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首先我要感谢湖南省肿瘤医院还有新闻界各位朋友
对湘雅的支持和厚爱，湘雅得到了大家的帮助，湘雅的发
展与各位的支持分不开。

接着我要表达一下欢迎。 湖南省肿瘤医院正式成为我
们湘雅医学院的附属肿瘤医院，我代表学校对湖南省肿瘤
医院成为湘雅附属肿瘤医院，表示热烈的欢迎！ 肿瘤医院
是一所高水平的、国内知名的肿瘤医院，在各方面都做得
非常好！ 湘雅是我们国家西医的发源地，在学科的综合优
势各方面排在前列，湘雅医学院和我们的 3 个医院还有肿
瘤医院合在一起，应该是优势互补，对我们人才的培养还
有科学研究各方面，都有很大的帮助。 我想肿瘤医院加入
这个团队之后给我们带来的各方面的帮助, 应该是很多
的。在教学、科研方面是如此,临床方面对恶性肿瘤的治疗
也是增添了一支生力军。湘雅医学院同样有药学方面的教
学和研究机构，其中有几个即将发布的新药就是有关肿瘤
治疗的，我想这一方面我们的合作也会是卓有成效的。

让科技成为推动医疗发展的原动力

我谨代表湖南省卫生厅，对“湖南省肿瘤医院”更名为
“中南大学湘雅医学院附属肿瘤医院”表示热烈祝贺！ 向一
直以来关心、支持卫生事业发展的省委、省政府以及社会
各界表示衷心的感谢！ 并向湖南省肿瘤医院的全体干部职
工致以诚挚问候！

湖南省肿瘤医院是集医疗、科研、教学、预防、康复为
一体的三级甲等肿瘤专科医院。 四十年风雨兼程，四十年
春华秋实，省肿瘤医院建院以来，特别是近几年，通过全体
职工的共同努力，其科研立项、科研成果、重点科室建设、
人才梯队建设等方面取得了辉煌的成绩，并已成为全省肿
瘤防治的领头羊。 其科研项目获国家实用新型发明专利 8
个，连续五年获得省厅级科技进步奖的总数名列省卫生厅
直属各医疗单位之首。 更为可喜的是，科室之间联合开展
科技攻关，取长补短，为大型科研课题的开展和快出成绩、
多出人才，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湖南省肿瘤医院
成为中南大学湘雅医学院附属肿瘤医院， 必然是强强联
合、优势互补。 对中南大学及其湘雅医学院而言，给大学在
肿瘤领域的研究将提供丰富的资源，为湘雅医学院的学生
培养、特别是临床实践将建立又一个新的良好基地；对湖
南省肿瘤医院而言，将实现医院在医、教、研等方面的全面
发展，实现学院型医院的发展战略，提升整体实力；对整个
湖南省医疗系统而言，将推动国内一流区域性癌症医学中
心的打造。

人民健康，人民满意，人民放心，是我们医疗卫生系统
不懈的追求，更是我们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随着人
民生活的不断提高和卫生现代化建设步伐的不断加快，对
提高医疗卫生服务水平和整体竞争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我们殷切希望， 医院时刻坚持以人为
本，牢记便民理念，抓住机遇，锐意开拓，强
化医疗质量管理，增强医院整体实力，以优

美的环境、 一流的服务、 良好的信
誉、精湛的医术，更全心全意地为广
大群众健康服务！ 为我省医疗卫生
事业的发展作出更积极的贡献！

刘晓红 彭 萍

省卫生厅厅长 张 健

中南大学湘雅医学院附属肿瘤医院授牌仪
式在各级领导的大力支持下，经过精心筹备，已
经正式揭牌。 我代表省肿瘤医院的广大干部职
工，向各级领导、社会各界朋友表示最诚挚的问
候和衷心的感谢！

今年 4 月，我院随省卫生厅、湘雅医学院组
成考察团亲赴浙江大学、浙江省肿瘤医院、北京
大学医学部、 北京大学肿瘤医院和首都医科大
学等 3 所大学及其附属医院进行实地考察。 “他
山之石，可以攻玉”，考察的收获让我们更加激
动与感叹， 也更加坚定与自信我们今天这一步
的迈出。 高等学府建立非直属型附属医院，必将
强强联合，资源互补。

