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凡源远者必流长，凡根深者必叶茂。
“越往前走，越要思考一个问题：医学的

初心是什么？我们走得越快，越要回头看看，
别忘了为何而出发。”南华附一党委书记刘江
华这样告诫着他的团队。

初心不忘，方得始终。南华附一由此不
断引领区域医疗新发展：“世界首例腹腔镜下
腰椎人工椎间盘置换术”、“省内领先开展子
宫动脉栓塞介入治疗子宫肌瘤、产后出血、宫
颈癌等妇科肿瘤”……不断走高的诊疗实力，
吸引了周边县（市、区）患者、甚至外地患者慕
名而来。每年有 9.1 万余人次的住院病人从
这里走向康复，回归健康的生活。

这样的引领，在于其强大的文化基因。
以船山为精神，以莲花为品格，南华附一，扎
根在湖湘厚重的人文情怀里，诞生在抗日救
亡的炮火中。77年的足迹，谱写的是对生命、
对人民的赞歌。

全面布局，多种医联体形式齐头并进。加
快脚步打造城市医联体建设和探索紧密型医
联体建设，与衡阳地区21家公立医疗机构建立
城市医联体，并主动将医疗资源下沉至全省13
家县级医疗机构；与攸县人民医院、安仁县人
民医院、衡东县人民医院、衡阳县人民医院紧
密型医联体建设指日可待。仅 2019 年，南华
附一先后派驻 300 余人次至下级医院或基层
卫生服务机构开展坐诊和业务技术指导。组
织基层医务人员培训讲座6次，培训约800人
次；组织医联体成员单位义诊和健康教育 10
次，服务约1000人次。通过培训讲座、手把手
带教、现场观摩等方式指导教学，变输血为造
血，大大提升了基层医院的技术服务水平。

同时，以诊疗医联体为基座，立足湘南，
辐射湘中、粤北、赣西、桂东，实现了优质资源
的横向、纵向流动。2019 年新建 7 个专科联
盟，覆盖 130 家医疗机构，医疗服务辐射力和
影响力惠及省域乃至江南。远程医疗协作网
方面，远程会诊服务共覆盖近 200 家医疗机
构，遍布全省各地及部分周边省份，特别是偏
远地区，2019 年全年远程会诊量达 8 万余人
次，双向转诊2200余人次。

不仅如此，作为省属三甲医院，南华附一
还在区域急诊急救能力、突发公共事件的应
急救援能力等方面加大投入，挑起了区域疑
难重症救治的大任。

地空联动救援新途径被开辟出来，南华
附一分别与中国创伤救治联盟、上海金汇通
用航空股份有限公司签订合作协议，区域内
首家空中医疗救援基地正式落户衡阳。据
此，空中 120 救援已成常态，这一创举为患者
赢得了“黄金4小时”最佳抢救时间。

此外，“转化医学”将写入湖南省“十四
五”医学发展规划，得益于南华附一的省人大
代表禹正杨“关于建立我省各级转化医学中
心的建议”的议案。结合国际、国内医学发
展，禹正扬提出以此探索开发适合我国国情
且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新型药物、医疗器械
及新技术新方法。这一议案，得到了省科技
厅、省卫健委的充分肯定与大力支持。

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在
此次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南华附一先行一
步，积极组建专家团队集中攻关，设立了转化
医学研究室，在口罩、防护服设计等方面进行
了医学转化的前期探索。该项目的开展，将
有利于本地区未来减少此类疫情的发生和发
展。

“我是党员我先上”“我已做好一切准备，
我想去”“我有经验，希望医院党委让我去一
线”……疫情就是号角，防疫就是使命。突如
其来的疫情如同生死殊搏的艰难考量，南华
附一涌现出无数义无反顾的白衣战士。作为
衡阳市新冠肺炎定点收治单位，南华附一凭
借丰富的临床救治经验，在全省率先达“四
零”目标，治愈率领跑全国，为衡阳市乃至湖
南省疫情防控阻击战的最终胜利奠定了坚实
基础。医院派出的 30 名支援湖北的医疗队
员，临床救治效果位于各医疗队前列，受到广
泛赞誉。

