邀请函
尊敬的各位同道：
由中国医师协会、中国医师协会创伤外科医师分会主办，香港大学深圳医院、深圳市医师协会承办，
广东省医师协会、王正国创伤医学发展基金会协办，中华创伤杂志、中华创伤杂志（英文版）、创伤外科
杂志提供学术支持的“中国医师协会第六届创伤外科医师年会”将于2020年9月15日至17日在深圳举行，
采用线下＋线上会议模式。
中国医师协会创伤外科医师分会成立于2014年11月，分会自成立以来一直致力于推进我国创伤医学
发展，提高严重创伤救治水平，保障创伤外科医师的合法权益，努力促进学科发展和加快创伤外科医师的
培养，引进吸收消化国内外先进救治技术，加强国内外交流。大会将邀请王正国院士、付小兵院士等国内
著名专家，以及邀请国内知名创伤外科专家授课，大会以“救死扶伤、共创未来”为主题，将围绕“创伤
临床服务、创伤教育、创伤科研、创伤中心和创伤体系建设以及抗疫专题论坛”等内容开展学术讨论，希
望通过本次会议的学术交流，各位同道能够获得更多新的知识，提高临床救治技能，了解创伤科研和教育
现状，以及国际上创伤科学的新进展。

第六届中国医师协会创伤外科医师年会名誉主席

第六届中国医师协会创伤外科医师年会主席

卢宠茂

杨卓欣

第六届中国医师协会创伤外科医师年会执行主席

樊敬文

王天星

2020年08月

会议注册
会务费包括注册费、会议餐费；代表住宿、交通费自理
时间

类型

注册费

2020年9月15日

现场参会代表

1000元／人

报到地点、会议地点：香港大学深圳医院科教管理楼
地址：深圳市福田区海园一路1号
会议期间，请登录大会官网点击“大会直播”按钮，进入会议直播界面，选
择相应会场，进入会议直播间；此外本次大会设置“视频回顾”、“电子壁报”、
“电子论文集”、“企业展示”等专区，您可以根据兴趣选择，尽情享受学术盛宴。
会议官网：http://cswk2020.meetingchina.org

关注二维码
了解会议信息

住宿酒店
深圳博林圣海伦酒店
地址:深圳福田华侨城侨城东路2002号
电话:0755-82829966

蓝夕精品酒店
地址：深圳南山区欢乐海岸海园二路9号
电话：0755-86152533

防疫须知
所有学员均需遵会场的防控要求，核查流行病学史及测量体温，进入会议室需出示行程码、健康申报
绿码。有流行病学史或有发热、呼吸道症状的人员不予参会。
会场门外将放置手消液，学员均需进行手卫生处理，按照指引隔位分开就坐，会议全程佩戴口罩。
如会议期间有学员出现发热或呼吸道症状，请立即通知会场工作人员，工作人员将在第一时间下陪同
到急诊发热诊室就诊，停止继续参会。

