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届世界足踝大会（Global Foot
and Ankle Congress-2017）

尊敬的  先生/女士，您好！

第二届世界足踝大会（Global Foot and Ankle Congress-2017）将于2017年05月在重庆召开。

会议内容会议内容

尊敬的各位同仁：

       初夏时节逢盛会，长江河畔迎嘉宾。由世界足踝联盟（Global Foot and Ankle Communication, GFAC）主办、
百奥泰集团承办的第二届世界足踝大会将于2017年5月26日-29日在重庆万豪酒店召开。本次学术大会由亚太足踝外
科协会（Asia-Pacific Society of Foot and Ankle Surgeons，APSFAS）、中国医师协会骨科医师分会足踝专业委员
会、中华医学会骨科学分会足踝外科学组、重庆市运动创伤研究所大力协助；同时得到了重庆市科学技术委员会 、
重庆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重庆市人民政府外事侨务办公室、第三军医大学和西南医院的鼎力支持。

       第二届世界足踝大会的主题为“One World, Two Feet（足行千里）“，大会将云集世界足踝外科大师及国内外知
名足踝外科专家，围绕前足、中足、后足、踝关节、运动医学与关节镜、畸形矫正六大专题，以主题演讲、专题讨
论、大会发言、卫星会议等多种形式，集中展现足踝外科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共同分享海内外经典病例和临床经
验，同时推动国际足踝外科之间的交流与合作。

       千里为重，广大为庆。智者有智重于谋千里，容者有容庆乃容广大。重庆五月，群贤毕至，群英荟萃。在此，
我们谨代表大会组委会诚挚地邀请您莅临会议、共享学术盛宴。 

       参加本次会议的正式注册支代表可获得国家级医学继续教育Ⅰ类学分10分。

大会亮点大会亮点

100+ 国内外顶级足踝外科大咖云集

100+ 足踝研究领域的热点议题

100+ 企业展示新设备、新产品与新技术

200+ 世界著名医疗机构共同参与

300+ 报告人分享经典病例和临床经验

组织机构组织机构

主办单位：主办单位：

世界足踝联盟

支持单位：支持单位：

亚太足踝外科协会

中国医师协会骨科医师分会足踝专业委员会

中华医学会骨科学分会足踝外科学组



西南医院骨科运动医学中心、重庆市运动创伤研究所

承办单位：承办单位：

百奥泰集团

名誉主席：名誉主席：

邱贵兴 、王岩、张英泽、王坤正、姜保国、王正义、许建中

大会主席：大会主席：

唐康来、Mark Hardy

副主席：副主席：

Thomas Lee、Hajo Thermann、张建中、俞光荣、徐向阳

执行委员会：执行委员会：

 

Anish Kadakia

Anthony Perera

Carroll Jones

Christopher Hyer

Dane Wukich

Federico Usuelli

桂鉴超

Hodges Davis

Jordan Grossman

Kartik Hariharran

Kwai-ming Siu

梁晓军

Low Tze Choong

Lowell Weil， Jr.

Luke Cicchinelli

刘雷

马昕

苗旭东

Michael Dujela

Rajiv Shah

Siu-fai Yip

Shannon Rush

宋卫东



施忠民

Thomas Chang

Thomas Harris

Tun-hing Lui

Tye Liu

武勇

徐海林

Yeung-jen Chen

 

执行主席：执行主席：

梅晓丹 

秘书长：秘书长：

陶旭

 

国际讲师团国际讲师团

Akhilendra Varma (IND)                Balvinder Rana (IND)

Carroll Jones (USA)                    Christopher Hyer (USA)

Dane Wukich (USA)                    Federico Usuelli (ITA)

Glenn Weinraub (USA)                 Hajo Therman (GER)

Hong-geun Jung (KOR)                Kartik Hariharran (UK)

Keith Wapner (USA)                   Low Tze Choong (MAS)

Michael Dujela (USA)                  Patrice Diebold (FRA)