湖南省肿瘤医院是集医
疗、科研、教学、预防、康复为一
体的三级甲等肿瘤专科医院。
湖南省放射治疗质量控制中
心、 湖南省肿瘤化学治疗质量
控制中心均挂靠我院， 同时也
是湖南省住院医师、 肿瘤专科

医师、 专科护士培训基地以及国际造口治疗师
培训基地。 湖南省癌症医学中心、省肿瘤防治研
究所、省肿瘤防治研究办公室、省抗癌协会、国家
药物临床试验机构均设在院内， 是全省肿瘤防
治研究的中心。

而中南大学是一所基础坚实、 实力雄厚、独
具浓厚文化背景和富有特色的综合性全国重点
大学，其教学和科研力量雄厚。 中南大学湘雅院
系在医学界享有“北协和南湘雅”的美誉，但中南
大学湘雅院系缺乏一所学科设置完整的肿瘤专
科医院。 正因这天时、地利和人合，中南大学与
湖南省肿瘤医院建立附属医院已然是大势所
趋。

今天，它应势而生。 这是一次大胆的尝试，中
南大学湘雅医学院与我医院双方在征得中南大
学和省卫生厅等主管部门的同意后，本着互惠互
利、和谐发展的原则，经协商，通过协议形式，由中
南大学湘雅医学院授牌湖南省肿瘤医院为中南
大学湘雅医学院附属肿瘤医院。 这是推进湘雅特
色医疗建设，提升社会医疗服务能力，促进医院可
持续发展的重要一步， 对我院和中南大学
双方是实现共同发展， 建立多赢趋势的重
要一步， 更是打造国内一流区域性癌症医
学中心的重要一步。

一门瑞气，万里和风，在以此为
新起点的征程中，不断谱写新篇章，
和着医院改革发展的主旋律， 在奉
献中实现自己的理想和
价值，让科技工作真正成
为推动我院医学事业蓬
勃发展的原动力 ! 蓝图
绘就， 正当扬帆破浪，任
重道远，更需策马加鞭！

2012 年盛夏，7 月 10 日， 一次特别的
握手、大胆的尝试，定格在湖南实施新医
改三年取得辉煌成果之时：百年“湘雅”家
族，迎来首位以专科见长的新成员———中
南大学湘雅医学院附属肿瘤医院。 中南大
学与湖南省肿瘤医院强强联手、 优势互
补，在肿瘤治疗、科研、教学和药物开发领
域，一片全新的天地已经打开！

新的历史涌动，为湘江之畔的这次握
手赋予更多意味深远的担当！

十全九美
酝酿优势互补忘年交

握手的一方———中南大学湘雅院系，
它历史悠久、综合实力雄厚，素享有“北协
和南湘雅”的美誉，但缺乏一所学科设置
完整的肿瘤专科医院。 倘若增添特色医疗
补充，有如航母舰队增加了突击能力极强
的驱逐舰。

而另一方———湖南省肿瘤医院是集
医疗、科研、教学、预防、康复为一体的三
级甲等肿瘤专科医院，位列全国肿瘤医院
第一梯队，是国内以病种为中心的 “一站
式服务” 理念的首倡者， 在肿瘤放疗、化
疗、整形和修复重建外科及妇科恶性肿瘤
等领域优势明显。

湖南省放射治疗质量控制中心、湖南
省肿瘤化学治疗质量控制中心均挂靠该
院，同时也是湖南省住院医师 、肿瘤专科
医师、专科护士培训基地以及国际造口治
疗师培训基地。 湖南省癌症医学中心、省
肿瘤防治研究所 、 省肿瘤防治研究办公
室、省抗癌协会、国家药物临床试验机构
均设在院内， 是全省肿瘤防治研究的中
心。

正因这天时、地利和人合，中南大学

与湖南省肿瘤医院建立附属医院协作关
系已然是大势所趋，向国内一流区域性癌
症医学中心的目标挺进中，省肿瘤医院也
亟须更宽广深厚的科研底蕴支撑！

壬辰龙年，中南大学湘雅医学院附属
肿瘤医院应运而生，注定要被铭刻在湖南
医学史： 建院四十周年的湖南省肿瘤医
院，集医疗、科研、教学、预防、康复为一体
的三级甲等肿瘤专科医院，将坐标设定在
新的高度。 他将目光投向一江之隔的“湘
雅”。 “期颐” 之年的中南大学湘雅院系、
“不惑”之龄的湖南省肿瘤医院，一段忘年
交情悄悄萌生！