联系我们
中国医师协会
王向阳 010-63319867

中国医师协会创伤外科医师分会联系人
蹇廷旭 15823821526

承办单位联系人
张 媛 13760173014
章桂喜 13538198100
谢佳铭 0755-25870983

会务联系人
薛 雨 18600881871
兰 群 18601979225

住宿联系人
赵 禹 13810313654
订房邮箱：traumabooking@163.com

会议日程
2020.9.15

多媒体会议室（科教楼1/F）

13:00-15:30 分会场一：灾难与创伤急救学组及青年委员会分会场
第一节：灾难与灾害专题

主持：朱长举 姜玉峰 赵光峰

13:00-13:12

高能爆炸伤救治的实践与思考

张 茂

浙江大学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

13:12-13:24

温岭槽罐车爆炸救治分享

郑志坚

台州温岭市第一人民医院

13:24-13:36

地震灾难急救新模式的探索

潘春球

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

13:36-13:46

讨论
第二节：创伤救治专题

主持：杨世疆 黄育强 张其庸

13:46-13:58

创伤外科关键理论和核心技术

都定元

重庆大学附属中心医院

13:58-14:10

大肢体保肢的机遇与挑战---严重创伤保肢or保命

赵

山东第一医科大学附属中心医院

14:10-14:22

急诊医学科在创伤救治中的地位和作用

杜工亮

陕西省人民医院

14:22-14:34

系统性创伤复苏程序与实践救治案例

陈科锦

香港大学深圳医院

14:34-14:44

讨论

许永安

浙江大学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

第三节：青委专题报告

刚

主持：夏 飞 胡景春 冯 珂

14:44-14:56

45例创伤性主动脉损伤转诊救治流程及效果分析

14:56-15:08

桥接组合式内固定系统治疗骨盆后环不稳定性骨折1例并文献复习 陈 勇

云南省中医医院

15:08-15:20

非压迫性躯干出血救治

李 阳

陆军特色医学中心（大坪医院）

15:20-15:30

讨论

15:30-18:10 多发伤学组和交通伤学组分会场
第一节 主持人：张进军 邓少杰 李 峰
15:30-15:50

中国创伤救治的信息化支撑与数据库建设

王天兵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创伤救治中心

15:50-16:10

失血性休克的液体复苏

朱凤雪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创伤救治中心

16:10-16:30

云南创伤救治体系基层建设经验

邵 标

云南省昆明市第一人民甘美医院

16:30-16:50

创伤体系建设对院前急救的影响

何 辉

贵州省贵阳市第四医院

第二节 主持人：吕夫新 李 军 彭 磊
16:50-17:10

如何做好多发伤中的损伤控制

桑锡光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急诊外科/
创伤中心

17:10-17:30

重大突发事故群体伤急救

赵小纲

浙江大学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

17:30-17:50

骨盆骨折并发症之臀上动脉损伤病例分享

郭庆山

陆军特色医学中心（大坪医院）

17:50-18:10

SAI螺钉在腰骶盆三角重建术骶骨骨折中的应用

易成腊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
同济医院

19:00-21:00

中国医师协会创伤外科医师分会换届选举会
参会人员和地点由医师协会通知

2020.9.16
07:30-08:00

签到

08:00-09:00

开幕式

主持人：樊敬文

08:00-08:05

中国医师协会创伤外科医师分会第三届委员会成立仪式

待定

中国医师协会

08:05-08:10

香港大学深圳医院卢宠茂院长

卢宠茂

香港大学深圳医院

08:10-08:15

深圳市医师协会杨卓欣会长

杨卓欣

深圳市医师协会

08:15-08:20

深圳市政府/深圳市卫健委领导

待 定

深圳市政府/深圳市卫健委领导

08:20-08:25

广东省卫健委领导

待 定

广东省卫健委

08:25-08:30

中国医师协会创伤外科医师分会张连阳会长

张连阳

陆军特色医学中心（大坪医院）

08:30-08:35

中国医师协会创伤外科医师分会姜保国候任会长

姜保国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08:35-08:40

中国工程院付小兵院士

付小兵

解放军总医院

08:40-08:45

中国工程院王正国院士

王正国

陆军特色医学中心（大坪医院）

08:45-08:50

中国医师协会领导

待 定

中国医师协会

08:50-08:55

《创伤患者救治资源》新书发布仪式

付小兵

解放军总医院

08:55-09:00

合影

09:00-12:00 高峰论坛
第一节 主持人：李宗瑜 费 舟 李子龙
09:00-09:20

初心与使命：中国创面修复学科体系的建设与发展

付小兵

解放军总医院

09:20-09:40

新冠肺炎城市防控数学模型

姜保国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09:40-10:00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严重创伤紧急手术专家共识

张连阳

陆军特色医学中心（大坪医院）

10:00-10:20

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救援关键问题

白祥军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
同济医院

第二节 主持人：曾元临 刘光耀 沈 印
10:20-10:40

《中国开放性骨折诊断与治疗指南》解读

余 斌

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

10:40-11:00

颅脑战创伤救治思考

侯立军

海军军医大学附属长征医院

11:00-11:20

浓缩血小板与组织修复与再生

程 飚

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总医院

11:20-11:40

深圳市医师协会创伤外科专业委员会的定位与未来

樊敬文

香港大学深圳医院

11:40-12:00

创伤救治体系建设的一种解决方案-深圳8年实践

章桂喜

香港大学深圳医院

13:00-15:00 王正国创伤医学发展基金会《青年论坛》优秀论文报告会
第一节 主持人：贾国强 杨大威 胡 平
13:30-13:38

老年严重创伤救治中的“损伤控制”原则

周世发

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13:38-13:46

海上创伤救治的治疗进展

赵 亮

海军军医大学附属长征医院

13:46-13:54

ECMO在重症烧创伤患者抢救中的应用

罗高兴

陆军医大学西南医院全军烧伤中心

13:54-14:02

基于医疗数据湖的医院创伤专病数据库的设计与实现

吴燕秋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14:02-14:10

渐进性关腹术一种新的暂时性腹腔关闭术后早期确定性腹壁关闭技术

谭嘉鑫

陆军军医大学大坪医院

第二节 主持人：徐 峰 贾燕飞 荔志云
14:10-14:18

多发伤合并肝外胆管损伤的诊断与治疗：系统综述附两例病案报告 刘 涛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
同济医院