一个LOGO，诠释着一份信念。在国际通
用的元素上，南华附一增添了大雁及峰峦元
素。

用大雁的翅膀勾勒出凌云壮志，用莲花
的叶片隐喻着医者情怀，这样的点睛，既是南
华附一前身——省立中正医院诞生地的注
脚，又是长寿的美好希冀，同时也诠释出南华
附一不忘初心、勇攀高峰的理念和信心。

山高人为峰。随着全面小康社会的到
来，南华附一将朝着不断提质的省内领先、国
内知名的区域性医疗服务中心、医学教育中
心及临床科研中心的目标大步迈进！

李 俊 王皆清 邹 琴 苏冰悦

又一座如飞的“高山”。

虎踞中国南部腹地，它巍峨地矗立在南岳衡山之侧，以一种向上的姿态，守护着“大医精诚、弘敷仁爱、

敬业为民”的崇高信仰。

这座令人仰止的“高山”，就是南华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作为原国家卫生部首批授予的三级甲等医院、湖南省卫健委直属大型综合性附属医院，

南华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集医疗、教学、科研、预防、康复于一体，成就了“省内领先、国内知名的

区域性医疗服务中心、医学教育中心及临床科研中心”的显赫名声。

展读南华附一的历史，从“衡阳独秀”到“湘南龙头”，再到“全省一

流”的飞跃，扇动的是技术、人才和文化的丰满羽翼，回响的是使命、格

局与情怀的黄钟大吕。

南华附一，当如飞。

——解码南华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的省级区域医疗中心战略

无影灯下，病人静静地躺在手术台上，四支
银色的手臂在上下挥舞，实施着精准切割、止血
及缝合等动作。而另一边的控制台前，主刀医师
在超清晰 3D-HD 影像系统引导下操控着整个过
程。

2019年12月6日上午，一场“科幻大片”在南
华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上演。全球最先进的第四代
达芬奇手术机器人首度走上了区域医疗中心的手
术台，顺利完成了直肠癌根治手术。这也标志着
衡阳外科手术正式迈入了“手术机器人时代”。

迈入的，不只是一只脚。一份合作协议，可以
窥见南华附一凌云壮志的大使命。

2019年，南华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与加拿大工
程院院士孙东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需要说明
的是，孙东系加拿大工程院院士、美国电机与电子
工程学会会士，是当今世界上最早应用机器人技
术对生物细胞进行微纳米操作和生物力学特性分
析的少数几位学术带头人之一。

“此次合作必将对我院科技成果创新与转化
等注入新的强劲动力。”南华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党
委书记刘江华充满了自信。他介绍，将以机器人
微纳米等技术为核心，逐步引进细胞生物学的新
理论、新技术、新方法，广泛应用于临床相关疾病
的早期诊断及治疗。

对标前沿技术，就南华附一而言，是一种战
术，更是一种战略。

对技术的长期追求，不断塑造着南华附一的
核心竞争力。

凭借成功申报“国家心血管疑难病症诊治能
力提升工程项目”，南华附一名列国家发改委确定
的疑难病症诊治能力提升工程项目储备库名单

（全国仅 113 家医院），也成为我省省会外唯一入
选的医院。

胃癌诊治能力提升工程建设有序推进，亚学
科发展成效明显，多学科协作诊疗初见成效。并
顺利完成了临床医学一级学科博士点的申报工作
和临床医学一级学科学位点的评估等相关工作。

多学科合作（MDT）指导下的高血压精准诊
疗、儿童支气管镜术在难治性肺炎支原体肺炎诊
治中的临床作用、干细胞技术治疗神经系统疾病
的临床研究、静脉血栓栓塞症的预防及治疗、直肠
下段癌多学科规范化诊疗体系的建立，推动疑难
杂症和危重病例诊治能力的持续提升。

丰厚的成果，源自南华附一搭建的国际化的
交流平台，构建的国际一流医学院校和实验室的
友好合作关系。

近 5年来，医院共有 39位中青年医生出境学
习交流，足迹遍布美国、英国、意大利、法国等发达
国家，极大开拓了广大中青年医生国际化视野，拓
宽了技术引进的途径，助推了医院优势学科的整
体跨越。

