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太湖创伤骨科高峰论坛 

暨中华医学会骨科学分会创伤骨科学组、外固定与肢体重建学组 

第二届联合学术年会 
 

邀请函 
尊敬的各位骨科专家、同道： 
 

    在我国，随着现代化的发展，交通伤等导致的肢体高能量损伤越来越多，我国创伤骨科

医师面临着很大的挑战。“太湖创伤骨科高峰论坛暨中华医学会骨科学分会创伤骨科学组、外

固定与肢体重建学组第二届联合学术年会”定于 2018年 10月 11日-13日在无锡举办，本次

会议由苏州大学和无锡市医学会主办，中华医学会骨科学分会创伤骨科学组和外固定与肢体

重建学组协办，苏州大学附属无锡九院（无锡市骨科医院）承办，骨科在线合作推广。 

中华医学会骨科分会创伤骨科学组汇聚了全国最优秀的创伤骨科医师，担负着我国创伤

骨科学术交流、学术传播的重任，为我国创伤骨科水平的整体提高发挥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在创伤骨科学组前辈们的努力下，我国创伤骨科水平快速提高，与国际完全接轨。 

然而，创伤骨科患者在治疗过程中不可避免会出现一些并发症，比如骨外露、骨感染、

骨缺损、功能障碍等等，除了早期的治疗，晚期的修复重建及康复也非常重要。在此背景下，

为集中展现近一年来创伤骨科以及外固定与肢体重建领域的新技术、新成果和新进展，进一

步推广脊柱及四肢创伤处理的规范性技术，打造一个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面对面交流平台。 

本次大会将邀请邱贵兴院士、张英泽院士以及王满宜、曾炳芳、唐佩福、姜保国、马信

龙、张长青、吴新宝、刘璠、余斌、周东生、陈爱民、李忠玉、Eben A. Carroll 等国内外

著名的创伤骨科、外固定与肢体重建专家，通过通过主旨演讲、专题讲座、病例报告及点评

等形式，为您提供内容丰富的高水平学术盛宴，并且张英泽院士在 10月 13日上午手术演示

双反牵引下的下肢关节内骨折微创治疗，讲解手术思路及手术技巧，回答学员的提问。 

我们盼望着在收获的金秋，与您聚首于太湖之滨，共襄盛会！ 

 

 

                                         大会主席: 张英泽、唐佩福 

 

                                         大会执行主席: 芮永军 

 

 

 



组织架构 
总顾问：邱贵兴 

名誉主席：王满宜 曾炳芳 

大会主席：张英泽 唐佩福 

大会副主席（以姓氏拼音为序）： 

柴益民 陈爱民 汤 欣 余 斌 周东生 

 

大会顾问委员会（以姓氏拼音为序）： 

陈伟高 蔡贤华 郭晓山 黄富国 吕德成 马宝通 裴国献 潘志军 孙月华  

 

大会执行主席：芮永军 

 

特邀嘉宾： 

李忠玉（美国北卡 Wake Forest）  Eben A. Carroll（美国北卡 Wake Forest） 

 

学术委员会主席：张长青 吴新宝 

学术委员会（以姓氏拼音为序）： 

安维军 曹学成 陈 华 陈雁西 党晓谦  方诗元 高 鹏 侯志勇 贾燕飞 蒋协远 

李  翔  李伟栩 林凤飞 林 朋 刘国辉 刘利民  吕 智 吕 刚 马献忠 彭阿钦  

戚 剑  钱红波 尚 剑 邵 林 孙大辉 孙玉强  唐 坚 田 耘 王爱国 王宝军  

谢 肇  徐永清 杨华清 杨惠林  杨胜松 叶君健 禹宝庆  袁 志 张保中 张殿英  

张建政 张 堃  张金利 张立海 张 群 张树明  张 巍  张亚奎 赵劲民 赵 文  

赵 喆 

 

组织委员会主席：姜保国、刘璠 

组织委员会（以姓氏拼音为序）： 

毕郑刚 陈 仲 丁真奇 东靖明 付中国  顾立强 顾三军  黄 雷 纪 方 康庆林 

孔 荣  李 军 李开南 梁家利 廖 琦 林伟枫  林涨源  刘光耀 罗从风 马信龙 

倪江东 倪卫东  桑锡光 舒衡生 宋  升  宋朝晖 孙振中  王 东 王 钢  王光林 

王 蕾 王鹏程 王秋根 王 跃  文良元 吴丹凯 吴克俭 谢增如 徐 明  徐卫国  

许亚军 杨 军 杨明辉 姚 琦 叶发刚  郑龙坡 周 方 周君琳 朱仕文 朱 勇 

庄 岩 庄云强   

 

