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传承湘雅精神 精研一流医术
2017 年 8 月 30 日下午，中南大学湘雅二

医院代谢内分泌科三病区病房里， 来自美国纽
约的 1 型糖尿病患儿 Ivan 正在接受干细胞教
育治疗。 作为全球首批接受该方法治疗的青少
年发病 1型糖尿病患者， 经过前两个疗程的治
疗后，Ivan病情明显好转。 这次是母亲带他来
中国接受第三个疗程的治疗了。

自 2012 年 起 ， 与 美 国 哈 肯 萨 克
（Hackensack）大学医学中心的合作，中南大
学湘雅二医院在全球率先开展了针对青少年
（3-18 岁） 起病的 1 型糖尿病患者的干细胞
教育疗法。

这样的率先， 一直与湘雅二医院同行：作
为同时具备心、肺、肝、肾、胰腺、小肠六大器官
移植资质的全国七家医院之一， 完成的 DCD
（公 民 逝 世 后 器 官 捐 献 ，donation� after�
citizen，s� death）肝、肾移植数居全国前列，完
成的心肺联合移植、肝胰联合移植、全腹腔器
官移植的术后生存时间均创亚洲纪录。

展读湘雅二医院的历史，创新技术、攻克顽
疾就是她的路标。 从诞生之日起，以“公勇勤慎、
诚爱谦廉、求真求确、必邃必专”精神指引，湘雅
二医院就承载着“南湘雅”的荣耀和责任。

“围绕临床搞科研，搞好科研为临床”。 一
代代湘雅二院人抱定着“救死扶伤”的道义准
则与神圣使命，探索医学真谛，寻求治病良方，
取得了一项项开创性的成果： 上世纪 60� 年
代，医院首次在国内提出了甲状腺自身免疫性
疾病的概念，创立的深低温冷血脑灌注停循环
被确认为心血管手术的基本方法之一； 70�年
代， 建立了国内第一个钙磷代谢平衡实验室，
揭示糖尿病骨质疏松的发病机理、诊断、治疗
及其并发症， 小儿心电向量研究国内领先；80�
年代，创立了我国第一个精神卫生系，并主持
制定了我国精神疾病的分类与临床诊断标准，
诞生了我国大陆异体供胚试管婴儿……从世
纪之交，到健康中国新时代，医院每年开展高
新技术近百项。

不久前，消化内科主任刘德良教授运用微
创新术式，通过一个“主隧道”，几个小分支，成
功切除了患者全部的、不在同一轴线上的 7 个
瘤体。 这一被业界称为“一条主干道，分支下高
速”的“刘高速”手术方法，登上国际权威学术
期刊，推荐给世界各地的医生。

像刘德良教授这样钻研新技术、新疗法的
医生比比皆是，形成了湘雅二医院强大的技术
矩阵：心血管外科周新民教授团队钻研被喻为
“不定时炸弹”的 A型主动脉夹层，挽救了成千
上万患者；血管外科舒畅教授是首位在国际上
报道“烟囱”技术微创治疗主动脉弓部夹层的
中国专家，不久前他的团队又在印尼完成全球
首例主动脉创新覆膜支架系统植入手术；皮肤
性病科陆前进教授团队在国际上首次将红斑
狼疮诊断提升到基因水平，并牵头获得国家科
技进步奖；代谢内分泌科廖二元教授团队让骨
质疏松的“长沙研究”得到国际认可；血液内科
张广森教授团队致力破译血液疾病密码，国内
首次诊断并报道了 10 多种疑难少见血液病；
器官移植中心彭龙开教授团队开创的“利用主
动脉远端建立流出道的双肾整块移植” 新术
式，把我国对极低体重儿供肾的利用推进到世
界领先水平；“中国肝豆诊治第一人”感染科杨
旭教授诊治了全世界最多的罕见肝病———肝
豆状核变性病例……

经过数十年的沉淀与发展，湘雅二医院在
牵头 3 个国家重点学科的基础上，精神、心理
与神经疾病学科群，内分泌与代谢相关疾病学
科群，心血管疾病相关学科群，皮肤、肾脏与免
疫相关疾病学科群， 衰老与老年医学学科群，
机器人手术、介入、微创与腔镜医学学科群，紧
急救援相关学科群，器官移植学科群影响力居
全国前列。

