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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杭区第一人民医院6号楼2楼会议室

（杭州市余杭区临平迎宾路369号）

地点

浙江省医师协会骨科医师分会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余杭分院

主办单位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余杭分院

承办单位

通过考核者，可以获得国家级和省级继续医学教育 I  类学分

国家级继续医学教育项目，编号：2018-04-07-275（国）

浙江省继续医学教育项目，编号：2018-04-07-008（省）

项目编号

骨科临床实用技术新进展学习班

基层脊柱外科微创治疗新进展学习班

项目名称

严世贵

大会主席

15:00-18:00
报到（浙医二院余杭分院行政楼1楼大厅）

会务协调：陈婷18858260319、沈丽华15372002637

卫星会——“文武双全”骨科研讨会

会议地点 浙二医院余杭分院行政楼4楼会议室

会议报到
浙二医院余杭分院行政楼4楼会议室（会务接待：卫星会会务
组15024441748）

会议时间 15:00-17:30

2018 年 03 月 30 日（周五）

李万里

高志朝

大会执行主席

时间

2018年3月30日：15:00-18:00报到（浙医二院余杭分院行政楼1楼大厅）

2018年3月31日：8:00-17:00大会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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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03 月 31 日（周六）   主持人：严世贵教授

08:00-08:05 开幕式：严世贵教授开幕致辞

主持人
严世贵	教授
高志朝	教授	

08:06-08:10 浙江省医师协会领导致辞 田云鹏	秘书长

08:10-08:20 医院领导致辞
袁虹	院长、李小军	科教院长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
属第二医院余杭分院）

08:20-09:00 内轴膝设计理念及手术技术
Bruce 教授	（悉尼大学concord医学院）
蔡迅梓主任翻译

09:00-09:20 快速康复在骨科临床中的应用 严世贵	教授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09:20-10:30
现场手术直播
-	Evolution内轴型全膝关节置换术

会场讲解：蔡迅梓	主任
手术：Bruce 教授	（悉尼大学concord医学院）	/		包家鹏	博士、孟永俊	主
任、金伟强	主任

10:30-10:40 茶歇

10:40-11:00 脊柱微创外科治疗 陈其昕	教授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主持人
陈其昕	教授
潘志军	教授

11:00-11:20 感染性骨缺损的治疗 潘志军	教授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11:20-11:40 局麻下脊柱内镜入路椎间盘摘除术 王跃	主任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

11:40-12:00 颈椎间孔狭窄的诊治和治疗思考 王向阳	教授（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午餐（12:00-13:00）（现场提供免费盒饭）

13:00-13:20 退行性脊柱侧弯的诊断与治疗 赵凤东	教授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

主持人
赵凤东	教授
李万里	主任

13:20-13:40
颈椎创伤治疗原则——AAOS2018指南
解读

李万里	主任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13:40-14:00 站在时代的宽度看全膝置换 吴浩波	主任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14:00-14:20
OLIF手术在腰椎滑移中的应用及
思考

高志朝	教授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余杭
分院）

14:20-14:40 肘关节恐怖三联征的治疗 冯刚	主任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14:40-15:00 陈旧性踝关节骨折的手术治疗 苗旭东	主任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15:00-15:30
基层医院骨科专科化建设之路
——yes  or no?

讨论嘉宾：
正方（5人）廖乐明；王建；金永明；吴冰；张锋
反方（5人）张立岩；顾晓民；郑国富；曹国平；谭
延斌

主持人
潘志军	教授

15:30-15:40 大会闭幕式
主持人

严世贵	教授

15:40-17：00 学分证申领地点浙医二院余杭分院行政楼1楼大厅 沈丽华

余杭区骨科质控中心2018年第一次委员会会议

16:30-17:30
余杭区骨科质控中心2018年第一次委
员会会议

执行主任、秘书、全体委员
主持人

骆俊杰	医疗院长
朱六龙	主任

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生导师，浙江省骨科及关节外科学

科带头人，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骨科主任，浙江

大学骨科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主任医师。

长期从事骨关节外科的临床诊疗和基础研究，二十

余年来有四千例左右的人工关节置换手术经历，对复杂

性髋关节置换术有丰富的诊治经验。多次在美国、德国

等国家的骨科专科医院关节外科研修及交流。现为《中

华骨科杂志》副主编，《中华关节外科杂志》常务编委，《中国矫形外科杂志》常

务执行编委，中华医学会骨科分会常务委员，中华医学会骨矿盐及骨质疏松分会

委员，浙江省医学会骨科分会前任主任委员，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和国家科技进

步奖评审专家。

严世贵     浙医二院骨科 主任医师

Warwick J.M. Bruce 教授

悉尼大学Concord医学院教授 

Concord荣民综合医院骨科主任（1998-2002） 

澳洲皇家外科医学院荣誉院士（F.R.A.C.S） 

威尔士亲王医院荣誉顾问 

国家人工关节注册中心（National Joint Registry）董事会

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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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任医师，博士生导师，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骨

