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深耕国医济苍生
直挂云帆跃洞庭

———写在岳阳市中医院建院 60周年之际

徐典波 程垦华

烟波浩渺的洞庭湖之滨，流芳千古的岳阳楼之畔，古城岳阳，枫桥湖路 269 号，矗立着一座名震江南的国家
三级甲等医院———岳阳市中医院（湖南省中医康复医院、湖南中医药大学附属岳阳医院）。

建院于 1958 年的岳阳市中医院，风雨兼程，薪火相传，以“先忧后乐，创新求索”的气魄，历经 60 年的建院
历程，40 年的改革开放，近 10 年的快速发展，实现了从筚路蓝缕到破茧成蝶的华丽蜕变。 一代又一代岳阳市中
医院人肩负使命，用大爱与奉献呵护湘北人民的幸福与安康，谱写了今日岳阳市中医院的辉煌篇章！

行走在中医药文化氛围浓郁的岳阳市中医院，
仁和、仁信、仁义、仁济统一蓝绿色的大楼标识，无不
体现了岳阳市中医院对仁术仁德的追求。“把方便留
给患者，把实惠让给患者，把关爱献给患者”，创先争
优，在这里不是一句空话。

实行药品零差价、严格分级管理、处方点评，坚
持合理检查、合理用药、合理治疗、合理收费，三级督
导的制度，实现了尽量让群众看病就医少花钱；扩大

门诊面积、增设窗口、调优结构、优化流程，启动节假
日医院、特色门诊，推出网络手机挂号缴费、查收检
测报告智能服务等一系列措施， 令患者感受到了更
多的就医便利。“瑞林”“七叶一枝花”“栀子花”“灵芝
草”“萤火虫” 等富有特色的护理团队， 通过感动服
务，形成了医院深入人心的服务品牌。 正是这一项项
的举措，“白衣天使暖人心， 不是亲人胜似亲人”“仁
心仁术，妙手回春”……一封封病人及家属的感谢信
从天南海北飞来， 一面面印有闪光金字的锦旗挂满
了岳阳市中医院陈列室的墙壁， 镀亮了岳阳市中医
院“兼容中西精华，创造健康快乐”的服务宗旨和“以
人为本，关爱健康、中西医并重、阳光医疗”的院风。

哪里有医疗需要，我们就到哪里。 这是岳阳市中
医院一贯坚持的理念。 该院整合急救中心、ICU等临
床、医技资源，建立多学科协作平台，推出 24 小时急
救绿色通道。 在历次的抗洪救灾中，在 2016 年“3·
19”京港澳高速事故中，市中医院第一时间派出医疗
救治专家队伍，赶赴现场开展救援。 为让百姓在家门
口享受到三甲医院的技术服务， 该院每年要组织多
学科的专家深入到岳阳六县四区的社区、 乡镇村组
开展 100多场次的健康义诊、健康讲座、送医送药活
动，惠及群众 10 多万人次。 为充分发挥三甲医院的
技术辐射和指导作用， 岳阳市中医院不断深化医疗
体制改革，积极推进分级诊疗制度，建立医联体和专
科联盟。 先后与 120 多家基层医疗机构建立了医疗
联盟关系，实行分级诊疗，双向转诊。 建立了糖尿病、
肾病、小针刀、肛肠、妇科、针灸推拿、骨伤等 10 多个
专业学术委员会，通过下派专家坐诊、会诊、手术、查
房、带教、讲课等方式，推广适宜技术，提升基层医疗
机构的学科建设与诊疗水平， 让更多的危重疑难病
人就近获得救治，赢得了社会各界的一致点赞。

岳阳市中医院党委书记司马雄翼说， 群众的满
意，来自于医院持之以恒加强医风医德建设，打造廉
洁高效职工队伍的医院文化。“德风术”并举，德术并
重、以德为先，建档管理，督、查、考并行的创新性制
度文化造就了过硬的行业作风； 一浪高过一浪的
“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党员示范岗、巴陵先锋先行、
讲述身边的故事等党建活动， 使党员的先锋模范作
用得到充分发挥；“三好一满意”、争当好医生、好护
士、好青年活动，处处彰显出对患者的尊重、关爱和
积极向上的文化， 招引全院职工忠诚践行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真心服务群众，化为万紫千红，满园春
色。