握指成拳
打造医疗航母战斗群

2011 年底，湖南省肿瘤医院党委和学

术委员会，首次讨论并提出申请成为中南
大学协作性附属肿瘤医院的构想；

2012 年 2 月底，中南大学与湖南省肿
瘤医院就双方合作进行初次洽谈；

3 月 1 日，中南大学、湘雅医学院、省
卫生厅和省肿瘤医院召开双方合作“工作
组第一次会议”，合作进入实质阶段；

4 月 18 日至 19 日，省卫生厅、湘雅医
学院和省肿瘤医院联合组团，赴浙江大学
及浙江省肿瘤医院、北京大学及北京大学
肿瘤医院、首都医科大学等地考察 ，汲取
校、院合作经验。

6 月 21 日， 中南大学校长张尧学院
士、省卫生厅厅长张健等一行亲赴省肿瘤
医院考察。 并在当天召开的“湖南省肿瘤
医院申报附属医院专题汇报会 ”上 ，确定
基本合作框架。

合作的默契， 让春天萌芽的忘年交
情，赶在秋来之前就结出硕果。

以中南大学湘雅医学院科研、 技术、
人才、管理等优势与省肿瘤医院肿瘤治疗
临床实践领域的专长为指， 十指紧扣、握
指成拳。 以湘雅一、二、三医院为护卫、附
属肿瘤医院为尖刀，一支俯瞰全行业的医
疗航母舰群即将出航！

擎旗扬帆
驶向医学科研新蓝海

新的框架下，湖南省肿瘤医院以协作
型附属肿瘤医院的模式加入中南大学科
研、教学团队，挂牌“中南大学湘雅医学院
附属肿瘤医院”。

医学教育方面，附属医院承担湘雅医
学院临床理论和实践教学任务和科研训
练， 并将教育教学作为医院中心任务之
一，开展相关软、硬件建设以确保医学教

育质量和推进教学改革；加强教学机构建
设、教学文件资料建设 、教师教学基本能
力培训等，配合制订临床教学计划和教学
大纲、综合性的学生考核方案 、相关教学
制度、 学生素质培养等教学软件设施建
设；

科研管理方面 ， 医院科研管理体系
在中南大学科研部宏观指导下 ， 由湘雅
医学院分管领导 、 学院科研办公室和医
院组成，建立联系会议制度 ，定期就科研
管理相关工作进行沟通和协调； 根据中
南大学和湘雅医学院的要求和本单位具
体情况，制定医院的学科发展规划 、科研
管理与奖励政策及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
上及以下层次项目的组织 、 申报和验收
结题等工作； 以中南大学学科建设标准
为准则 ， 不断建设和完善肿瘤等学科建
设 ，集中优势力量 ，促进学科交叉融合 ，
完善学科人才梯队建设 ， 强化湘雅整体
学科资源 ； 设立科学研究和学科建设专
项经费，加强科学研究及学科建设投入，
改善科研条件，创新科研环境，共同推进
肿瘤学科建设。

由中南大学统一安排教学、 科研、住
院医师培训及确定医院学科建设标准，充
分发挥大学的教学体制和科研能力优势，
打造医疗、科研、教学一体的新型医院。 同
时发挥附属肿瘤医院资金及临床优势，共
建肿瘤学科，为大学提供教学资源 ，打造
既有研究又有实践的现代大学。

舰已集群，只待出海！ 承载着推进湘
雅特色医疗体系建设、打造国内一流区域
性癌症医学中心、提升湖南乃至全国社会
医疗服务能力的重任 ，今天 ，中南大学湘
雅医学院附属肿瘤医院擎旗扬帆，朝着打
造国内一流区域性癌症医学中心迈出重
要一步，驶向波澜壮阔的新蓝海！

志存高远再出发
省肿瘤医院

中南大学校长 张尧学

湖南省肿瘤医院院长 刘景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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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肿瘤医院 PET-CT 中心

强强联合 优势互补

建设国内一流
区域性癌症医学中心图为中南大学校长张尧学院士向刘景诗院长授牌

● 中南大学湘雅医学院附属肿瘤医院挂牌成立

我省唯一的一台能早期发现肿瘤的 PET-CT 机

（本版照片均由省肿瘤医院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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