、精神健康

周雅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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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社工
澳门基督教新生命团契荟穗社中心主任
精神健康急救课程
自闭症儿童家居训练课程
研究方向：药物及酒精成瘾行为、精神健康

李燕平

中山大学新华学院副教授

中国药物滥用防治协会候任副秘书长
中国社会工作联合会禁毒社会工作专业委员会总干事
广东联众戒毒社会工作服务中心总干事

王高喜

社会工作硕士/澳门注册社工 
亚太区成瘾专业人员认证委员会，认可戒瘾辅导员 (第一级) 
美国ISNS认证身心语言程式学高级执行师 
美国国家催眠师公会（NGH）认证催眠治疗师 
性格透视®一级认可培训师 
中国(香港)挑战网阵协会- (低结构)二级教练 
中国(香港)挑战网阵协会- (康乐沿绳下降)一级教练 
工作重点：防治青少年赌博失调、滥用药物以及网络成瘾

谭迪生

澳门基督教青年会-有机青年辅导员

毕业于台湾彰化师范大学-辅导与咨商学系学校辅导与咨商组
工作方向：青年药物滥用次级预防服务、青年义工队组织、策划及推广服务

陈伟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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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凯欣

香港中文大学社会科学学士(社会工作)
香港戒毒会凹头青少年中心助理社会工作主任

研究方向：短期戒毒住宿治疗

张力珩

澳门戒毒康复协会（ARTM）
ARTM九澳综合服务中心副主管

国际专业(酒精/药物)成瘾辅导员
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禁毒委员会委员（澳门戒毒康复协会代表）
同禁毒委员会关注青少年毒品问题工作小组成员
同禁毒委员会禁毒法执行及跟进工作小组成员
亚洲药物滥用研究学会理事、香港专业戒瘾辅导学会会员
澳门心理研究学会会员、澳门辅导学会监事会秘书

研究方向：治疗社区、戒瘾治疗成效、研究统计

香港中文大学社会福利学博士
路德会社会服务处路德会青彩中心

研究方向：滥用药物者临床辅导

刘潇雨

澳门基督教新生命团契总干事

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青年事务委员会委员
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青年事务委员会“青年参与社会”专责小组委员
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禁毒委员会“禁毒法执行及跟进工作小组”委员（召集人）
亚洲药物滥用研究学会“药物成瘾心理治疗专业委员会”常委
香港专业戒瘾辅导学会会员
澳门禁毒义工团顾问

刘展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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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级心理咨询师
深圳市点点天恩健康咨询有限公司创始人
深圳市点点青少年药物成瘾关爱中心创始人

中国药物滥用防治协会常务理事
广东省未成年人犯罪研究会理事
深圳市禁毒基金会理事

研究方向：成瘾者家庭支持治疗

周丽辉

医学博士/硕士生导师/副主任医师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心理卫生中心

中国药物滥用防治协会社会心理干预分会常务委员
中国康复医学会康复心理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
中国医学救援协会心理救援分会理事会常务理事

研究方向：成瘾医学、临床心理学

学术成就：负责国家级项目2项，省部级项目5项，发表SCI论文18篇，编写论著5部
徐佳军

护理学博士/副主任护师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心理综合病房护士长
四川省护理学会精神科护理专委会秘书
四川省心理学会心理治疗专委会委员

研究方向：精神/心理护理、护理管理

学术成就：参编书籍6部，其中国家规划教材1部、副主编1部；第一作者发表论文10余篇；
负责省市级课题2项，主研省市级课题3项

陈  娟

医学硕士/主治医师
成都锦江德慈曼扉诊所首席医疗官

中国药物滥用防治协会社会心理干预分会总干事
成都蓉爱社会服务中心副理事长

研究方向：临床精神病学和成瘾行为

谢  靓



30

主任医师/硕士生导师  
北京回龙观医院成瘾医学中心主任

中国药物滥用防治协会常务理事、专家委员会委员
中华医学会精神科分会物质依赖学组委员

研究方向：成瘾相关障碍、情感障碍、性心理障碍

学术成就：参编《中国物质使用障碍防治指南》等多本专业论著

牛雅娟

中国药物滥用防治协会行为成瘾分会总干事
2020年评为“湖北省抗疫先进个人”、“武汉市中青年医学骨干人才”

