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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顾问：付小兵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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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保国

于学忠

蒋建新

会议信息

Conference Information

为更好地促进创伤、灾难与急诊医学的国内外学术交流，进一步提升我国急诊医学、创伤救

江观玉

治及灾难医学救援的水平，浙江省医学会、中华医学会创伤学分会创伤急救与多发伤专委会、浙
大会主席：张连阳    张   茂

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浙江省科学技术协会联合主办 2016 年灾难与创伤急救西湖国际论

大会学术委员会：（按照姓氏笔画排序）

坛、第四届全国创伤急救与多发伤学术会议，会议由浙江大学急救医学研究所、浙江省急诊医学

Susan Briggs    Perren Cobb    Lin-Ti Chang    David L. Schriger    Li Zheng   

质量控制中心承办，同时举办国家级继续医学教育项目：多发伤救治模式探讨及治疗进展。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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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会议时间：2016 年 4 月 22 日 -24 日

三、参会对象：全国急诊、创伤、重症、院前急救及相关学科的医护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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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秘书处：
徐善祥

及灾难医学的专家就相关的热点话题进行专题报告，现将会议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二、会议地点：浙江雷迪森铂丽大酒店（杭州市萧山区市心北路 108 号）

大会组织委员会：（按照姓氏笔画排序）

潘红霞

将邀请到美国、法国、德国、日本等国的著名专家，和国内（中国香港、中国台湾）急诊、创伤

四、大会部分特邀讲者：
1.                付小兵  教授  
                       中国工程院院士
                       解放军总医院生命科学院院长
     
2.                姜保国  教授  
                       中华医学会创伤医学分会主任委员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院长
3.                于学忠  教授  
                       中华医学会急诊医学分会主任委员
                       北京协和医院急诊科主任
  
4.                蒋建新  教授  
                       中华医学会创伤医学分会前主任委员
                       第三军医大学野战外科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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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陈玉国  教授  
                       中华医学会急诊医学分会候任主任委员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副院长
6.               张连阳  教授  
                       中华医学会创伤医学分会常委、中会医学会创伤学分会创伤急救与多     
              发伤专委会主任委员、中国医师协会创伤外科医师分会副会长、
              第三军医大学附属大坪创伤专科医院院长
7.               白祥军  教授  
                       中华医学会创伤医学分会常委、中华医学会创伤医学分会创伤急救与
                 多发伤专委会副主任委员、
中国医师协会创伤外科医师分会副会长、
              
              华中科技大学附属同济医院创伤外科主任
8.               都定元  教授  
                       中华医学会创伤医学分会常委、中华医学会创伤学分会创伤急救与多
              发伤专委会副主任委员、重庆市急救医疗中心副院长

2016

14.              David L. Schriger  教授  
                      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罗纳德里根医学中心急诊科教授
15.              Li Zheng  博士  
                      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罗纳德里根医学中心急诊护理专家
16.              Gui-Rong Wang  教授  
                      美国上州医科大学创伤外科学教授
17.              Jean-Jacques Rouby  教授  
                       法国巴黎第六大学 Pittie-Salpetriere 医院 SICU 教授
18.              Olivier Langeron  教授  
                      法国巴黎第六大学 Pittie-Salpetriere 医院 SICU 主任

9.               赵晓东  教授  
                       中华医学会创伤学分会创伤急救与多发伤专委会副主任委员
                       解放军总医院 304 医院急救部主任

19.              Qin Lu  教授  

10.               帕尔哈提·拜合提  教授  
                        中华医学会创伤学分会创伤急救与多发伤专委会副主任委员
                       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副院长  

20.              Jan-Thorsten Grasner  教授  

11.               Susan Briggs  教授  
                       美国创伤外科医师协会副主席
                       美国哈佛医学院国际创伤与灾难医学研究所所长

                      法国巴黎第六大学 Pittie-Salpetriere 医院 SICU 临床研究主任

                      德国 Schleswig-Holstein 大学附属医院急救部主任
21.              Takeaki Matsuda  教授  
                      日本杏林大学医学部急救医学科
22.              罗崇杰  教授  