作为“国家队”的医院，除了开展临床技术
的不断突破，另一个重要的使命就是制定“中
国标准”，为重大疾病诊治贡献“中国方案”。

目前，医院拥有国家代谢性疾病临床医学
研究中心、国家精神心理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
心两个国家临床医学研究中心， 居全国第一
（并列）， 还拥有国家地方联合实验室 1 个、省
部级重点实验室 /研究中心 12�个； 牵头获得
国家科技进步奖 7�项， 全国科学大会奖 3 项；

近 10 年来承担国家级课题数百项, 包括国家
重点研发计划项目、“973”和“863”项目，国家
支撑计划项目、国家科技重大专项、国际合作
重点项目等。 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柳叶刀、美
国医学会杂志等国际权威期刊发表卓越 SCI
论文数千篇，为世界医学殿堂贡献出了一颗颗
璀璨的明珠。

伴随着湘雅二医院的跨越式发展，其国际
影响与日俱增。 如今，医院与 30� 多个国家和
地区有着广泛的学术交流，与美国、澳大利亚、
韩国等多家一流院校结为姊妹医院，广泛开展
科学研究及人才培养方面的深度合作。

传递湘雅学风 培育一流人才
7 月 14 日至 16 日，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

放射科举办了“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放射科
推免研究生夏令营” 活动。 来自天津医科大

学、 兰州大学等 4 所高校的 7 名本科生来到
放射科，“留学湘雅”让大家艳羡不已。 因为科
主任张子曙在美国工作多年， 并拿到了美国
最高放射医生行医执照，回国后，他把美国住
院医师培训体系带了回来， 学生们不出国门
就实现留学梦。

作为教学医院，湘雅二医院教职员工既担
当着“人类健康守护神”的职责，又履行着“人
类灵魂工程师”的使命。 老一辈湘雅人不仅将
救死扶伤的医者荣耀播种在这里，也将传道授
业解惑的师者角色传承到这里。 建院伊始，湘
雅二医院就定位为大型教学医院。 建院之初，
刘泽民、王肇勋、谢陶瀛、凌敏猷、严淑芳、吴振
中、伍汉文、詹樾、黄世章、谭子环、孙定祥、金
庆达、游孟高、沈泽霜、龚耀先、蔡大立、杨德森
等一大批高级医学专门人才相继聚集湘雅二
医院，成为了“摇篮”的第一批缔造者。

60 年来，一代代湘雅二院人，在治病救人

的同时，扛起了教书育人的神圣使命，为医学
事业后继有人，呕心沥血，哺育英才，不断将湘
雅“重质量、重水平、重特色”的学风发扬光大，
把湘雅二医院缔造成了中国医学英才的一流
摇篮。

本科生、研究生、进修生、住培生……每年
都有数千学子在这里求知问学， 走上医学之
路。 他们中的很多人，就学期间，就取得了骄人
的成绩： 上个世纪 80 年代，77、78、79 级毕业
统考荣获全国“三连冠”。 新世纪以来，医院学
子参加的中南大学代表队，获得全国高等医学
院校大学生临床技能竞赛 6�个特等奖，博士研
究生两次获得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

目前， 湘雅二医院为一级学科博士点单
位，拥有博士后科研流动站、院士工作站。 博士
生导师 100 余人，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 1�
个，国家级特色专业 1� 个，国家级教学团队 1�
个，国家级教学名师 1�人。

以欧美甲等医科大学为标准，一度是湘雅
医学教育的要求。 而在“健康中国 2030”和“双
一流”建设的背景下，为切实深化医教协同，医
院积极推进医学教育改革与发展。

湘雅的视野必须是国际的视野。“中西贯
通”的办学理念始终指引着湘雅二医院与世界
一流院校开展交流合作。 特别是近年来，在中
南大学的统一部署下，与美国、澳大利亚等多
所国际一流医学院校签署协议，将八年制学生
送到这些学校进行联合培养。 师资队伍中，具
有多年留学或工作经验的比比皆是，让医学生
在国内就能接受国际化的教育。 医院还启动了
湘雅 -耶鲁住院培训合作项目，建立了具有湘
雅二医院特色、“阶梯式”的住院医师培训新模
式，让基层医院的医生，在国内就能接受到国
际化的医学教育。