科副主任。中华医学会手外科学会委员，浙江省医学会骨

科分会委员，浙江省医学会显微外科分会委员。浙江省骨

科质量控制中心常务副主任。

研究方向：复杂性骨折、骨盆髋臼骨折、老年性髋

部骨折以及骨折并发症（如骨折不愈合、创伤性骨髓炎

等）的诊治。擅长骨折不连接，及术后感染的治疗。

省级足踝专家，骨科学博士，副教授中华医学会骨科分会

足踝学组全国委员，中国医促会足踝学组副组长，中国医

师协会足踝专业委员会全国委员，兼前足学组副组长，中

国医师协会肢体重建委员会全国委员，浙江骨科分会创伤

学组副组长。

擅长：足踝疾病的外科治疗，下肢复杂创伤及畸

形矫正，骨与软组织肿瘤，对复杂足踝畸形、严重足

拇外翻畸形、青少年和成年获得性平足症、各种新鲜和陈旧性足踝创伤如

LISFRANC损伤、距骨和跟骨陈旧性损伤及其后遗症的治疗进行了较为系统

地探索研究并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

潘志军     浙医二院骨科 主任医师

苗旭东     浙医二院骨科 主任医师陈其昕     浙医二院骨科 主任医师

主任医师，博士生导师，浙医二院骨科副主任，浙江大学骨

科研究所副所长。

主攻学科：骨外科（脊柱外科）；研究方向：脊柱畸

形临床研究，脊柱退行性疾患的基础及临床研究，曾在

日本福井大学医学院骨科、美国TSRH医院骨科、奥地利

Innsbruck大学医学院骨科进修（主攻脊柱外科。擅长治

疗：各种脊柱畸形（脊柱侧凸畸形，脊柱后凸畸形）手术

治疗，强直性脊柱炎畸形手术矫正，腰腿痛、颈椎病、脊柱感染性疾病（脊柱结

核）、脊柱脊髓损伤等的手术治疗。各种脊柱疾患的微创手术（包括：下腰痛的椎

间盘镜下手术，脊柱骨折经皮微创手术，上颈椎创伤的经皮内固定术，脊柱侧凸

胸腔镜下矫形手术）。	

现任SDSG（脊柱畸形研究会）中国部委员；SAS（脊柱非融合学会）中国部

委员；中国医师协会脊柱畸形工作组委员；海峡两岸交流会骨科专业委员会委

员；中华骨科学会脊柱外科学组委员；中国脊柱脊髓损伤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

浙江省骨科学会委员；浙江省骨科学分会脊柱外科学组组长；浙江省康复医学

会理事；浙江省脊柱脊髓损伤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浙江省中西医结合骨伤科专

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Spine》中文版编委；《中华骨科杂志》通讯编委；《脊柱

外科杂志》编委。

李万里     浙医二院骨科 副主任医师

骨外科医学博士，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骨科副

主任医师，浙江大学骨外科学位点秘书北美脊柱外科协会

（NASS）会员，中国康复医学会浙江省脊柱脊髓损伤专业

委员会青年委员。

曾在美国加州大学里根医学中心（UCLA）、美国罗

马琳达大学（LLU）作访问学者，并获中国骨科医师协会

（CAOS）/北美脊柱外科协会（NASS）海外Fellow奖学

金。主要研究颈椎、腰椎退行性疾病的诊断及治疗，脊柱创伤、脊柱疾病的微创

手术治疗。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2项，浙江省自然科学基金1项，浙江省教育厅

课题1项，浙江省卫生厅课题3项。作为第一或通讯作者在国际SCI杂志和国内核

心期刊发表论著8篇，	参译专著2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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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从严世贵教授，骨科医学博士，浙江大学医学院骨科关

