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华医学会学术会务部

中华医学会显微外科学分会

SICOT 中国部显微外科专业委员会

全军显微外科专业委员会

2018 年 11 月 2 日 -4 日

云南·昆明·云安会都

12th Congress of Chinese Microsurgery Society,
the Congress of Microreconstructive Committee of SICOT China Branch,
16th Congress of Chinese Army Microsurgery Society

中华医学会第十二届全国显微外科学术会议、
SICOT中国部显微外科学术大会暨第十六届
全军显微外科学术会议



中华医学会第十二届全国显微外科学术会议、SICOT 中国部显微外科学术大会
暨第十六届全军显微外科学术会议

12th Congress of Chinese Microsurgery Society ,
the Congress of Microreconstructive Committee of SICOT China Bran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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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敬的各位专家、同仁：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显微外科技术发展特别快。自 1986 年长沙召

开了首届全国显微外科学术大会，并成立了中华医学会显微外科学分会筹

备组，创办了《中华显微外科杂志》，组建了我国系统的显微外科专业

技术队伍和组织机构。显微外科学会的发展与进步对临床医学、特别是

手术学科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为医学进步和人类健康作出了

重大贡献。

半个世纪以来，我们一同见证中国显微外科学的不断发展壮大，中国

已成为世界上显微外科领域举足轻重的国家。显微外科及其相关领域诞生

了陈中伟、张涤生、顾玉东、卢世璧、王澍寰、钟世镇六位院士，涌现出

了一大批杰出的显微外科专家；他们之中有的已担任重要的领导岗位、大

学校长、医院院长、学科主任及重要学术组织的负责人。

随着理论研究的不断深入，新的方法不断发展。显微外科技术在外科

各专业中，大放异彩。为了进一步发展显微外科学科研究，从中发现其新

理论和新规律，推动学科发展，促进大外科专业的进步。中华医学会、中

华医学会显微外科学分会主办的 2018 年中华医学会显微外科学术会议将

于 2018 年 11 月 2 日至 11 月 4 日在云南昆明隆重召开。届时，将邀请多

位国内知名专家与会作专题学术讲座，介绍近年来显微外科临床和基础研

究方面的新技术和新进展。会议将采用特邀演讲、专题报告和自由交流等

形式，集中展示显微外科近年来取得的新经验、新成果。

期待昆明与您相聚！

中华医学会显微外科学分会第九届委员会主任委员

                                                                             2017 年 12 月 15 日

主席致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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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敬的各位专家、各位同仁：

大家好！

十一月的昆明，温暖如春。按照分会的学术活动安排，2018 年

中华医学会显微外科学术会议暨第十六届全军显微外科学术会议将于 

2018 年 11 月 2 日至 11 月 4 日在云南昆明（云南省昆明市云安会都

酒店）隆重召开。

大会学术委员会将邀请众多来自国内的知名显微外科专家，为您

提供内容丰富的高水平学术盛宴。将集中展示近年来显微外科临床和

基础研究方面的新技术、新成果和新进展。可望为广大骨科、显微外

科医师提供一个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面对面的交流平台。热忱欢迎国

内广大骨科、显微外科界同仁莅临大会，衷心感谢您对本次论坛的大

力支持，祝大家工作顺利，身体健康。

2018 年中华医学会显微外科学术会议暨第十六届全军显微外科学

术会议期待您的到来！

                                                         大会执行主席

                                                                2017 年 12 月 15 日

欢迎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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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th Congress of Chinese Microsurgery Society ,
the Congress of Microreconstructive Committee of SICOT China Branch,
16th Congress of Chinese Army Microsurgery Society