12.               J. Perren Cobb  教授  
                       美国哈佛医学院麻省总医院外科 ICU 主任

                      台湾外伤医学会理事长

13.               Lin-Ti Chang  博士  
                       美国哈佛医学院麻省总医院临床业务部主任助理

23.              杨晓红  博士  

                      国泰综合医院外科重症、外伤科主任

                     香港中文大学威尔斯亲王医院创伤委员会联络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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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会议内容：
会前会一 4 月 22 日 14:00—18:00 如何做好科主任 / 护士长——急诊学科建设论坛

主会场一 4 月 23 日 08:00—12:00 创伤与灾难应对——全球的共同挑战

1. 急诊学科发展不是梦——立足特色、促进全面发展

1. 创伤救治的进展与挑战

2. 急诊学科发展需要精神——文化建设不是空话

2. 努力构建中国特色的创伤救治体系

3. 急诊 & 重症一体化发展——有利于共同进步是王道

3. 互联网 + 时代——急诊医学发展的机遇 or 挑战？

4. 急诊的医疗安全——常见的陷阱与对策

4. 提高中国心肺复苏的效果—我们还可以在哪些方面努力？

5. 急诊科的 PDCA & QCC——不只是依样画葫芦

5. 大规模恐怖袭击的应急救援——来自波士顿的经验

6. 急诊科的人才队伍建设——不再是奢望

6. 大规模恐怖袭击的应急救援——来自巴黎的经验

7. 急诊科的科研发展——没有想象中高大上

7. 创伤与突发事件的医疗应急救援——来自日本的经验

8. 急诊科的绩效管理——不只是为了增加奖金

8. 大规模伤亡事件的医院内应对——来自德国的经验

9. 急诊室的病人滞留——不是我们不努力！

9. 腹部创伤救治——用流程规避风险

会前会二 4 月 22 日 14:00—18:00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急诊青年医师论坛

分会场一 4 月 23 日 13:30—17:30 创伤急救与多发伤救治

1. 澳大利亚的全科医疗体系——我们能借鉴什么 ?

1. 创伤中心建设——内涵保证救治效果

2. 与猪相守，与鼠为伴——美国访学与后访学时期的科研感悟

2. 外伤陷阱——认识临床常见失误与防范

3. 于细微处见真章——UCLA 创伤急救的学习体会

3. 创伤救治水平由谁说了算——创伤品质评鉴

4. 速度、激情、同质——德国同行告诉我们什么？

4. 灾难现场检伤——谁是幸运儿？

5. 法兰西不只有浪漫——巴黎危重症研修的启示

5. 预防 TCA——从院前到急诊室我们能做什么？

6. 我渴望急诊临床水平的快速成长——借问路在何方？

6. 预防 TCA——如何做好损伤控制性复苏？

7. 急诊科研水平的提升——有可能迅速获得 10 年功力的增长？

7. 血流动力学不稳定骨盆骨折—认识腹膜外填塞的价值

8. 场景模拟：准备离院的急诊病人突发病情恶化——你准备好如何应对吗？

8. 主动脉球囊阻断术——能让严重创伤患者起死回生？
9. 严重创伤患者的截肢与保肢——的确是艰难的抉择！
10. 新反恐形势下的紧急医疗应对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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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会场二 4 月 23 日 13:30—17:30 严重创伤的 ICU 救治

2016

分会场四 4 月 23 日 13:30—17:30 急诊护理分会场

1. 严重创伤的 ICU 救治——Rules & Tips

1. 预检分诊标准——杭州模式

2. 创伤休克的 ICU 复苏——最佳策略是什么？

2. 急诊科护士的工作与培训——美国的经验

3. 严重创伤的凝血障碍——TIC 还是 DIC?