六十载励精图治，深耕国医济苍生。 岳阳市中医
院在关注与鼓舞中成长，在探索与创新中飞跃，这艘
呵护人民生命健康的航船，必将迎着新时代的召唤，
以更加坚定的自信，跃出洞庭，奔向大海，拥抱更加
灿烂的明天！

� � � �冬日暖阳， 走进岳阳市中医院，仁
和、仁信、仁义三栋连体大楼的东侧，机
声轰隆，又一幢投资 8 亿元、主楼高 27
层、 建筑面积 10 万平方米的医疗大
楼———仁济楼，拔地而起，成为“健康岳
阳”的地理坐标。 岳阳市委书记刘和生
表示，该项目既是国家中医药传承创新
工程，也是岳阳扶持和促进中医药事业
发展的一项重大布局。

建设的艰辛掩饰不住岳阳市中医
人内心的喜悦。 2017 年 8 月， 时隔 5
年，该院院长向明波再次在北京捧回了
“全国卫计系统先进集体”的“金牌”之
后，日前，岳阳市中医院又荣登国榜，遴
选为华中地区唯一一家国家区域推拿
诊疗中心，也是湖南省唯一入选的地市
级中医院，这更是岳阳乃至湖南中医药
事业发展的荣光！

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 潮平岸阔，
奔流不息的八百里洞庭呵护着中医药文
化在这片沃土上薪火相传，根深叶茂，见
证着岳阳市中医院美丽嬗变；传承千年，

底蕴厚重的千古名楼感受着岳阳市中医
院崛起的磅礴气势和发展强音。 从 1958
年建院、1978年改革开放，2008年医院
实现整体搬迁， 岳阳市中医人面临过多
种因素制约发展的徘徊； 忍受过整体搬
迁资金短缺，业务无以为济的阵痛；经历
过人才队伍匮乏瓶颈的煎熬。 但无论怎
样的难关，他们都挺过来了，挥就改革开
放的如椽巨笔，不断谋划大思路，追求大
目标，抓重点、突难点、抢占制高点，实现
了一个又一个新跨越。

这一组数据是最好的注脚： 医院固
定资产从 2000 万元跃升到 16.7 亿元，
医 院 业 务 用 房 1200 平 方 米 增 至
152000 平方米， 开放床位从不足 100
张发展到可开放 1200张，诊疗设备从不
足 200万元的几台件发展到拥有价值 2
亿多元的 1200多台件，医护队伍由 263
人发展到了 1385人，年门急诊人次由不
足万人增到 60万人次，出院病人近 3万
人次，抢救急危重症 3000多例。

这一组荣誉是最好的诠释：2013

年、2017 年连续两度荣获全国卫生计
生系统先进集体， 近 10 年来先后荣获
有全国中医药文化建设先进单位、全国
医院管理年活动先进单位，湖南省文明
单位、湖南省中医药先进单位、湖南省
卫生系统行风建设先进单位、湖南省中
医药大学教学先进单位，岳阳市反腐倡
廉先进集体、纪检监察工作先进单位等
多项荣誉称号。

2016 年，岳阳市委、市政府结合
本市实情，高起点、大手笔落实国家
健康战略，振兴中医药，在“十三五”
发展规划中明确提出“做优做强市中
医院”，出台了《关于扶持和促进中医
药事业发展的实施意见》。 市中医院
乘势而为，以更大气魄开启了更深层
次的改革，发展目标由“十二五”提出
的打造全国区域性优质中医院提升
为打造全国优质中医院；发展理念由
以病人为中心上升至以人民健康为
中心；发展格局由服务湘北地区提升
为面向全省、全国、全民。

� � � � �一则往事总被提及。 97岁高龄的
汪老太太右侧股骨粗隆间及股骨颈基
底部粉碎性骨折，省内几家医院以老人
年事太高为由婉拒接治。岳阳市中医院
骨伤专家会诊后，予以全髋关节置换手
术治疗，加中药内服外敷，让她很快康
复出院。省城知名专家闻之赞叹：“岳阳
市中医院成功突破了医学上髋关节置
换手术的超高龄禁区，这在岳阳乃至省
内外也属罕见。 ”