医学博士/硕士生导师
武汉市精神卫生中心成瘾病区主任

2014-2016年，赴耶鲁大学博士联合培养

研究方向：物质依赖

学术成就：擅长物质和网络成瘾、抑郁症和双相障碍等疾病治疗。在国内外发表多项研究论
文和专业著作王  刚

教授/博士生导师/杰青/长江学者
北京大学中国药物依赖性研究所常务副所长

中国药物滥用防治协会候任副会长
药物依赖性研究北京市重点实验室主任
中国毒理学会药物依赖性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
国家禁毒委中国毒品滥用防治专委会副主任委员兼秘书长
中国睡眠研究会副理事长
海峡两岸医药卫生交流协会睡眠医学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长期从事药物成瘾及相关疾病的神经机制和干预策略研究

时  杰

医学博士/博士生导师/主任医师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精神卫生中心院长助理

中国药物滥用防治协会社会心理干预分会副主任委员
中华医学会精神病学分会网络精神医学组及继续医学教育协作组副组长
中国医师协会精神科医师分会委员、中国神经科学会精神病学基础与临床分会委员
中国医学救援协会心理救援分会副会长
研究方向：成瘾医学，心身医学与精神卫生服务研究
学术成就：发表学术文章130余篇（SCI收录100余篇）。参编国家级教材、诊疗规范、指
南、共识及专业著作 20余部。《中华精神科杂志》及《中国心理卫生》编委、《中华医学
杂志（英文版)》（CMJ）通讯编委；20余SCI收录杂志及中文核心期刊审稿人。曾在

《Lancet》发表评述，被《Nature》、《健康报》、《中国卫生人才杂志》专访郭万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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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勇安

社会学博士/犯罪学与刑事司法博士后
澳门大学社会科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毒品问题期刊》(Journal of Drug Issues) 副主编
《受害者与罪犯》(Victims & Offenders) 

亚洲药物滥用研究学会会长
中国儿童发展研究学会会长

编委

研究方向：药物滥用预防与治疗、青少年发展、犯罪心理学、罪犯矫治、混合方法研究

李  德

教授/博士生导师
上海大学文学院院长
上海大学国际禁毒政策研究中心主任

中国美国史研究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国际酒精和毒品史学会（ADHS）执行委员会委员、
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医史专业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社会史学会医疗社会史专委会副主任、上
海美国学会副会长

学术成就：The Social History of Alcohol and Drugs杂志编委。著有《变动社会中的政
策选择：美国大麻政策研究》《科学与政治之间：美国医学会与毒品管制的源起
（1847-1973）》，主编《医疗社会史研究》集刊（CSSCI集刊）、《国际禁毒蓝皮书》等

医学博士/硕士生导师/主任医师
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精神卫生研究所临床专科主任 

中国药物滥用防治协会常务理事
湖南省老年医学会精神病学分会副任主任委员
中国神经科学学会精神病学基础与临床分会常委

研究方向：成瘾性疾病

学术成就：主持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WHO合作项目、湖南省自然科学基金项
目、国家精准研究项目等，发表科研论文60余篇向小军

方  韵

澳门基督教青年会-有机青年 服务督导

禁毒委员会辖下禁毒法执行及跟进工作小组 成员
澳门理工大学-社会工作学学士学位课程 兼任讲师
台湾中正大学犯罪防治研究所学士／硕士

研究方向：药物滥用次级预防服务（高关怀青少年）、青少年研究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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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科学硕士(社会工作学)/注册社工
东华三院越峰成长中心计划经理

郑振昌

澳门大学犯罪学在读硕士

获得国家励志奖学金、专业一等奖学金、大学生三下乡社会实践优秀个人。有较好的团队组
织能力和配合能力

研究方向：青少年心理健康，药物滥用

敖  欣

香港路德会社会服务处，路德会青彩中心中心主任

工作方向：家庭为本戒毒辅导服务、隐蔽吸毒者及其家庭支援、戒毒者朋辈支援及富康服务

王  炜

讲师 
澳门城市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创新社会工作系课程主任

澳门注册心理治疗师、加拿大注册赌博辅导员、美国注册催眠治疗师
中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注册家事调解员、深圳市妇联澳区代表
澳门妇联青年协会副监事长、澳门中华青年联谊会副理事长
澳门社会工作者专业委员会侯补委员

研究方向: 青少年心理健康、心理灵活性、辅导及心理治疗

陆珍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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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社工
香港青少年服务处大埔地区青少年外展社会工作队队长