Dear colleagues and friends,

On behalf of the organizers of the academic conference of 
microsurgery, I am pleased to invite you to attend the 12th Congress 
of microsurgery of Chinese Medical Association, the congress of 
the Microreconsturctive Committee of SICOT China Branch, and 
the 16th Congress of Chinese Army Microsurgery Society, which 
will be held in Nov. 2018 in Kunming, China. 
The conference will include symposia, instructional courses, 
podium presentations and lectures, which are expected to cover 
the most debated and controversial issues in various fields of 
microsurgery. All the members of the scientific committee will 
dedicate themselves to making the conference unforgettable and 
worthwhile. 
Kunming, well-known as the “Spring City”, is the capital and 
largest city of Yunnan Province in the southwest of China. It is one 
of the most beautiful places in China, cradled in the foothills of the 
Himalayas and decorated with diverse flora and fauna and wrapped 
up with a culturally rich history. The city is a perennial favorite 
with visitors and locals alike.
In Kunming participants can expect to see modern infrastructures, 
to experience a legacy of 25 ethnic minorities and to have 
opportunities to explore this compact city and its envisions. Very 
few places offer the varieties that the city provides. One can have 
a full and fruitful day of the conference with experts and scholars 
from home and abroad, and can have time to soak in the beauty of 
such charming scenic spots as Dianchi Lake and the West Mountain 
in Kunming. 
I am looking forward to seeing you in Kunming.

Sincerely, 
Yongqing Xu 
Congress Presid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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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问：
钟世镇   邱贵兴   顾玉东   卢世璧   付小兵   张英泽   朱家恺   陈振光

王成琪   于仲嘉   鲁开化   潘达德   程国良   郭恩覃   王　炜   黄硕麟

曾炳芳   董吟林   沈祖尧   黄宏前   蔡锦芳   范启申   洪光祥   孙雪良

寿奎水   杨志明   侍　德   罗永湘   贺长青   周礼荣

特邀嘉宾：

L. Scott Levin（美国）Geoffery G.Hallock（美国） Feng Zhang（美国）

Steven F. Morris（加拿大） G.I.Taylor（澳大利亚）

Kazuteru Doi（日本） Isao Koshima（日本） JoonPio Hong（韩国）

庄垂庆（台湾） 林志鸿（台湾） 杜元坤（台湾） 

周肇平（香港） 何百昌（香港） 叶永玉（香港）李刚（香港）

徐建光  姜保国  徐文东  曹谊林  劳　杰  田    文  祁佐良  余楠生  徐达传  胡永成 

欧阳钧  余　斌  苟　莉  黄美贤  黄富国  李康华  刘均墀  路来金  穆广态  庞水发

邵新中  唐茂林  汪华侨  向   勇  池征璘  丁晓榕 

名誉主席：侯春林   裴国献

大会主席：张长青   刘小林   顾立强

大会执行主席：徐永清

大会副主席：赵德伟   唐举玉   陈爱民   柴益民

大会组织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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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学术委员会
主   席：唐举玉   陈爱民

