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届手外科稷下论坛、International Wide-awake Hand
Surgery Symposium, Pre-congress of IFSSH Meeting 会议日程
会议注册时间：2019 年 6 月 13 日 (周四) 10:00-20:00

会议时间 14 -15 日(周五、六)全天

2019 年 6 月 14 日 (周五)
08:00-08:05

会议开始

时间

题目

08:05-09:25

讲者
天津医院手外科专题（80min）

主持人：赵建勇、邢树国
08:05-08:25

肘管综合征的病理研究

马信龙（20 min）

08:25-08:35

原位松解术治疗肘管综合征

詹海华（10 min）

08:35-08:45

传统的尺神经前移术治疗肘管综合征

张建兵（10 min）

08:45-08:53

肘管扩大术的临床体会

宫可同（8 min）

08:53-09:01

穿支皮瓣术中供区与受区问题的探讨

尹

路（8 min）

09:01-09:09

手部恶性肿瘤

周

强（8 min）

09:09-09:18

足部皮瓣在手部创面的应用

张

波（8 min）

09:18-09:25

手部脱套伤的治疗

曹树明（7 min）

09:25-10:05

参会人员现场发言

10:05-10:20
10:20-12:00

茶

歇

南通大学附属医院专题：我们手外科和国际现状相比认识不足处（100 min）

主持人：田文、张建兵
10:20-10:40

腕部疾病要认识到或跟上的概念和治疗方法

邓爱东（20 min）

10:40-10:55

神经转位技术：现有那些方法、什么时候可用，争
议和有限性

邢树国（15 min）

10:55-11:10

国外手部软组织修复注重什么：为什么他们要选这
些方法

陈

靖（15 min）

11:10-11:25

哪些国外的手术方法我们还不了解

谭

军（15 min）

11:25-11:31

我国工作量大, 且部分手术很熟练：学术上差距多
少？

汤锦波（6 min）

11:31-11:36

注意证据等级：让 Level I 研究提供指导意见

汤锦波（5 min）

11:36-12:00

讨

论

12:00-13:30

午

餐

13:30-15:00

北京积水潭医院专题（90min）

主持人：谢仁国、谭军
13:30-13:45

手部畸形综合征

田

13:45-14:00

先天重复拇指分型和治疗

赵俊会（15 min）

文（15 min）

14:00-14:15

如何做好示指拇指化

陈山林（15 min）

14:15-14:30

并指分型与治疗

刘

波（15 min）

14:30-14:45

巨指

郭

阳（15 min）

14:45-15:00

BC 法

薛云皓（15 min）

14:45-15:00

讨

论

15:00-15:15

茶

歇

15:15-16:35

山东省立医院专题（80min）

主持人：陈山林、尹

路

15:15-15:22

腹部皮瓣二次移植在拇手指再造中的应用

刘林峰（7 min）

15:22-15:29

指端的再造-追求正常

仇申强（7 min）

15:29-15:36

推进皮瓣修复指背创面-我的做法

王增涛（7 min）

15:36-15:43

手指窄环形缺损的修复

王增涛（7 min）

15:43-15:50

管径小于 0.3mm 的动脉为蒂的小面积游离皮瓣移植
是否可靠？

陈

15:50-15:57

桡动脉掌浅支皮瓣的解剖与临床应用

文朝喜（7 min）

15:57-16:04

复拇指畸形的手术策略及随访

王德华（7 min）

16:04-16:11

显微再植手术中的止血方法

刘志波（7 min）

16:11-16:18

不同类型并指畸形的治疗策略

张立山（7 min）

16:18-16:35

讨

16:35-16:55
16:35-16:55

超（7 min）

论

国外参加人员发言

Microsurgical flap transfers in Korea

16:55-18:30

Sang-Hyun Woo (20 min)
辩论（95min）

主持人：王增涛、詹海华
16:55-17:10

指端缺损最佳修复方法？

陈超 VS 文朝喜 VS 刘林峰

17:10-17:25

转位皮瓣与游离皮瓣在手部修复的应用

尹路 VS 徐建华

17:25-17:35

截肢与保肢的选择？

朱达克 VS 张波

17:35-17:50

Kienbӧck’s 病哪些手术无效, 那些有效(what are
useful, what are not useful procedures)？

尹路 VS 徐建华 VS Gregory Bain

17:50-18:05

尺神经前置(anterior transposition of ulnar nerve: are
there any indications)：有限的适应症是什么？

曹树明 VS 陈靖 VS Donald
Lalonde

18:05-18:20

神经的 super-charge 手术有效果吗？ (Nerve supercharge procedure efficient or not?)

陈超 VS Elisabet Hagert

18:20-18:30

需要 Intrinsic plus position 位置固定手掌骨折吗？

邢树国 VS 赵欣 VS Donald Lalonde

夜间专场（90min）
20:30-21:15

Nerve compartment syndrome: what is new?