Rajiv Shah (IND)                       Rita Rae Fontenot (USA)

Sureshwar Pandey (IND)               Shannon Rush (USA)

Shiva Shankar Jha (IND)               Thomas Lee (USA)

Tye Liu (USA)

 

中国讲师团中国讲师团

鲍同柱             蔡锦方             蔡贤华             曹洪辉

常  非             常  敏             陈  刚             陈雁西

陈永仁（台湾）     陈兆军             陈志伟             邓银栓

杜虎羽             高  鹏             顾湘杰             桂鉴超

郭  英             洪建军             洪劲松             胡  勇

胡跃林             华英汇             黄  雷             季爱玉



姜保国             蒋逸秋             康志学             李文翠

梁晓军             梁志军             刘  雷             刘  毅

吕敦庆（香港）     马  昕             毛宾尧             苗旭东

漆  伟             秦晓东             曲家富             邵贵明（香港）

施忠民             宋卫东             唐康来             陶  旭            

田  竞             童致虹             汪国友             王爱国（河南）             王爱国（江苏）     王成伟             王显
军             王  旭             王志坚             王正义             魏  民             魏世隽             温建民             武 
勇             吴永平             谢  鸣             徐海林             徐  林             许庆家             徐向阳             徐杨
博             杨茂伟             杨云峰             尹良军             俞光荣             张奉琪             张洪涛             张 
晖             张建中             张  勇             郑  辉             周乙雄             朱永展

主会场主会场

"全球爱足日全球爱足日"专题时间专题时间
时间时间: 2017年年5月月27日，日， 08:00-08:40

主持人主持人 唐康来唐康来 & Mark Hardy

开幕式开幕式 演讲嘉宾：邱贵兴、王岩、张英泽、王坤正、姜保国、王正义、演讲嘉宾：邱贵兴、王岩、张英泽、王坤正、姜保国、王正义、Mark Hardy、唐康来、唐康来