香港树仁大学社会工作(荣誉)学士（一级荣誉）
香港中文大学家庭辅导及家庭教育文学硕士
自2016年起任香港青年服务处大埔地区青少年外展社会工作队任职前线外展社会工作员；
并于2019年担任计划项目经理，协助推动为期两年的禁毒基金「危机转向PSB计划」。
2021年晋升为队长，前线服务主要透过个案及小组工作，照顾边缘青少年的成长需要，并
协助他们面对由家庭、学校、职业、人际关系及社会环境所带来的压力；发掘青少年的潜
能，从而提高高危青少年的适应能力，以处理社会环境所带来的影响。担任禁毒基金「危机

转向PSB计划」计划经理期间推行医社合作社区短期戒毒服务；服务主要跟进吸食危害精神
健康毒品及新兴毒品的青少年个案，并连结不同专业合作伙伴及商界伙伴，建立一站式戒毒
服务予吸毒青少年

陈凯欣

应用心理学博士生(在读)
社会工作文学硕士(家庭本位实务及家庭治疗)硕士
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社会工作局 戒毒康复处 护士

国际戒瘾辅导员(具国际专业检定互认联盟)
(International Certification & Reciprocity Consortium)的专业认可

工作内容：个案卫教与辅导、统筹滥药者高危行为调查、防治艾滋病委员会属下艾滋病感染
者跟进联络小组成员、负责防治艾滋病培训、戒毒康复培训工作、支援民间戒毒机构护士及
培训等

梁敏玲

研究员/硕士生导师
宁波市康宁医院学术研究部主任
浙江省戒毒研究重点实验室副主任

研究方向：药物依赖和防治的神经生物学机制研究

学术成就：主持或作为科研骨干参与国家“973”、“十一五”、“十二五”、重点研发计
划子课题、国家和省自然科学基金等多项研究。参与我国新精神活性物质成瘾性评价。发表
SCI论文50余篇。成果曾获省市科技进步一等奖等

刘惠芬

副主任 (注册社工)
基督教香港信义会灵爱中心 蛋家湾中心

「亲密关系（父子/兄弟情）缝补」
研究方向：

作社会心理干预的福音戒毒治疗初探

潘应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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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工作荣誉学士 
东华三院心瑜轩计划队长 (艾滋病感染者戒毒辅导服务)
认可戒瘾辅导员 (Certified Addiction Counsellor)
亚太成瘾专业认证委员会会员 (Asia Pacific Association for Addiction Professionals, 
APAAP)

李健英

社会科学(社会工作)硕士
东华三院心瑜轩计划社工 (艾滋病感染者戒毒辅导服务)
认可戒瘾辅导员 (Certified Addiction Counsellor)
亚太成瘾专业认证委员会会员 (Asia Pacific Association for Addiction Professionals, 
APAAP)

吕律怀

辅导学硕士/注册社会工作者/精神分析取向心理治疗师
“我们之间 Yoga & Analytic Therapy” 创办人

研究方向：物质误用及共依附处境之心理分析与治疗技术

陈伟廉

社会工作文学硕士/社会工作学士
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社会工作局顾问高级技术员(社会工作)

国际戒瘾辅导员(具国际专业检定互认联盟(International Certification & Reciprocity 
Consortium)的专业认可
澳门理工大学社会工作课程实习导师

工作内容：成瘾行为及戒毒治疗辅导、协助监督及发展戒毒社会机构服务，以及执行政策规
划及研究

唐翠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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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学系哲学博士(修读中)/社会科学硕士/社会工作学士香
港注册社工/资深戒毒工作者
滥用药物预防及康复跨专业教育证书
非政府机构主管及高级管理人员管理专业证书
曾统筹香港美沙酮辅导服务督导工作

研究方向：成瘾行为、戒毒治疗及禁毒政策

李景辉

徐  定

二级心理咨询师/二级高级警官
上海市戒毒学会副会长

研究方向：长期从事强制隔离戒毒人员的戒毒康复工作，承担多项司法部课题，发表论文
30余篇

云南省第三强制隔离戒毒所 教育矫治科副科长（一级警长）
中央司法警官学院戒毒康复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员职务

专业方向：戒毒理论研究、政务管理研究

施孟君

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
中国政法大学社会学院心理系主任

中国药物滥用防治协会候任副会长
中国药物滥用防治协会循证戒治分会主任委员
兼任司法部罪犯矫正首席专家
中国社会心理学会“司法心理学”专业委员会主任

研究方向：犯罪行为的神经心理机制、成瘾行为心理学、循证矫正、神经法学等

杨  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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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授/博士生导师
西北政法大学枫桥经验与社会治理研究院执行院长

