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传承百年广德优良医技医德，铭记历
史、不忘初心，奋发图强、开拓前行。 ”今年
9 月 28 日，常德市第一人民医院新进员工
培训会上， 全体人员重温医院 120 年光辉
历程。新进员工齐声喊出誓言：“善待患者，
敬畏生命；勇于探索，不断进取；倾听心声，
共建信任；精益求精，追求卓越。 ”在常德市
第一人民医院，每一名新进员工，都要上这
堂“历史文化”课。

对医院辉煌历史的认知， 对医院文化
的传承， 从一个追寻在沅水边的美国人开
始。

1898 年岁末，美国传教士罗感恩在常
德东门外二铺街开办诊所， 希望通过办医
广布“仁爱济世”的理念。而后，在一栋 2层
10 间房的砖瓦“洋房”里，建起了病房和手
术室，挂起了“广济医院”的牌匾。 那时，仍
是皇恩浩荡的天下，2 个医生，4 名护工的
医院 ，成为常德城里“最现代化的东西”。

1915 年，广济医院图谋发展，迁入新
址，更名为广德医院。

罗感恩有些秃顶，外表斯文，这个在中
国人眼里有些“其貌不扬”的美国人，眼镜
片后藏着学者的深邃。 那双眼睛很快观察
到了，那些长年出没洞庭湖上的村民，鼓着
“大肚子”的不少，病态怏怏，疲弱不堪。 他
利用简陋的医疗器材，于 1903 年首先在湖
南发现间日疟原虫、三日疟原虫和钩虫卵，
向世界首次报道中国第一例血吸虫病，解
开了南方“水鼓症”之谜。

第二任院长涂德乐在常德待了 29 年，
度过了人生中的黄金岁月。据记载，他擅长

妇产科，重视产科业务发展，坚持每天查房
1－2次。

1908 年 4 月， 年仅 24 岁的巴天明被
派至湖南常德工作。作为医院开创人之一，
巴天明与常德人民一起， 一同经历了辛亥
革命、 北伐战争、 日本细菌战及常德大会
战，一同承受了几次罕见的特大水、旱、瘟
疫灾害， 把人生最美好的 40 年留给了常
德。即使回到美国，念兹在兹的仍是常德那
片岸芷汀兰的原野。 1988 年，他的女儿根
据他的遗嘱，带着他的骨灰“魂”回常德，永
远相伴着这块挚爱着的土地。

到 1949 年， 广德医院共有医务人员
48 人，工友 24 人，分设内、外（五官）、妇产
三个病房及门诊部。 医院还是那一幢上千
平方米的三层楼，见证的是沧桑岁月。

常德解放后， 特别是改革开放 40 年
来，作为广德医院的传承者，常德市第一人
民医院真正迎来了大发展。

1988 年 10 月， 地改市后定名为常德
市第一人民医院。 1992 年 5 月，成为全省
首批二级甲等医院。 1997年 10月，成为全
省首批地市级三级甲等综合医院。

2017 年，常德市第一人民医院全年总
诊疗、出院患者、外科手术分别为 145.5 万
人次、8.7 万人次、3.23 万台。 从广德到“人
民”的医院，翻天覆地的变化里，历史被不
断改写着。 如今的常德市第一人民医院已
成为一所集医疗、科研、教学、预防、保健、
康复等功能为一体的大型综合性三级甲等
医院， 是泛湘西北地区医疗行业皇冠上的
一颗最闪亮的明珠。

百年医院，久经风雨的荣誉，该如何续写
辉煌？

“创建节约型医院”“规范院内转诊绿色通
道”“完善医院功能合理布局”“提升医院服务
等软实力”……今年 3 月，在八届三次职工代
表大会上，“一医人”群策群力，献计献策。

根据常德市卫计委印发的区域卫生发展
规划，医院发展蓝图呼之欲出。

在硬件方面， 解决院内人车分流问题，让
患者“进得来、出得去”。建设急诊急救中心，打
造湘西北最大的急救中心。 建立卒中中心、创
伤中心、胸痛中心、危重孕产妇救治中心、危重
新生儿救治中心五个中心，打通生命快速求助
通道。

为支持医院发展，今年，常德市委、市政府
果断决策，将医院南边的常德芷园宾馆、北边
的 20余亩征拆空地划拨给医院。根据规划，医
院将重新修建综合大楼、科教楼、停车场，预计
增加停车位 1000 多个，彻底解决病患“进不
来、出不去”的困局，大大拓展发展空间。

同样缘于场地局限，多年来，医院内没有
一条规范的急救急诊绿色通道。为打造湘西北
最大的急救中心， 医院将完善基础配套设施，
以病患入院、检查、急救、治疗为基础，打造快
捷、高效的急救急诊体系。