副主席：韩   岩   陈山林   张树明   蔡志刚   陆   芸   张桂生   崔树森   张世民   蔡益民

             章一新   芮永军   王培吉   尹宗生   丁小珩   喻爱喜   赵广跃   甄   平

             艾合买提江·玉素甫 

委   员：吴克俭   周君琳   穆   籣   李文军   李   津    刘会仁   常文凯  温树正   战   杰

             陶   凯   宫   旭   关德宏   徐   雷   薛   锋    陈增淦   谢庆平  章伟文   徐   杰

             谢振军   杨淮河   曹学成   王剑利   孙文海    王增涛    吴学建  周明武   侯建玺

             康   皓    谢松林   黄   东   张敬良   黄文华   朱庆棠   杨   渊   沙   轲   王和驹

             余学东   崔太安   岑石强    罗春山   朱跃良    董红让   郭永明  宋   涛   宋保强  

             孟国林   高   俊   孙建华   陶   凯   雷林格    周明武   丁真奇  章   莹   黄继峰

             陈雪松   赵东升   宋建星   赵广跃   张   群

大会组织委员会
主   席：徐永清   赵德伟

副主席：张树明   王剑利   丛   锐  吴克俭  韩    岩

委    员：何   勍  蒲   涛  韩赛平  王锦文  陈庆贺  鹿洪辉  郭永智  冯志军  冯亚高  季明华  侯书健  

              陈   勇  李   颖  甘干达  杨星华  康一凡  杨   柳  任先军  费    军  刘卫平  陈   华  刘振华  

              杨家辉  李   丹  栗鹏程  龙   笑  彭   歆  王长江  苗   平  王晓南  许娅莉  张文龙  王继宏

              王本杰  袁继龙  崔建礼  李春雨  王冬艳  陈   华  陆九州  王    炜  赵良瑜  郑宪友   庄   蕾

              江   波  施海峰  许光跃  李学渊  王   刚  林  院  夏   剑   姜    凯  魏宝富  杨瑞甫  李   涛 

              潘振宇  刘   俊  吴攀峰  王    东  王洪刚  杨运发  谭   桢  肖卫东   钟   刚  刘承伟  陈雪松  

              张大伟  何如祥  厉   孟  赵   飞  阿吉木·克热木  杜新辉 廖湘波  赵宏斌  王志华  范新宇

              肖敏勤  李乔红  孙   杰  何绍烜  杨洪昌  张仲子 王自友  蒋   梁  许金明   陈灿中 杨荣华

              解永林  杨敬东  王   毅  吕    乾  罗   兵  杨鸿发  张茂明  马永俊  杨   浩  杨庆雄  郑继万 

              罗   勇  汪   飞  刘文军  贺    云  普有登  徐   松  杜雄彪

大会秘书处
秘  书  长：徐    雷 

副秘书长：朱庆棠  郑宪友  张树明  李文军

秘       书：李   军  朱跃良  陈雪松  何晓清   范新宇   赵万秋   罗浩天  王    波   简    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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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医学会第十二届全国显微外科学术会议、SICOT中国部
显微外科学术大会暨第十六届全军显微外科学术会议

征文通知
由中华医学会显微外科学分会、SICOT 中国部显微修复专业委员会、全军显微外科专业委会共同主办的中

华医学会第十二届全国显微外科学术会议、SICOT 中国部显微外科学术大会暨第十六届全军显微外科学术会议
将于 2018 年 11 月 2 日至 11 月 4 日在云南昆明隆重召开。届时，将邀请多位国内知名专家与会作专题学术讲座，
介绍近年来显微外科临床和基础研究方面的新技术和新进展。会议将采用特邀演讲、专题报告和自由交流等形
式，集中展示显微外科近年来取得的新经验、新成果。

大会将设特邀报告和六个分论坛，分论坛包括：青年学术论坛、开放性骨折与软组织损伤高峰论坛、周围
神经论坛、穿支皮瓣与组织移植论坛、骨与关节显微重建论坛及再植再造论坛等等。

一、征文：

征文内容：① 显微外科在骨科、手外科、整形外科、颌面外科、头颈外科、乳腺外科和烧伤外科等领域
的临床应用新经验、新技术、新方法、新理论；② 显微外科新设备、新器械、新材料和新药物的研发与临床
应用研究；③ 显微外科基础研究与转化医学；④ 显微外科护理与康复；⑤ 显微外科教育与培训。

征稿要求：（1）论文未公开发表；（2）中文摘要字数在 800 字以内，摘要按“目的、方法、结果、结论”
四项式撰写；（3）请代表按照臂丛与周围神经、再植再造、软组织显微修复、骨显微修复、穿支皮瓣、颅颌
面显微重建、基础研究与转化医学、护理康复与教育八个不同专题内容分类投稿；

会议投稿：一律通过本次大会官网投稿 http://www.csmschina.org/。 截稿日期：2018 年 7 月 31 日。
二、报名参会：

会议地址：云南省昆明市云安会都（昆明市西山区石安公路马街路口）
会议时间：2018 年 11 月 2 日（周五）报到
2018 年 11 月 3 日至 4 日（周六、周日）学术会议 
三、会议联系人：赵万秋 13150754030         罗浩天 15608898688         胡    丹 13518787993

                                  何晓清 15925191873         范新宇 13987102527         朱跃良 13577055695
组委会诚挚地邀请您参加本次盛会，我们期待您的光临！

                                                                                                                

中华医学会学术会务部                                                                                                             
中华医学会显微外科学分会                                                                                                       

SICOT 中国部显微外科专业委员会
全军显微外科专业委员会                                                                                                                    

2017 年 12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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