研究方向：禁毒法学、枫桥经验、纪检监察

徐定

褚宸舸

三级警长
吉林省女子强制隔离戒毒所 教育干事

负责戒毒人员教育戒治及禁戒毒教育宣传相关工作，长春市禁毒宣讲团讲师。“蔚蓝天
使”志愿者团队讲师。参与编辑、制作157期《全国戒毒精品案例深化应用》项目，被全国
司法行政戒毒系统学习应用，被政法声音、吉林司法等多家媒体转发。撰写的《守正创新弘
扬新时代法治文化融合媒体打造戒毒场所禁毒宣传“新阵地”》被“2021年全国药物滥用
防治研讨会暨第20届中国药物滥用防治协会学术会议”录入论文集并作壁报展示。参与多项
课题研究，包括《在法治轨道上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建设研究——数字化新媒体禁毒宣传教
育路径实践与研究》、《在法治轨道上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建设研究——毒品预防宣传教育
社会化数字平台建设应用的探索研究》等孙  铜

中国刑事警察学院禁毒与治安学院 副教授

研究方向：禁毒学、法学

王锐园

助理研究员
宁波市康宁医院 学术研究部副主任

研究方向：成瘾医学临床研究、物质成瘾的认知损伤等

沈雯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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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主任法医师
司法鉴定科学研究院 司法鉴定人

研究方向：法医毒物学、毒品分析与鉴定、法医计量学、法医标准化与智能化

陈  航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脑科医院主治医师

中国药物滥用协会合成毒品研究分会副总干事
专业方向：物质滥用与成瘾临床工作

段  炼

主管药师
云南省药物依赖防治研究所副主任

专业方向：药物滥用防治研究、滥用物质检测与监测

唐晓欢

武思俊

主治医师
山西省强制隔离戒毒所 医院院长  

专业方向：强制隔离戒毒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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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师范大学教授

研究方向：戒毒学，社会工作教学研究

莫关耀

国家社会工作师/初级督导
深圳市温馨社工服务中心禁毒领域总监

工作方向：禁毒工作九年多，对戒毒康复人员帮扶、禁毒宣传教育及禁毒朋辈辅导员培育
有深入的实践经验与研究。研发多门禁毒领域课程，为禁毒工作者提供超过3000人次的
培训

王良玉

高级社工师（笔试通过）
深圳市众力社会工作发展中心总干事、督导

工作方向：13年社区戒毒康复服务经验，禁毒社工督导

刘传龙

国家中级社工师/二级心理咨询师
深圳市龙岗区春暖社工服务中心禁毒项目主任、督导

工作方向：禁毒社会工作服务十年，十九年临终关怀义工服务及管理经验，深圳市首家街
道级禁毒协会发起人，第24届亚太国际社工会议唯一禁毒主题分享者，主讲各类禁毒预防
教育讲座、禁毒社工培育及义工课程500余场，直接受教育人员达14.8万余人，参与编写多
部禁毒教材，发表实务文章30余篇

黄茂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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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二级社会体育指导员
山西省戒毒管理局教育处二级主任科员

工作方向：强制隔离戒毒人员的教育戒治工作

武  亮

主治医师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精神卫生中心、杭州市第七人民医院科研副主任

专业方向：从事精神科临床工作10年，承担杭州市科委项目1项，一作发表sci文章3篇，
中文5篇。擅长物质依赖及青少年网络成瘾、精神分裂症及双相情感障碍等诊疗

胡楠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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壁 报 展 示 名 录

作者：夏玲玲                                            单位：蚌埠医学院

作者：王玉洁                                           单位：甘肃政法大学

作者：李大鹏                                           单位：中央司法警官学院

作者：陈   杰                                            单位：杭州市富春强制隔离戒毒所

作者：李子童                                            单位：济宁医学院精神卫生学院

作者：张紫瑶                                            单位：蚌埠医学院

1.大学生短视频与网络游戏成瘾和学业延迟满足的关系

2.虚拟交往：戒毒青少年避免初期社会交往困境的可能路径

3.司法警官院校禁毒宣传教育问题研究——基于中央司法警官学院的问卷调查

4.健康体检人群与毒品成瘾男性肾结石患病的流行病学调查

5.酒精依赖大鼠模型不同戒断期血浆食欲素A水平变化与戒断症状严重程度的相关性研究

6.盲盒成瘾状况调查和影响因素分析

8.生命教育在禁毒工作中的运用

7.云南第五强制隔离戒毒所戒毒人员体质特征研究

作者：和双江                                            单位：云南第五强制隔离戒毒所

作者：杨   婵                                            单位：深圳市温馨社工服务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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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丁丙诺啡可通过激活伤害感受素/孤儿啡肽受体减少甲基苯丙胺的自身给药以及觅药行为