Elisabet Hagert（45 min）

21:15-22:00

What is new in wide-awake hand surgery?

Donald Lalonde（45 min）

2019 年 6 月 15 日 (周六)
08:00-10:00

我国手外科 wide-awake 手术专题

主持人：宫可同
08:00-08:15

wide-awake 在上肢肌腱转位中的应用

尹

08:15-08:30

wide-awake 在伸肌腱中央束抵止点重建中的应用

徐建华（15 min）

08:30-08:45

wide-awake 在手部骨折中的应用

高燕新（15 min）

08:45-09:00

天津医院手外科临床应用 wide-awake 的体会

詹海华（15 min）

09:00-09:15

南通大学开展 wide-awake 情况及特点

邢树国（15 min）

09:15-09:22

开展 wide-awake 手外科手术

陈

09:22-09:29

Wide-awake 在我院应用 5 年的介绍

李向荣（7 min）

09:29-09:36

Wide-awake 方法用于手的骨良性肿瘤切除

朱

09:36-10:00

讨

论

10:00-10:15

茶

歇

10:15-10:55

路（15 min）

超（7 min）

磊（7 min）

手外科修复论文报告（5 人，8min 报告）

主持人：黄建新、宿晓雷
10:15-10:23

3D 打印在手外科及上肢骨科中的应用

赵建勇（8 min）

10:23-10:31

手部严重撕脱伤的显微外科治疗

郑晓菊（8 min）

10:31-10:39

股前外侧皮瓣的临床应用

谢仁国（8 min）

10:39-10:47

我科应用的手指创面修复方法

朱

10:47-10:55

腕关节的关节囊韧带层次解剖

张文龙（8 min）

10:55-11:00

讨

11:00-12:00

磊（8 min）

论

手外科修复论文报告

主持人：汤锦波
11:00-11:10

Distal thumb reconstruction with partial great toe
transfer

Sang-Hyun Woo (10 min)

11:10-11:20

New concepts of carpal kinematics

Gregory Bain (10 min)

11:20-11:30

Wide awake TFCC repair

Elisabet Hagert (10 min)

11:30-12:00

Wide awake hand surgery: Part 1

Donald Lalonde (30 min)

12:00-13:00

午

13:00-14:30

餐

国际手外科 wide-awake 手术方法

主持人：Donald Lalonde
13:00-13:10
13:10-13:20

Kienbӧck’s disease: Management with WALANT
Gregory Bain (10 min)
principles
Wide awake nerve decompression: lacertus and radial
Elisabet Hagert (10 min)
tunnel syndrome

13:20-13:30

Modifications of wide awake hand surgery in Korea

Sang-Hyun Woo (10 min)

13:30-14:30

Wide awake hand surgery: Part 2

Donald Lalonde (60 min)

14:30-14:45

讨

14:45-16:15

论

手外科修复论文报告（11 人，8min 报告）

主持人：詹海华、朱 磊
14:45-14:53

桡动脉掌浅支皮瓣临床应用方法

黄建新（8 min）

14:53-15:01

腕关节创伤性关节炎的分期治疗

宿晓雷（8 min）

15:01-15:09

骨锚在手外科临床应用的体会

韩

15:09-15:17

游离腓动脉穿支皮瓣在手足部软组织缺损中的应用

陈广先（8 min）

15:17-15:25

共蒂复合双岛状皮瓣修复拇指脱套及撕脱性离断伤

赵

欣（8 min）

15:25-15:33

用足底内侧皮瓣在手指皮肤软组织缺损的应用

李

统（8 min）

15:33-15:41

足部感觉皮瓣用于手指组织缺失临床报告

潘张军（8 min）

力（8 min）

15:49-15:57

Silastic interposition finger joint arthroplasty in salvage
trapeziectomy
Distraction for proximal interphalangeal joint
contractures: long-term results

15:57-16:05

舟骨骨折治疗的小切口手术治疗方法

16:05-16:13

挠骨远端骨折伴 TFCC 损伤关节镜下治疗 30 例报告 邢树国 （8 min）

15:41-15:49

16:13-16:15

论

澳大利亚、巴西和英国的手外科

16:15-16:35

Hand surgery and research in Australia

16:35-16:55

Arthroscopy in arthritic wrist and trapezium-metacarpal
joint

16:55-17:05

Hand surgery in Brazil

17:05-17:20

Training and qualification of hand surgeons in UK

17:20-17:30

Houshian S, et al（8 min）
邓爱东 （8 min）

讨

16:15-17:20

Jing SS, et al （8 min）

大会闭幕

Gregory Bain 澳大利亚
（20 min）
Carlos Henrique Fernandes 巴西
（20 min）
Carlos Henrique Fernandes 巴西
（10 min）
Shanshan Jing 英国
(15 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