特邀报告特邀报告I
时间时间: 2017年年5月月27日，日， 08:40-10:30

主持人主持人 姜保国姜保国& Thomas Lee

8:40-09:10  

09:10-09:40 讲题讲题：中国足踝外科的过去、现在与未来
姜保国 中国北京

09:40-10:10 讲题讲题：下胫腓联合：目前的理念
Thomas Lee美国

10:10-10:20 讨论讨论

10:20-10:30 茶歇茶歇

特邀报告特邀报告II
时间时间: 2017年年5月月27日，日， 10:30-12:10

主持人主持人 王正义王正义& Hajo Thermann

10:30-11:00 讲题讲题：全踝关节置换术失败的原因与翻修
Hajo Thermann 德国

讲题讲题：足踝部内镜手术:我们能走多远？



11:00-11:30 吕敦庆 中国香港

11:30-12:00 讲题讲题：足踝部微创手术的现状与趋势
唐康来 中国重庆

12:00-12:10 讨论讨论

12:10-13:30 午餐午餐

特邀报告特邀报告III
时间时间: 2017年年5月月27日，日， 13:30-15:55

主持人主持人 俞光荣俞光荣& Shannon Rush

13:30-14:00 讲题讲题：印度足踝矫形技术革新
Rajiv S. Shah，，印度

14:00-14:30 讲题讲题：北美踝关节置换：目前的技术与趋势
Shannon Rush，，美国

14:30-15:00 讲题讲题：严重后足畸形矫正
Kartik Hariharan，，英国

15:00-15:30 讲题讲题：平足畸形矫正
Hong-geun Jung，，韩国

15:30-15:45 讨论讨论

15:45-15:55 茶歇茶歇

特邀报告特邀报告IV
时间时间: 2017年年5月月27日，日， 15:55-18:10

主持人主持人 张建中张建中& Yeung-jen Chen

15:55-16:25 讲题讲题：严重拇外翻畸形治疗
陈永仁，中国台湾

16:25-16:55
讲题讲题：内侧单切口双关节融合治疗平足畸形
俞光荣，，中国上海

16:55-17:25 讲题：全踝关节置换术和外侧入路:合并距骨骨软骨损伤时AT-AMIC®的标准化植入
Federico Usuelli，，意大利

17:25-17:55 讲题：距下关节制动器（HyproCure ® ）在平足症的应用



张建中，，中国北京

17:55-18:10 讨论讨论

特邀报告特邀报告V
时间时间: 2017年年5月月28日，日， 08:00-10:25

主持人主持人 徐向阳徐向阳& Keith Wapner

08:00-08:30 讲题讲题：严重高弓足的治疗
Keith Wapner，，美国

08:30-09:00 讲题讲题：踝关节内侧的伤病问题
徐向阳，，中国上海

09:00-09:30 讲题讲题：足拇趾僵硬的诊疗
Carroll Jones，，美国

09:30-10:00 讲题讲题：拇趾外翻手术的常见并发症
马昕，，中国上海

10:00-10:15 讨论讨论

10:15-10:25 茶歇茶歇

特邀报告特邀报告VI
时间时间: 2017年年5月月28日，日， 10:25-12:05

主持人主持人 马昕马昕& Low Tze Choong

10:25-10:55 讲题讲题：下胫腓联合损伤:为什么急性时误诊，又如何成为慢性损伤？
Tye Liu，，美国

10:55-11:25 讲题讲题：拇趾外翻手术失败：什么是错误的？
Patrice Diebold 法国

11:25-11:55 讲题讲题：足踝创伤的关节镜辅助治疗
Glenn Weinraub，，美国

11:55-12:05 讨论讨论

12:05-13:30 午餐午餐

特邀报告特邀报告VII
时间时间: 2017年年5月月28日，日， 13:30-15:20

主持人主持人 宋卫东宋卫东& 梁晓军梁晓军



13:30-14:00 讲题讲题：糖尿病足感染
Dane Wukich，，美国

14:00-14:30 讲题讲题：足踝部手术伤口的处理原则
Low Tze Choong，，马来西亚

14:30-15:00 讲题讲题：跟骨骨折的微创治疗，是否意味着更少的复位？
Michael Dujela，，美国

15:00-15:10 讨论讨论

15:10-15:20 茶歇茶歇

特邀报告特邀报告VIII
时间时间: 2017年年5月月28日，日， 15:20-17:35

主持人主持人 徐海林徐海林& 陶旭陶旭

15:20-15:50 讲题讲题：舟骨骨折的困境
Shiva Shankar Jha，，印度

15:50-16:20 讲题讲题：踝关节牵伸融合术
Sureshwar Pandey，，印度