作者：王方敏                                            单位：宁波大学医学院临床医学

16.麻醉药滥用防控的几点思考——以依托咪酯为例

作者：施月森                                            单位：广东省毒品实验技术中心

9.青少年药物滥用预防教育解决路径

作者：李   洋                                            单位：吉林省女子强制隔离戒毒所

10.游戏障碍诊疗新进展

作者：罗   颖                                            单位：湖南中医药大学临床学院(湖南省脑科医院)

11.构建无缝衔接禁毒社会化工作模式的路径研究——以沈阳市禁毒社会化服务项目为例

作者：谭广波                                            单位：深圳市福田现代社工事务所

12.家庭功能与戒毒信心的关系: 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

作者：郭   亮                                            单位：南昌大学公共卫生学院

13.男性甲基苯丙胺成瘾者不同戒断期间血浆Orexin-A浓度及与戒断症状的相关性

作者：郭   磊                                            单位：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

14.Role of GABRD Gene Methylation in the Nucleus Accumbens in Heroin-Seeking Behavior in Rats

作者：洪青晓                                            单位：宁波市康宁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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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疫情下社区戒毒康复社会工作者的挑战及数字化干预之可能性探索

作者：李炎新                                            单位：佛山市南海区启创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18.预期性思维在青少年禁毒预防教育中的积极作用——拒毒小勇士·少年禁毒先锋培育计划项目

作者：张经伟                                            单位：深圳市龙岗区彩虹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19.社区吸毒人员社会排斥感现状研究

作者：丁思辉                                            单位：厦门市思明区善德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20.常态化疫情防控时期戒毒患者的自尊状况及相关因素

作者：左嘉豪                                            单位：南昌大学

21.酒精依赖伴吸烟行为患者慢性戒断期时间知觉及跨期决策的特征研究

作者：徐阳阳                                            单位：滨州医学院

22.疫情防控常态化下的戒毒药物维持治疗“三位一体”工作模式的理论与实践探索

作者：李   婧                                            单位：山西省强制隔离戒毒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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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 议 支 持

深圳善康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住友制药（苏州）有限公司 萌蒂（中国）制药有限公司 

西安杨森制药有限公司 江苏豪森药业集团有限公司 恩华药业（江苏）有限公司  

北京望里科技有限公司  成都泰盟仪器有限公司 洞庭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宁波久瑞生物工程有限公司  苏州景昱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天津药物研究院  

亿帆医药研究院（北京）有限公司 宜昌人福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深圳英智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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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国 药 物 滥 用 防 治 协 会

中国药物滥用防治协会是全国性行业协会，成立于1993年12月，登记部门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

协会宗旨 广泛团结全国卫生工作者以及其它部门中热心于药物滥用防治工作的志愿者，开展药物滥用(主要指毒品、

麻醉药品、精神药品、酒精、烟草、有机溶剂)预防和治疗，同时协助国家行政部门按协会章程开展工作。

协会任务 开展药物滥用防治的学术研讨和经验交流。广泛开展药物滥用防治的宣传教育工作，教育公众提高健康水

平；举办各类培训班，从而提高从事药物滥用防治工作的医药卫生人员的技术水平；培养并建立从事预防药物滥用宣

传教育工作的骨干队伍；努力为医药卫生临床科研机构、药品研制生产企业服务，开发新技术及药品；加强与有关国

际社会学术团体之间的业务交流与合作。

协会会员 协会吸收从事药物滥用防治工作的医药卫生工作者及热心从事药物滥用预防宣传教育的心理、社会、教

育、公安、司法、民政、企业等工作，并做出一定成绩的单位和个人为团体会员和个人会员。

协会主要由卫生行政部门、医学科研院所、医疗卫生事业单位、戒毒医疗机构、医药企业等与药物滥用防治相关的团

体会员单位和个人会员组成。

协会组织机构 协会下设办公室、学术交流部、宣传编辑部、人事部、财务部、项目部。

协会分支机构 下属16个分会1个联盟：社会心理干预分会、公安行政强制隔离戒毒分会、药物维持治疗分会、酒精相

关障碍分会、家庭与青少年工作分会、合成毒品研究分会、成瘾医学分会、成瘾互诫分会、药物滥用与犯罪心理学分

会、禁毒文化分会、预防教育分会、精麻药品合理使用分会、成瘾影像学研究分会、成瘾与脑科学分会、烟草依赖与

戒烟分会、数字化分会及中国药物滥用防治协会成瘾治疗机构联盟。

协会刊物 《中国药物滥用防治杂志》是经国家科学技术部批准，在国内外公开发行的国家级学术期刊。本刊由国家

卫生健康委员会主管，中国药物滥用防治协会、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军事医学研究院毒物药物研究所主办，是