大会秘书长: 糜菁熠 邢 欣 

大会副秘书长：黎逢峰 吴永伟 

会议信息 

会议时间：2018 年 10月 11日-13日 

会议地点：无锡市瑞廷西郊酒店 

会议地址：无锡市滨湖区建筑路 777号。 

报到时间：2018 年 10月 11日 10:00-21:00 

报到地点：无锡市瑞廷西郊酒店大堂 



日程安排： 

1、主会场（10 月 12 日上午） 

开幕式 

8:00-8:30 开幕式致辞及合影   主持人：糜菁熠 

主旨演讲  主持人：曾炳芳 余斌 赵劲民 张殿英 裴国献 

时间 题目 主讲人 单位 

8:30-8:55 待定 邱贵兴 北京协和医院 

8:55-9:20 胫骨平台骨折的最新进展 张英泽 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 

9:20-9:38 待定 王满宜 北京积水潭医院 

9:38-9:56 待定 姜保国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9:56-10:14 骨不连治疗中存在的问题与对策 唐佩福 解放军总医院 

主旨演讲  主持人：孙月华 王鹏程 林朋 马宝通 吕德成 

10:14-10:32 老年脆性骨折后再骨折的防治 吴新宝 北京积水潭医院 

10:32-10:50 
必须高度重视骨折时软组织损伤的

处理 
刘璠 南通大学附属医院 

10:50-11:08 待定 马信龙 天津医院 

11:08-11:26 

distal radius fracture 

management: how to avoid 

complications 

李忠玉 美国北卡 Wake Forest 

11:26-11:44 
Management of femoral neck 

fractures in young patients 

Eben A. 

Carroll 
美国北卡 Wake Forest 

11:44-12:02 

加 速 康 复 理 念 指 导 下 的 小 腿

Gustilo IIIB 型开放性骨折的治疗

策略 

芮永军 苏州大学附属无锡九院 

12:30-13:00 
第一分会场卫星会议+午餐 待定 待定 

第一分会场卫星会议+午餐 待定 待定 

 

 

 

 

 



2、第一分会场（10 月 12 日下午）： 二楼 瑞廷厅 

学术研讨 

时间 题目 汇报者 单位 

第一节 

主持人: 李翔 曹学成 孔荣 

13:10-13:25 
关节置换在肱骨近端骨折中的应

用 
潘志军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

二医院 

13:25-13:40 创伤性肩关节后脱位的再认识 王蕾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瑞金

医院 

13:40-13:55 
反向肩关节假体置换适应症的认

识 
付中国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13:55-14:10 尺骨近端骨折脱位 东靖明 天津医院 

14:10-14:20 复杂肩部骨折脱位（病例报告） 蒋建农 宜兴市人民医院 

14:20-14:30 讨论提问 

尚剑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

一医院 

唐坚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

属第九人民医院 

王宝军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

友谊医院 

安维军 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 

第二节 

主持人:陈雁西 王东 庄云强 

14:30-14:45 尺骨冠突骨折的分型和临床治疗 刘国辉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

院附属协和医院 

14:45-15:00 尺骨冠状突骨折治疗策略 周君琳 北京朝阳医院 

15:00-15:15 
桡骨远端骨折掌侧剪切型骨折的

治疗 
王秋根 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 

15:15-15:30 关节镜辅助治疗桡骨远端骨折 糜菁熠 苏州大学附属无锡九院 

15:30-15:40 待定（病例报告） 查晔军 北京积水潭医院 

15:40-15:50 讨论提问 

田耘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李军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姚琦 北京世纪坛医院 

朱国兴 无锡市第二人民医院 



第三节 

主持人: 徐南伟 张树明 朱勇 

15:50-16:05 
ERAS 理念在老年股骨转子部骨折

的应用 
林凤飞 

厦门大学附属福州市第

二医院 

16:05-16:20 年轻人股骨颈骨折的治疗 禹宝庆 复旦大学附属浦东医院 

16:20-16:35 粗隆间骨折的失败与反思 张立海 解放军总医院 

16:35-16:50 
股骨近端骨折内固定失败原因及

处理 
周方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16:50-17:00 复杂距骨骨折（病例报告） 徐明 苏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17:00-17:10 讨论提问 

戚剑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张建政 陆军总医院 

刘利民 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 

谢增如 
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

医院 

第四节 

主持人: 党晓谦 王跃 叶君健  

17:10-17:25 胸腰椎骨折治疗的思考 杨惠林 苏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17:25-17:40 
颈椎 OPLL 治疗新策略的解析(临

床研究报告)  
毕郑刚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

一医院 

17:40-17:55 老年髋臼骨折的治疗策略 孙玉强 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 

17:55-18:05 髋臼前方入路的选择（病例报告） 马献忠 河南省骨科医院 

18:05-18:15 讨论提问 

赵文 北京航天总医院 

方诗元 安徽省立医院 

林伟枫 苏州大学附属无锡九院 

宋升 苏州大学附属无锡九院 

18:30-21:00 晚宴 

 