其实，这只是岳阳市中医院传承创
新的一个缩影。 近年来，心脏破裂的患
者在这里重获新生，脑干出血昏迷两月
之久辗转多家医院无果的患者在这里
走出医院，手掌离断患者在这里再植成
功……骨伤、肿瘤、脑病、肾病、血液病、
心血管病、肛肠、烧伤等多项治疗技术
达到国内、省内先进水平。介入治疗、腔
镜技术、显微手术、微创骨伤、危急重症
抢救等一大批高难新技术项目已发展
为湘北鄂南地区的品牌。 在 2016年湖
南急救技能大赛中该院斩获第一，在今
年全省首届中医药职业技能竞赛中，市
中医院代表岳阳市参赛，3 名参加推拿
赛项的选手在全省 3 个一等奖中摘得

2 席，和一个二等奖。 去年，“湖南－台
湾”海峡两岸针灸推拿技术高峰论坛在
该院举行， 美国烧伤专家在此交流学
术，澳大利亚、以色列等国家的医疗代
表团来此参观交流。

岳阳市中医院院长向明波深有感
触地介绍：“医院诊疗水平能快速提升，
我们走的是中西医融合之路，按照习近
平总书记发展中医药的新思想、 新论
断、新要求，深耕国医，切实把中医药这
一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继承好、发
展好、利用好，造福苍生！ ”

在传承中创新、中西融合，折射出
岳阳市中医院不拘一格发展技术的大
视野。 岳阳张氏正骨术历经五代人传
承， 将传统与现代骨伤技术有机结合，
形成了“手法、手术、微创并举，外敷内
服并重”的技术体系，跻身国家级中医
骨伤学术流派，入选湖南省非物质文化
遗产名录，成为该院骨伤专业发展的基
石。以微创为特色的技术体系带动了胃
肠、肛肠、肝胆、胸心、乳甲、泌尿、疝与
腹壁外科的快速崛起； 以国医大师、省
名老中医为代表的中医学术思想引领
中医内科系统不断壮大； 针灸推拿技

术的传承创新，带动了脊柱病、关节病、
脏腑病、脑病和小儿推拿 5 个亚专科的
繁荣，荣获了“三湘第一名科”的招牌，
华中地区国家区域推拿诊疗中心的“头
衔”。

60 年积淀，10 多年快速发展，岳
阳市中医院先后建立了国家住院及全
科医师培训基地、博士后科研工作站、
石学敏院士工作站、 熊继柏国医大师
工作站，国家名老中医传承工作室,国
家骨伤流派传承工作室， 湖南省脾胃
病、 康复临床技术示范基地等高水准
的技术平台。 推拿学科列为全国推拿
重点临床学科；肿瘤科、糖尿病科、针
灸推拿科、 治未病中心建为国家重点
专科；颈肩腰腿痛科、眼耳鼻喉—头颈
外科、脾胃病科、肛肠科、康复科评为
省级重点专科。 医院临床科室发展到
了 45 个。形成了拥有 1 个国家区域推
拿诊疗中心、1 个国家级学术流派、1
个国家重点临床学科，4 个国家重点
专科、5 个省级重点专科，9 个岳阳中
医名科、12 个市级中西医结合重点专
科的发展格局， 走在湖南省地市级中
医院的前列。

医 术 ———传承创新著华章

医 德 ———仁医大爱泽苍生

医 院 ———跨越发展跃洞庭

� � � � 改革开放初期的岳阳市中医院。

� � � � 岳阳市中医院仁和、仁信、仁义
三栋连体大楼的东侧，又一幢 27 层
的医疗大楼———仁济楼拔地而起。

徐典波 摄

� � � � 岳阳市中医院组织中医药体验服务进社区。
徐典波 摄

� � � � 澳大利亚科克本市市长代表团在岳阳市中医院针灸推
拿科参观。

� � � � 岳阳市中医院拥有全省首台 HRA 健康评估智
能系统设备。 徐典波 摄

� � � � 岳阳市中医院开展腔镜技术、显微手术、微创骨
伤、危急重症抢救等一大批高难新技术项目，已发展
为湘北鄂南地区的品牌。

� � � � 岳阳市中医院中医名师传承人拜师仪式。

（本版图片除署名外均由岳阳市中医院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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