3. 急诊护理质量控制——让数据说话

4. 严重创伤的肾脏——真的伤不起

4. 急性脑卒中溶栓流程——时间就是大脑

5. 严重创伤的 ICU 救治——有超声就是任性！

5. CPR 质量监控与反馈——进入精准时代

6. 严重创伤的气管切开——何人 / 何时最合适？

6. 急诊胸痛流程——护理团队策略作用

7. 严重创伤的脓毒症——挑战与对策

7. 急诊患者就诊等待——我们能做什么

8. 严重创伤的镇痛与镇静——理想与现实的选择

8. 急诊护士规范化培训——队伍提升的必由之路

9. 严重创伤的营养治疗——与其他危重症有区别吗？
10.严重创伤的 VTE 防治——困惑与抉择

分会场三 4 月 23 日 13:30—17:30 医疗急救 / 保障论坛

专题会 4 月 23 日 18:30—21:00 浙江省创伤急救论坛

1. 大型集会 / 活动的医疗急救保障——北京的经验

1. 浙江省创伤应急救治中心创建签约

2. 大型集会 / 活动的医疗急救保障——上海的经验

2. 浙江省创伤急救的现状与展望

3. 大型集会 / 活动的院内急救保障——我们准备好了吗？

3. 严重烧伤的急诊处理——没有烧伤科医师时咋办？

4. 直升机医疗应急救援——在中国已经不是梦想！

4. 提高创伤救治能力——拿到 ATLS 证书足够了吗？

5. 突发事件的医疗应急救援——互联网 + 时代会不同？

5. 创伤小组的内涵——我们真正理解了吗？

6. 特殊对象的医疗急救保障——急诊科只有负担吗？

6. 创伤梗阻性休克——我们是否还有下一次侥幸？

7. 急性心力衰竭的急诊室识别与处理——2015 年的更新

7. 降主动脉破裂救治的神器——体外循环深低温低流量修复

8. 急性肺栓塞的急诊室识别与处理——2015 年的更新

8. 多发伤合并肢体离断伤——再植重建的风险

9. 练就火眼金睛——识别急诊室的特殊感染
10.借我一双慧眼——识别急诊室的特殊中毒

2016 年灾难与创伤急救西湖国际论坛

6

第四届全国创伤急救与多发伤学术会议
2015 West-Lake International Forum On Disaster Medical Response and Trauma Care
2016

2016

主会场二 4 月 24 日 08:00—12:00 急诊急救

1. 飞机：萧山国际机场到雷迪森铂丽大酒店约 20 公里，打车约 100 元

1. 建设胸痛中心，促进急诊学科发展

2. 铁路 : 杭州火车东站坐地铁 4 号线 , 到钱江路站换乘 2 号线 , 到建设三路 D 口出

2. 认识和处理急诊室的风险——我们足够重视了吗？

3. 自驾车：杭甬高速从萧山东出口下，杭金衢高速从萧山南出口下

3. 多发性创伤的救治——来自法兰西的经验
4. 高流量氧疗——急危重症呼吸治疗的新神器？
5. 关注急危重患者的“第 5 生命体征”——疼痛的规范评估与处理
6. POCT 是急危重患者快速评估的利器——挑战与展望
7. 脓毒症急性肺损伤的研究进展
8. 提高心肺复苏的效果——急诊学科发展的重要途径

六、费用：会务、资料费共 1000 元 , 统一安排食宿（费用自理，标间 230 元 / 床 / 日）。
七、会议学分：经考核合格，授予国家级医学继续教育学分 10 分。
八、会议交通线路：

九、有意参加者请于 4 月 1 日前使用电子邮件报名（traumaforum@163.com），按
照所附回执单格式注明单位、姓名、手机、住宿要求。
十、联系人及方式：
               赵小纲 (13958092191，zxghxd@126.com)
               潘红霞（15068878307，panhongxz@163.com）

                                                                                                   浙江省医学会（代章）
                                                                                               
中华医学会创伤学分会创伤急救与多发伤专委会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浙江省科学技术协会
                                                                                                           2016. 01.12

参会回执单
（可按照如下格式以邮件返回相关信息）
姓名

性别

工作单位及科室

手机号码

邮箱

住宿床位要求

注：住宿床位要求是指 1 床（与他人合用 1 个标间）或 1 个标间，务请提前告知会务组、便于预留房间

C

交流、合作、共发展

ommunication, cooperation, common development

这里……是多学科交流的良好平台
是展示自我与学科风采的窗口
是寻找发展捷径的源泉
无论您来自哪里，无论您关注什么
总会找到您所感兴趣和令您惊喜的亮点
学科建设、青年医师发展、国际热点、国内风尚、创伤中心建设
灾难应对、疑难复杂危重急症处置、科研能力提升、急诊护理发展……
最美四月的杭州欢迎您来相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