不久前，湘雅二医院临床技能训练示范中
心通过了国际医学模拟协会教育和系统整合
“双认证”，这在国内还是首次，显示了湘雅二
医院模拟医学教育正式步入了国际化的轨道，
为“留学湘雅”增添的新的魅力。

源源不断的人才提供着生生不息的活力。

最有说服力的是，湘雅二医院的专家在国际学
术机构任职数十人次， 全国性学术机构主委、
副主委 20 余人次。 并先后担任了联合国麻醉
品管制局第一副主席、国际血管联盟副主席等
职务， 代表学界在世界舞台上发出中国的声
音。 这既是湘雅精神的传承，更是湘雅二医院
力量的展示。

传播湘雅理念 彰显一流担当
“感谢老师们‘送医下乡’，时间不长，但是

收获不少，除了业务方面的指导，最为关键是
让我们科室，甚至是医院上上下下对这个学科
有了更高的认识。 ”上个月，康复科张长杰教授
团队收到了这样的“点赞”。

点赞者来自湖南永州。 不久前，由湘雅二
医院康复科牵头的湖南省康复医学专科医联
体的专家， 到当地进行了技术指导与帮扶，将
优质资源，主动分享给了基层医院。

从 2017 年开始， 湘雅二医院已经先后牵
头成立了 14 个专科医联体， 成员以省内基层
医院为主， 辐射全国。 而在此前， 医院早在
2011 年就在全国率先成立跨省医疗联盟，目
前已经辐射至 22个省市的 200余家单位。

这样的作为， 源自于湘雅二医院对社会担
当的自觉认知。 继承历届院领导班子的光荣传
统，党委书记罗爱静、院长周智广更是把党的建
设和医院文化建设提升到了新的高度， 充分发
挥党的领导核心作用， 牢牢把握公益性办院方
向，把社会责任放在首位，以“担当重若山、技术
硬如钢、服务柔似水、医院亲如家”的文化理念，
为医院发展提供着坚强的保障与坚定的指引。

大医担当的形象，烙印在湘雅二医院的每
一圈年轮中、每一步脚印里。 抗震救灾、抗洪抢
险、抗冰救灾、抗击非典……一次次的历练，锻
造了一支“来之能战、战之能胜”的国家紧急医
学救援队。

而在医疗援外的光荣使命中， 他们更是扛
起了“湘雅”的旗帜。 60�年来，湘雅二医院共派
出 18批共计 43人的医疗队赴非洲工作， 足迹
遍布塞拉利昂、津巴布韦、阿尔及利亚。 无论是
日常门诊、住院病人救治，还是突发公共卫生事
件的应急机制，抑或是医疗扶贫、基层义诊，他
们都把中国医生护士的善良和爱心， 无私地奉
献给了非洲的社会和人民。 以至于 2006年，当
时的塞拉利昂总统访问中国时， 竟然从繁忙的
国事中抽出时间，专程到访了湘雅二医院。

“南湘雅”的“奖杯”，闪亮的是其高超的医
术，敦实的是其社会担当的精神基座。 历年来，
医院获得全国五一劳动奖状、全国模范职工之
家、全国工人先锋号、全国卫生系统先进集体
等系列荣誉称号。

世界，进入中国时间。 二院，正值青春年华。
对中国而言，家国同构，甲子轮回。 时间，没

有终点， 只有起点。 站在第二个甲子的出发线
上，湘雅二医院，又将开启一段怎样的传奇？

这，永是一方希望的所在。

王玉林 李 俊 王建新
这，是一方神圣的所在。
她是生命的“守护神”，作为立足湖南、辐射南中国的急危重症救治中心，创新

了无数绝处逢生的医疗技术。
她是育人的“大本营”，拥有 3 门国家精品、1 个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基地，2

次“全国优博”，培育了一批批医学精英。
她是创新的“国家队”，拥有 3 个国家级科研平台、6 个国家重点学科，23 个国

家临床重点建设专科，牵头获得 10 项国家级科技奖。
她，就是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
百年传承，甲子花开，染绿的，岂止是南中国的春天？

——— 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的甲子荣光

南国杏林 春秩六

医院牵头获得的国家科技奖

1958 年开院时全院职工合影。 （本版图片均由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党委宣传办提供）

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现任领导班子。

国家代谢性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启动。

陆前进教授团队在国家科技奖颁奖大会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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