 

 

 



3、第二分会场 （10 月 12 日下午）： 三楼 朗廷厅 

学术研讨 

时间 题目 汇报者 单位 

第一节 

主持人: 陈仲 周东生 李开南 

13:10-13:25 髋臼骨折一定要手术吗？ 王钢 南方医科大学附属南方医院 

13:25-13:40 髋臼后壁骨折 郭晓山 温州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13:40-13:55 骨盆骨折的急救策略 陈爱民 上海长征医院 

13:55-14:10 
基于三柱理念的改良髋臼骨

折分型 
侯志勇 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 

14:10-14:20 

骨盆骨折微创治疗闭合复位

关键技术---牵引解锁策略 

（病例报告） 

陈华 解放军总医院 

14:20-14:30 讨论提问 

桑锡光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 

孙振中 苏州大学附属无锡九院 

庄岩 西安市红十字会医院 

贾燕飞 内蒙古医学院二附院 

第二节 

主持人:  孙大辉 叶发刚 张金利 

14:30-14:45 膝关节骨折合并脱位 张堃 西安市红十字会医院 

14:45-15:00 
面向家庭的老年髋部骨折术

后康复管理 
徐卫国 天津医院 

15:00-15:15 
后外侧胫骨平台骨折手术入

路选择及解剖基础 
纪方 上海长海医院 

15:15-15:30 
膝关节骨折脱位并腘动脉晚

期损伤的保肢治疗 
丁真奇 解放军 157医院 

15:30-15:40 
胫骨平台骨折合并韧带损伤

的治疗（病例报告） 
黎逢峰 苏州大学附属无锡九院 

15:40-15:50 讨论提问 

郑龙坡 上海市第十人民医院 

林涨源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 

文良元 北京医院 

吕刚 新疆自治区中医院 

第三节 

主持人: 杨华清 舒衡生 刘光耀 

15:50-16:05 待定 谢肇 第三军医大学西南医院 



16:05-16:20 

外固定架临时加压一侧锁定

孔再固定治疗股骨干骨折

imn动力化后不愈合 

黄雷 北京积水潭医院 

16:20-16:35 
双平面截骨骨搬移治疗胫骨

感染性骨缺损 
彭阿钦 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 

16:35-16:50 
足跟软组织缺损及跟骨缺损

的修复重建 
徐永清 成都军区昆明总医院 

16:50-17:00 

皮瓣结合 Ilizarov技术治疗

极严重小腿开放性骨折（病

例报告） 

吴永伟 苏州大学附属无锡九院 

17:00-17:10 病例讨论 

杨胜松 北京积水潭医院 

袁志 西京医院 

王光林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杨军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 

第四节  

主持人: 邵林 吕智 吴丹凯 

17:10-17:25 踝关节骨折慎行保守治疗 吴克俭 解放军 304医院 

17:25-17:40 
复杂踝关节骨折病例治疗思

考 
王爱国 郑州市骨科医院 

17:40-17:55 
踝上截骨与踝关节冠状面畸

形矫正 
康庆林 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 

17:55-18:05 
足踝部重度碾压伤的处理

（病例报告） 
高鹏 北京协和医院 

18:05-18:15 讨论提问 

钱红波 南京军区总医院 

李伟栩 浙江大学附属二院 

张群 解放军总医院 

张亚奎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潞河医

院 

18:30-21:00 晚宴 

 

 

 

 



 

4、下肢关节内骨折微创复位固定手术示教（10 月 13 日上午） 

   地点:无锡市骨科医院 行政楼二楼学术报告厅 观摩 

主持人:许亚军 顾三军  术者:张英泽院士 

08:00-08:30 病情分析 

08:30-11:00 手术及讲解 

11:00-12:30 回答提问 

 

注册信息 
听课代表：免注册费，住宿交通费自理。 

本次会议不接受现场报名：需提前填好报名信息在 9 月 30 号之前通过扫二维码报名，10 月

11日酒店大堂报到后领取资料参加会议。 

 

                                     
 

手术示教：观摩 10月 13号上午的张英泽院士手术示教，需副主任医师及以上级别，限额 100

位，以报名时间为准，会务组将以短信方式进行确认。 

 

会务组联系方式： 

注册联系人：林老师 15251507949；许老师 18762608100 

会务联系人：朱老师 15949259084；周老师 13801510265 
                                           
                                                 

                                            苏州大学 

                                        无锡市医学会 

                                        中华医学会骨科学分会创伤骨科学组 

                                        中华医学会骨科学分会外固定与肢体重建学组 

                                        苏州大学附属无锡九院（无锡市骨科医院） 

                                        骨科在线 

                                                          2018 年 9 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