对我国药物滥用防治领域进行报道和交流的专业学术性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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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社会服务联会（社联）为法定团体，于1947年成立，致力带

动一个具影响力、彼此合作、灵活创新的社会服务界；并且作为跨

界别协作平台，以社会福祉为依归与各持份者同行共创。社联现时

有超过500个机构会员，其服务单位遍布全港，为市民提供优质社

社会工作局成立于1967年，一直秉持“助民解困，共建新生”的

宗旨，从初期单一的救济服务，逐步朝向多元化和专业化的社会服

务体系发展。时至今日，社会工作局与社会服务机构合作，为澳门

居民提供社会援助、个人及家庭、儿童及青少年、安老、康复、防

治药物依赖、防治问题赌博及社会重返等服务。

社会工作局辖下防治赌毒成瘾厅，负责统筹澳门防治滥药工作和服

务。同时担任禁毒委员会常设秘书处单位，支持和配合委员会和辖

下两个工作小组相关工作。主要职能工作包括：推行预防滥药教育

宣传、提供戒毒治疗和康复服务、监察澳门滥药数据及进行研究调

查、支持民间防治滥药机构、以及加强地区及国际性合作交流等。

会服务。

澳门基督教青年会(YMCA)自一九九四年成立，本着「非以役人、

乃役于人」的精神服务大众。目前共有九个服务单位，主要服务范

畴包括药物滥用之初级及次级预防教育、学校辅导、轻微违法青少

年的教育监管、青少年外展、儿青院舍、理财教育推广、亲职教育

及旅舍服务。服务致力以青年为本，透过关爱、尊重、诚实、尽责

的品格核心价值，从而推动社会教育与义工精神、发展家庭关怀与

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社会工作局

小区服务、接轨国际并培养世界公民，成为社会信任的在地组织。

澳门基督教青年会

香港社会服务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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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市康宁医院是一家三级甲等专科医院，单位性质为公益二类、经费预算形式为部分财政补助事业单位。宁波市老

年康复护理中心、宁波市心理咨询治疗中心隶属我院。主要承担全市精神和心理疾病诊疗、防治、专业培训和指导任

务。现有博士研究生5人，硕士研究生87人；高级职称人才116人。

医院现占地面积101亩，建筑面积近8.5万平方米。由庄市院区、海曙院区（宁波市心理咨询治疗中心）以及鄞州门

诊点（宁波市社会心理服务指导中心）组成。医院现有核定床位750张，床位规模可达1000张。

医院挂牌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国家精神心理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宁波分中心，拥有一个省级重点实验室——浙江省

戒毒研究重点实验室，一个市级重点实验室——宁波市睡眠重点实验室。浙江省戒毒研究治疗中心落户我院，医院精

神病学学科为宁波市医学重点学科，宁波市儿童青少年心理障碍及睡眠障碍学科为宁波市“一院一品”10个品牌学科

之一。2021年宁波市失智症诊疗中心在我院正式成立。2022年宁波市精神心理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正式启动！

我院立足“科教兴院、人才强院”的战略目标逐步强化教学、科研能力，成果丰硕。医院始终秉承厚德、仁爱、凝

聚、精术的核心价值观，在积极提升医疗品质和服务体验的同时，不断拓展面向全社会的精神卫生服务和心理健康促

进项目，力求打造一家有温度、有情怀的医院，为广大群众提供安全和优质的精神卫生服务。

2022年，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发布《关于2020年度全国三级公立医院绩效考核国家监测分析情况的通报》，我院

在三级公立专科医院绩效考核中全国排名第3名，全省排名第一。《关于2021年度全国三级公立医院绩效考核国家监

测分析情况的通报》，我院在三级公立专科医院绩效考核中全国排名第5名，全省排名第二。

宁 波 市 康 宁 医 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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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药物滥用防治协会

北京市大兴区兴华大街二段兴创D标4号楼608室

电话：010-67116847/67153663/60295780

邮箱：cadapt@163.com/cadapt1993@163.com

网址：http://www.cadapt.com.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