16:20-16:50 讲题讲题：Haglund综合症和跟腱腱止点炎的手术治疗
邵贵明，，中国香港

16:50-17:20 讲题讲题：脑瘫致足部畸形的治疗
Akhilendra Varma，，印度

17:20-17:35 讨论讨论

专题会场专题会场

专题会场专题会场

第一专题：前足第一专题：前足

主要议题：

ax. 趾外翻和小趾囊炎

ax. 拇趾僵硬：唇切除术，截骨术，关节成形术，关节固定术

ax. 跖骨痛和脚趾畸形

ax. 跖骨骨折和坏死

ax. 跖跗关节和前足损伤

ax. 趾间神经瘤



ax. 前足外科手术和技术现代化

ax. 前足微创外科

ax. 风湿性关节炎前足重建

第二专题：中足第二专题：中足

ax. 中足骨折与脱位

ax. 中足扭伤

ax. 中足关节炎

ax. 中足关节固定术

ax. 中足融合

ax. 中足撞击综合征

第三专题：后足第三专题：后足

ax. 跟骨骨折和后足部创伤

ax. 足跟疼痛症候群

ax. 后足骨关节炎

ax. 急性跟腱断裂

ax. 跟腱慢性病变

ax. 距骨软骨损伤

ax. 后足融合外科

ax. 微创后足截骨术

第四专题：踝关节第四专题：踝关节

ax. 踝关节扭伤与不稳定

ax. 踝关节骨折

ax. 踝关节韧带损伤

ax. 膝关节软骨损伤

ax. 踝关节炎

ax. 踝关节镜手术技术

ax. 踝关节融合

ax. 全踝关节置换术

第五专题：运动医学与关节镜第五专题：运动医学与关节镜

ax. 草皮脚趾损伤

ax. 运动致拇指僵硬

ax. 优秀运动员跖跗关节和中足损伤

ax. 足踝应力性骨折

ax. 足底筋膜炎



ax. 距后三角骨损伤和韧带联合损伤

ax. 足踝肌腱破裂

ax. 阿基里腱病变和腓骨肌腱病变

ax. 踝关节和距下关节镜

ax. 踝关节冲击

ax. 足踝术后物理治疗

ax. 儿童运动医学与关节镜

第六专题：畸形矫正第六专题：畸形矫正

ax. 短跖骨矫正与支具

ax. 爪形趾矫正与支具

ax. 拇指内翻和拇指外翻畸形矫正与支具

ax. 锤状趾畸形矫正与支具

ax. 扁平足畸形矫正与支具

ax. 内外足畸形矫正与支具

ax. 高弓足畸形矫正与支具

ax. 踝关节畸形矫正与支具

ax. 腓骨肌腱脱位矫正与支具

ax. 创伤后畸形矫正与支具

ax. 足踝美容外科

ax. 用于畸形矫正与支具的新型生物材料

重要活动重要活动

重要活动：重要活动：

第二届世界足踝大会开幕式及欢迎晚宴第二届世界足踝大会开幕式及欢迎晚宴 
时间：2017年5月26日 19:00-21:00
地点：重庆万豪酒店大宴会厅

世界足踝联盟（世界足踝联盟（GFAC）闭门会议）闭门会议 
时间：2017年5月26日 13:00-14:00
地点：重庆万豪酒店二楼会议室

亚太足踝外科协会（亚太足踝外科协会（APSFAS）） 闭门会议闭门会议 
时间：2017年5月26日 14:00-15:00
地点：重庆万豪酒店二楼会议室 

中国医师协会骨科医师分会足踝专业委员会工作会议中国医师协会骨科医师分会足踝专业委员会工作会议
时间：2017年5月26日 15:00-16:00
地点：重庆万豪酒店二楼会议室

重庆市医学会足踝外科学组工作会议重庆市医学会足踝外科学组工作会议 
时间:2017年5月26日 16:00-17:00
地点：重庆万豪酒店二楼会议室

中国人民解放军医学科学技术委员会足踝外科学组工作会议中国人民解放军医学科学技术委员会足踝外科学组工作会议 



时间：2017年5月26日 17:00-18:00
地点：重庆万豪酒店二楼会议室

“全球爱足日全球爱足日”启动仪式启动仪式
时间：2017年5月27日 08:00-09:00
地点：重庆万豪酒店1号会议室

第二届世界足踝大会闭幕式第二届世界足踝大会闭幕式 
时间：2017年5月28日 18:00-19:00
地点：重庆万豪酒店大宴会厅 

会议嘉宾会议嘉宾



会议门票会议门票

参会价格参会价格   

1）学术餐饮票 2100元 （可参加所有会议，会议资料，会议期间茶歇，午餐，欢迎晚宴，投递论文/演讲）

2）学术参会票 1000元（可参加所有会议，会议资料，会议期间茶歇，欢迎晚宴）

3）企业参会票 3000元（可参加所有会议，会议资料，会议期间茶歇，午餐，欢迎晚宴）

4）学生票 500元（可参加所有会议，会议资料，会议期间茶歇，欢迎晚宴）

活动家 

成都云数海量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2017年4月2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