节病区副主任医师，硕士生导师。

现为美国骨科医师协会会员、国际关节镜、膝关节外

科、骨科运动医学学会会员，《中华关节外科杂志》通讯

编委，中国医师协会人工关节感染专业委员，浙江大学金

华中心医院合作工作站秘书，浙江省自然科学基金评委。

2012年经浙江省卫计委选拔于英国皇家联合医院进修，

多次在美国、德国等关节外科中心交流学习。主攻学科：关节外科；研究方向：

关节置换术后并发症的防治、骨质疏松的机理研究。擅长人工髋、膝、肘等关节

置换及翻修术、关节镜手术，对类风湿关节炎、先天性髋关节发育不良及脱位、

股骨头坏死、交叉韧带损伤、肩袖损伤等有丰富的临床经验。主持国家级基金2

项，发表SCI 论文20余篇，获国家发明专利2项。

吴浩波     浙医二院骨科 副主任医师

骨外科医学博士，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骨科副主

任医师。

主攻学科：运动医学，关节及关节镜外科；研究方

向：关节外科运动损伤。国际关节镜，膝关节和骨科运动

医学学会会员（ISAKOS ID: 85266）；亚太膝关节-关

节镜-骨科运动医学学会会员（APKASS）；浙江省医学

会运动医学分会青年委员。擅长：人工关节以及关节镜

外科（从事关节外科疾病治疗研究十余年，特别擅长人工关节，关节镜以及运动

损伤的治疗，浙江省内第一位同时开展髋，膝，肩，肘，踝关节镜手术的医生，擅

长膝关节、半月板损伤，膝关节韧带损伤微创治疗；肩关节、肩袖、肩盂损伤的微

创治疗；擅长髋、膝人工关节置换及翻修。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骨科主任医师，浙江省医

学会骨科分会创伤学组秘书，创伤骨科国际学术组织

AOTrauma会员兼讲师。

擅长治疗：四肢骨干，肩、肘、腕、髋、膝、踝等关节

及周围骨折，复杂的关节骨折、脱位及韧带损伤，骨盆、

髋臼骨折的治疗；创伤骨折导致的各种后遗症，如陈旧性

骨折、骨不连；四肢畸形（如膝关节周围畸形，肘关节内

外翻畸形等）及关节僵硬的松解矫正（如肘、膝、踝关节僵硬）；	微创治疗技术

治疗四肢骨折，尤其是老年股骨转子间、股骨颈骨折及四肢长骨骨干多段粉碎性

骨折；成人创伤后关节重建手术，如肩、肘、髋关节置换与重建。曾作为项目负责

人或主要参与者（前3名）参与10项科研工作，包括国际多中心临床研究1项，国

家自然科学基金4项、省自然科学基金3项，厅局级课题2项，获得了满意的研究

成果。作为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在国际、国内顶级期刊发表10余篇论著。

冯刚     浙医二院骨科 主任医师

蔡迅梓     浙医二院骨科 副主任医师

赵凤东     浙医邵逸夫医院骨科 主任医师

主任医师，医学博士，博士研究生导师，浙江大学医学院附

属邵逸夫医院骨科主任助理。中国医师协会脊柱专业委员会

委员，中国医疗促进会脊柱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华医学会浙

江省骨科学会青年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康复协会浙江省

脊柱脊髓损伤委员会委员，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评委。

2003-2004，受国家教育部留学基金委资助留学于

英国Bristol大学（University of Bristol），对脊柱脊髓疾患

有所研究。2015-2016，在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UC Davis）进行骨微结构

的力学研究和临床交流。并被北美脊柱协会（NASS）吸收为会员。多次在欧洲

和韩国等国脊柱外科中心进修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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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永明     浙江省人民骨科 主任医师