14:18-14:26

骨搬运并发症的原因分析及治疗

王博炜

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

14:26-14:34

骨盆骨折合并Morel-Lavallee损伤的治疗策略

王志勇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

14:34-14:42

转录组水平探讨PRP调控皮肤创面再上皮化的机制

许鹏程

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总医院

14:42-14:50

破伤风卫生经济学

王洪波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14:50-15:00

《青年论坛》优秀论文颁发仪式

15:00-18:00 抗击疫情专题报告
第一节 主持人：李湘民 曹 钰 郁毅刚
15:00-15:20

铁肩担使命 奋勇战江城

邓 进

贵州医科大学附院

15:20-15:40

基于临床特征的COVID-19伴发合并症患者生存分析

董桂英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15:40-16:00

军队首批抗疫医疗队前线工作实践与思考

解 雨

陆军军医大学大坪医院

16:00-16:20

新冠疫情常态化防控下的创伤中心工作 （同济医院）

李占飞

武汉同济医院

第二节 主持人：欧阳军 崔正军 吕 欣
16:20-16:40

新冠肺炎疫情状态下创伤骨科医护人员防护及应对
病人诊疗的对策

喻爱喜

武汉大学中南医院

16:40-17:00

创伤患者的ICU治疗

唐泽君

香港大学深圳医院

17:00-17:10

新冠肺炎重症隔离病房患者的临床护理

胡新颖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17:10-17:20

疫情一线护士睡眠质量与情绪状态工作疲溃感的现状
与相关性研究

汤曼力

武汉同济医院

17:20-18:00

讨论

2020.9.17

学术报告厅（圆球）

08:00-10:00 创伤重症学组及创伤康复学组分会场
创伤重症专场

主持：侯立军 陈尔真

08:00-08:12

重症医学在抗疫一线的作用

陈尔真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

08:10-08:20

群体烧伤集中救治的体会

韩春茂

浙江大学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

08:20-08:30

ECMO在重症烧创伤抢救中的应用

罗高兴

陆军军医大学西南医院全军烧伤中心

08:30-08:40

EIT在呼吸支持决策中的作用

瞿洪平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

08:40-08:50

创伤脓毒症的精准诊治

张 茂

浙江大学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

08:50-09:00

茶歇

康复与功能重建专场 主持人：侯立军 陈尔真
09:00-09:10

严重多发伤患者的救治体会附1例病例报道

李一明

海军军医大学长征医院

09:10-09:20

周围神经损伤的治疗进展

韩 娜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09:20-09:30

封闭负压吸引（VAC）技术在神经外科的应用

黄齐兵

山东齐鲁医院神经外科

09:30-09:40

重症创伤患者的早期吞咽评估及康复治疗

陈 真

上海第一康复医院

09:40-09:50

严重肝创伤后肝功能障碍的康复与营养

黄 骞

东部战区总医院

09:50-10:00

总结 茶歇

10:00-12:00 老年创伤学组与创面修复学组分会场
主持人：韩春茂
10:00-10:10

专委会工作会

专委会主委

10:10-10:30

技术创新与创面修复和组织再生

付小兵

解放军总医院

10:30-10:50

内镜支持下的窦道创面处理技术

陆树良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

10:50-11:10

创面修复中心的建设

韩春茂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11:10-11:20

老年髋部骨折的陷阱和注意事项

林遵文

11:20-11:30

老年人慢性硬膜下血肿的诊治

黄学锋

11:30-11:40

老年腹部创伤围手术期的管理要点

陈海鸣

11:40-11:50

心脏手术后切口感染合并肋软骨炎处理案例分享

张基勋

11:50-12:00

伤口氧的未来

沈月宏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12:00-12:10

创伤质量改进项目的实践分享

邱思远

香港大学深圳医院

12:00-13:00

江西南昌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午餐会

13:00-15:30 创伤感染学组分会场
第一节 主持人：余 斌 李开南 李 忠

梁 笃

13:00-13:15

骨感染骨缺损的显微外科治疗

倪江东

中南大学第二附属湘雅二院

13:15-13:30

骨折相关感染细菌培养规范取材的研究进展

林凤飞

厦门大学附属福州第二医院

13:30-13:45

急性骨筋膜室综合症早期诊断与处理原则

苏 伟

广西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3:45-14:00

儿童髋关节感染后遗畸形及缺损的重建

覃承诃

广东省第二人民医院

14:00-14:15

骨感染的治疗体会

谭文甫

南华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第二节 主持人：陈海云 邓雪峰 刘黎军 孙鸿涛
14:15-14:30

膜诱导成骨在儿童大段感染性骨缺损中的运用

陈顺有

厦门大学附属福州第二医院

14:30-14:45

夏科氏关节的诊断和治疗

朱永展

广东省佛山市中医院

14:45-15:00

胫骨感染性缺损的处理方法

严 立

武汉市第四医院

15:00-15:15

胫骨骨搬运术后并发症的处理

胡岩君

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

15:15-15:30

外固定架的基本技术

林庆荣

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

15:30-15:35

总结

15:30-18:00 创伤后特殊感染与咬蛰伤学组分会场
主持人：范 昭 李建国
15:30-15:50

我国动物致伤概述

王传林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15:50-16:10

动物致伤后破伤风的预防与治疗

刘 斯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16:10-16:30

世界与中国破伤风简史

陈庆军

北京市和平里医院

16:30-16:50

“新冠”疫情下海蜇蜇伤救治

王培戈

青岛大学附属医院

16:50-17:10

“新冠”疫情下毒蜂蜇伤的对策

肖 敏

武汉科技大学附属天佑医院

17:10-17:30

“新冠”疫情下毒蛇咬伤救治

王 威

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17:30-17:50

创伤弧菌感染外科处置经验分享

周喆刚

北京大学深圳医院

17:50-18:10

严重破伤风救治相关

张齐龙

江西省胸科医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