建立“五个中心”救治体系，以中心为龙
头、以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为依托、以信息化手
段为支撑，建立健全心脑血管疾病、重度创伤、

危重孕产妇及危重新生儿的分级诊疗体系和
机制， 将有助于最大程度提高救治成功率、降
低死亡率，提升重大疾病防治水平，造福广大
群众。

在新医改的背景下，常德市第一人民医院
还将融入更多人工智能等高科技， 以质量、服
务、安全为核心，提升医技和服务水平，助推常
德医疗事业的繁荣发展。

“120 年，也许是人对生命的祈望。 ”常德
市第一人民医院党委书记向勇志说，“但对一
所从沧桑中走过的医院来说，120 年更是迈步
从头越的开始。 一医需要永远牢记的是，人民
群众利益至上，老百姓的口碑才是我们要打造
的‘金杯’。 ”

杏林之中，“才不近仙”，无以为医。对医院
来说，没有医疗技术的创新精进，救死扶伤就
是一句空话，只有不断探索、研究，不断攀登医
学高峰，才能不断突破已有藩篱，消除患者的
病痛。

对一医来说，创新从广济创立的第一天就
开始了。

1903 年， 首任院长罗感恩在常德证实我
国第一例日本血吸虫病。

1970 年，董宝然等对类风湿性关节炎、关
节强直患者进行关节成形术， 使瘫痪在床 17
年的患者重新站立起来。

1980 年， 计绍云等开展首例脑瘤手术获
得成功。

1983 年，周汉槎、文尚武首次成功施行先
天性心脏病二尖瓣裂修复术。

1984年，毛坤祥首次成功实施断指再植术。
到如今，技术的创新与应用，在一医层出

不穷。
医用 3D 打印技术锋芒初露，移脚趾“再

造”拇指，膈顶部肝癌微波消融在湘西北率先
开展，成功实施湘西北首例经尿道钬激光前列
腺剜除术，首例无疤痕腹腔镜直肠肿瘤根治术
……

今年 9月 17日， 危重孕产妇救治中心和

危重新生儿救治中心通过省级评审，9 月 19
日，国家代谢性疾病临床研究中心常德分中心
落户，10 月 10 日， 成为省神经外科临床医疗
技术示范基地……

在创新中，一个个曾经对医院看似不可能
的“症结”，在难关成功攻克后，为病痛中的人
们开启了新的人生。

今年 8月 23日，“换心人” 李敏又回到了
“娘家”———常德市第一人民医院。见到曾为她
做手术的医护人员时，李敏就像见到了久别的
亲人，内心充满感激之情。 2003 年初，时任胸
心外科主任的吴吉明， 为年仅 28 岁的四川简
阳打工妹李敏成功实施了心脏移植手术，这在
全省地市级医院中属首例。 15年来，李敏身体
健康，能正常工作。

生命的奇迹，在常德市第一人民医院经常
发生着。 奇迹背后，其实是“一医人”对医技的
奋力精进。

神经外科主任徐立新，被推选为“我身边
的常德工匠”。 他曾收治了一位特殊病人，脑
干、小脑和脊髓都长了肿瘤，一共 5 颗，最大、
最危险的一颗在脑干，有 4公分。 患者在 8 年
里，跑遍了全国知名医院，没有一家收治。徐立
新接下了这个重担。 查阅各种文献，制订了治
疗方案， 先摘除小脑和脖子上第二危险的肿

瘤，恢复后再摘除脑干部位的肿瘤。后来，病人
恢复良好。 2005年以来，徐立新主刀完成了仅
与脊髓相关的肿瘤手术近 300 例， 攻克的疑
难杂症难以计数。

感染科主任李德辉，获评“2018 年湖南好
医生”，他从医 20 年来，只休过两天假，每周
六、周日都要去病房查房，几乎把全部的身心
都放在了他的病人身上。

内分泌科副主任甘胜莲，从事临床一线工
作 20余年， 始终把学习作为做好医疗工作的
首要任务。 今年 5月 4日，世界权威杂志《柳
叶刀》子刊在线发表了她参与的“单药治疗中
国 2 型糖尿病患者”的 SCI 论文，这是该刊首
次发表来自中国的关于 2 型糖尿病原创新药
的临床研究成果。

正是在这样浓厚的学术氛围中，医院培养
成了一批又一批的医疗工匠。 在徐立新、周爱
国、刘清安、孙友桃等学科带头人的带领下，神
经外科、麻醉科、普外科、护理学科成为省级临
床重点专科；吴吉明、黄绍华、周健辉、朱华臣、
徐平、葛良清、黄开淑等带领着他们的团队，不
断攀登医学高地，心脏移植、肝脏移植、冠脉搭
桥、活体亲属供肾移植及介入治疗、危急重症
救治、微创外科、生殖遗传(试管婴儿)等诊疗技
术分别达到了国内、省内先进水平。