主任医师，医学博士，浙江省人民医院骨科副主任，浙江省

人民医院脊柱外科中心常务副主任（主持工作），中华医学

会骨科学分会骨质疏松学组委员，中华医学会骨质疏松和

骨矿盐疾病分会青年委员，浙江省骨质疏松与骨矿盐疾病

分会青年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浙江省脊柱脊髓损伤委员会

委员，浙江省骨科学分会脊柱微创委员会委员。

师从北京协和医院内科李学旺教授和骨科邱贵兴院

士，精通各类腰椎、胸椎、颈椎疾病的诊治，专注于脊柱退变性疾病的分期治疗

及研究。擅长颈、胸、腰椎椎间盘突出和椎管狭窄的微创手术治疗，擅长脊柱侧

弯矫形、脊柱严重创伤、肿瘤、结核的手术治疗。对骨质疏松性骨折治疗具有独

到的方法和理念。2012年赴英国接受脊柱外科专科培训3个月，同年在北京协和

医院专门学习脊柱侧弯1个月。近期发表学术文章10余篇，主持及参加省厅局级

课题多项。

主任医师，医学博士后，浙江省立同德医院骨伤科主任。

研究方向：颈、腰椎退行性疾病及创伤性疾病的临

床及科研研究。担任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围手术期专业

委员会青年委员，浙江省医学会骨科学分会青年委员，

浙江省医学会创伤医学分会委员，浙江省中西医结合学

会骨伤科分会青年委员，北美脊柱外科学会（NASS）会

员，北美脊柱外科学会（NASS）---	中国医师学会骨科

分会（CAOS）脊柱外科国际教程授课专家。国内外核心期刊发表医学论文15

篇，主持及参与省、厅级课题5项。熟练运用椎间孔镜技术及脊柱微创融合技

术治疗颈、腰椎退行性疾病。其中微创腰椎斜外侧向椎体间融合术（OLIF）处

于国内领先。

王健     浙江省立同德医院  主任医师

博士，副主任医师，博士生导师。2001年毕业于中南大学

湘雅医学院，获硕士学位。

国家留学基金委员会公派留学加拿大5年，于加拿

大University of Alberta获得医学博士学位；2012年在

加拿大皇家亚历山大医院进修脊柱外科1年；2014年获

香港大学郑裕彤博士奖学金，在香港大学玛丽医院研修

脊柱外科。从事医疗、教学、科研工作10余年，擅长脊柱

微创手术和复杂脊柱手术，主攻脊柱疾患的临床诊治、临床流行病学以及腰痛

和椎间盘退变的病理机制研究。曾在全球多个国家学习交流。	博士，副主任医

师，博士生导师。2001年毕业于中南大学湘雅医学院，获硕士学位。国家留学

基金委员会公派留学加拿大5年，于加拿大University of Alberta获得医学博士

学位；2012年在加拿大皇家亚历山大医院进修脊柱外科1年；2014年获香港

大学郑裕彤博士奖学金，在香港大学玛丽医院研修脊柱外科。从事医疗、教学、

科研工作10余年，擅长脊柱微创手术和复杂脊柱手术，主攻脊柱疾患的临床诊

治、临床流行病学以及腰痛和椎间盘退变的病理机制研究。

王跃     浙医一院骨科  副主任医师

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生导师，脊柱外科主任，骨科学系副

主任，上海交通大学医学博士，2015年全国十佳中青年骨

科医师奖获得者，浙江省高校中青年学科带头人。

2008年加拿大安大略省注册医师，在渥太华大学

附属Civic医院做脊柱外科临床Fellow1年，2013年在法

国里昂CMCR中心做短期IGASSFellow进修成人和青

少年脊柱畸形。现任中国康复医学会颈椎病专业委员

会委员，浙江省骨科学会脊柱学组委员，浙江省骨科学会青年委员会副主任委

员，中国康复医学会脊柱脊髓损伤委员会青年委员，中国康复医学会脊柱脊髓

损伤委员会结核学组委员，中国康复医学会骨与关节及风湿病专业委员会脊

柱非融合技术学组委员。

王向阳     医 院：温医大附属二医 & 育英儿童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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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志朝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余杭分院  主任医师

主任医师（2008年11月）

杭州师范大学医学院硕士研究生导师

余杭区第三届名医

余杭区“千人计划”B类人才

浙江省医学会运动医学分会委员；

浙江省医学会骨科修复与再生分会（筹）常委；

浙江省医学会运动医学分会脊柱学组委员；

浙江省老年学会脊柱关节专业委员会委员；

浙江省骨科医师协会委员；

浙江省抗癌协会骨与软组织肿瘤专业委员会委员；

浙江省医学会骨科专业委员会关节学组委员；

浙江省中西医结合学会骨伤专业委员会委员；

浙江省中西医结合学会骨质疏松专业委员会委员；

杭州市中医药学会骨伤专业委员会委员；

杭州市中西医结合学会骨伤专业委员会委员；

英国BMC Musculoskeletal Disorder杂志（SCI；

IF1.9）特约审稿人；韩国Yonsei Medical Journal杂志

（SCI；IF1.3）特约审稿人；德国Eur Spine J杂志（SCI；

IF2.1）特约审稿人。

1、本次会议免注册会务费，

会议期间（3月31日）午餐由会议统一安排，交通及住宿费自理；

2、参会者考核合格可获国家级继续医学教育		I  类学分6分和浙江省级继续医	

学教育	I	类学分5分；

学分证申领需现场签到登记，

登记时间：上午7:00-8:00，

申领地点：浙医二院余杭分院行政楼1楼大厅接待处；		

3、联系人：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斯　骋　联系电话：15068197678	

李万里　联系电话：13967116021　　邮箱：liwanli99@126.com

浙江省医师协会

丁　晖　联系电话：0571-87567892

●	坐地铁1号线到南苑站下车，从A出口步行到余杭区第一人民医院南门约580米；
     地铁1号线临平站下车，从E出口步行到余杭区第一人民医院北门约550米。

※ 会议信息

※ 会议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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