百年传承，常德市第一人民医院始终坚持
以患者为中心，关爱生命，善待患者。对医院来
说，这已经成为一种永远的追求。

听一听老院长周汉槎的故事。 周汉槎在医
院工作 17年，他的口头禅是“我是名医生，更是
一个党员”。 他曾与同事一道救治过一名车祸伤
员，病人送到医院时生命垂危，呼吸心跳都已停
止，在为病人实施心脏按压时，由于病床钢丝失
去弹性，每按压一次病床就往下凹陷一些，影响
了抢救效果。 情急之下，周汉槎钻到床下，用背
顶住，配合同事施救。 病人获救了，而周老院长
的背上却留下了钢丝勒伤的印痕。

“患者利益至上”“以病人为中心”，与经济

效益相比，人是最根本最重要的。 常德市第一
人民医院要求医生面对患者要怀有慈悲之心。
120 年的光阴里， 几辈一医人用坚守与信念，
德行济世。 挽救车祸患者受重伤的黄绍华，抢
救交通事故伤者而失去生命的年轻护士揭枝，
临危不惧紧紧拽住跳楼病人的“最美护士”鲍
敏容，路遇晕倒病人立即施救的李宏云、宋华
强医生……他们都彰显着一医人舍己为人、善
待生命的大爱情怀。

迄今为止成百上千次送医送药下乡、 下社
区开展免费义诊义治活动， 在常德市一中学生
中毒事件、桥南特大火灾救治、抗击“非典”和
“禽流感”、 特大冰冻灾害期间救治车祸伤员

……百年“德行”，在润物无声中滋养着一代代
一医人。

在连续 3 年成功入围全国地市级医院竞
争力 100 强后，今年 6 月，荣膺中国医院竞争
力星级认证五星级医院，成为湖南省首家五星
级医院。

在一医住院大楼的楼顶，屹立着“精益求
精”四个大字。 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孙
贤德，全国“三八”红旗手黄开淑，全国“巾帼标
兵”陈丽娥等优秀一医人是“精益求精”的实践
者、追求者。他们坚守着，因为患者在他们的心
中永远是第一位的。 这是一份医者的情怀，更
是医院应该担起的社会责任。

百 年 广 德 沧桑岁月见证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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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常德市第一人民医院， 开湖南西

医之先河。 建院 120 年，是湖南省地
市级三甲综合医院中历史最悠久的医
院。

1903 年，向世界首次报道中国第
一例血吸虫病，解开了南方“水鼓症”
之谜。

1997 年 10 月，成为湖南省首批
地市级三级甲等综合医院。

2003 年，成功实施心脏移植手术，
在湖南省地市级医院中属首例。换心人
李敏 15 年来仍然身体健康， 能正常工
作。

2018 年获评中国医院竞争力·湖
南省首家五星级医院。

120 年，在历史的长河里只是一瞬
间。 在今后的发展中，敢为人先的一医
人，肯定会饱蘸激情，书写出更加辉煌
的篇章。

120 年前的 11 月，当罗感恩从遥
远的美国，穿越大洋，寒风之中踏浪来
到常德，创办起小小的广济诊所，不经
意间，常德成为了湖南西医的首创地。

如今，继承了广济“衣钵”的常德
市第一人民医院，成为了 650 万常德
百姓的守护神———大型综合性三级甲
等医院、全国卫生系统先进集体、全国
百姓放心示范医院……现代化住院楼
巍然耸立，景观花园里绿意盎然，各个
科室每天忙碌有序， 白衣天使的笑容
里，蕴含着患者的信任和希望。

120 年风雨沧桑，“崇德精医，惠
泽沅澧”，当年广德的追求，已被常德
市第一人民医院发扬光大。

永远“广德”，心向人民，让湘西北
百姓享有高质量的生活。新时代里，常
德市第一人民医院背负崇高使命再出
发。

百
年
广
德
心
向
人
民

︱
︱︱
常
德
市
第
一
人
民
医
院
建
院120
周
年
发
展
纪
实

去年 11 月， 常德市第一人民
医院开启“空中 120”，为危重病人
打开了生命通道。

配备全省顶尖设施的数字化全洁净手术室。 开放 29 间手术间，完成单日手术
台次最多达 150 台。

援非眼科医生王强在塞拉利昂
实施该国首例眼眶肿瘤手术, 被央
视多次报道。

(本版图片均由常德市第一人民医院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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