技术的领先收获了诸多的果实，国家心血管
疑难病症诊治能力提升工程项目、首批国家临床
教学培训示范中心、国家专科规范化培训基地、国
家高级卒中中心、国家代谢性疾病临床医学研究
中心核心成员单位、中国心力衰竭促进和COE项
目合作单位、临床医学一级学科博士点等“国字
号”相继落户。

或许数据才是最宏观的说明。近年来，南华
附一共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49项、国家社会科
学基金 1项、省部级科研项目 187项，作为合作单
位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 1 项，以第一完成
单位获得省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3项。

智慧医院会是什么样子？随着 4 月 17 日与
华为签署《战略合作协议》，未来的南华附一开始
展露芳华。双方将在科研合作交流、创新人
才培养、先进 ICT 技术等领域共话未来。华
为作为全球领先的 ICT(信息与通
信)基础设施和智能终端
提供商，将发挥其丰富的
医疗信息化建设优
势，助力南华附一在
智 慧 医 院 、医
疗信息化和5G
通 讯 等
领 域 建
设。

2019 年 11 月 22-24 日，中国康复医学会综
合年会在北京会议中心举行颁奖仪式。南华大
学附属第一医院康复医学科主治医师孙光华、主
治医师伍琦走上了领奖台，接受了 2019 年度中
国康复医学会“优秀青年康复医师”的荣光。当
天站上领奖台的全国仅56人。

因先后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社会科
学基金及湖南省自然科学基金等科研项目 20
项，上一个年份，南华附一医院党委书记、知名内
分泌学专家刘江华教授当选为国家临床实践专
业教指委委员。

九层高台，起于垒土。南华附一的人才辈出，
让人领略到的是“登泰山而小天下”的大格局。

作为首批国家临床教学培训示范中心的南
华附一医院，自 1962 年承担临床医学教学任务
起，始终坚持着“立德树人”的理念。

从南华附一起步，源源不断地走出了一大批
包括中国科学院院士、长江学者、973 首席科学
家和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在内高端医学人
才。其毕业生散叶三湘四水，葱郁了全省80%以
上的三甲医院。

秉承“人才是第一资源”的发展理念，医院全
面推动临床医技部门“院－科－组”三级管理架
构改革，推进主诊医师负责制。面向国内外招聘
高级医学人才，拥有博士人才已达134人。成功
建立心血管学科“院士工作站”，成为衡阳市第一
家设立“院士工作站”的医疗机构。提高人才奖
励绩效，近两年共发放奖金780余万元。

通过平台育人，毕业于中南大学湘雅医学院
的陈志伟，如今已成长为主任医师、教
授、硕士生导师、骨科中心主任、骨与

关节疾病研究所副所长、关节运动
科主任、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
骨科专业基地主任，并且他还

跻身美国足踝外科学会
(AOFAS)外籍委员的
行列。

翻 开 他 的 履
历，展现的是南华

附一的育人
之 道 ：参 加
北京积水潭

医 院 的

关节镜高级培训班学习。在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关节外科专门进修学习关节置换及翻修手术。
在北京 301 医院学习关节镜及人工关节技术。
在德国汉堡关节中心研修关节外科。2015年公
派留学美国UCDavis分校。2017年再次公派赴
美国梅奥医学中心研修。

通过文化引人，神经外科主任屈洪涛回归了
他的出发地。因就读博士，屈洪涛曾去省外、国
外工作过一段时间，怀着一颗感恩之心，2015年
底他回到南华附一，踏上了矢志将南华附一神经
外科做成区域神经外科中心的征程。

这一回归，使得南华附一又擎起了一面领跑
者的大旗。在屈洪涛的主导下，南华附一的神经
外科手术用上了“大脑GPS”。所谓“大脑GPS”，
其专业名称是神经电生理监测仪。在神经导航
仪的引导下，按图索骥，手术刀一路绕过错综复
杂的血管、神经，准确到达肿瘤位置，再在显微镜
下一步一步地对肿瘤进行切除……因为这一顶
尖的技术，300多名脑膜瘤、听神经瘤、脑出血患
者获得了新生。

通过制度任人，肝胆外科的“80 后”医生陈
国栋竞聘上岗，担任了南华附一肝胆外科的学科
主任。年轻的他能够当选，得益于“凡正高职称
或博士+副高职称可获得晋升科室或病区主任的
资格”的南华附一的人才拔擢“军规”。

这一拔擢，使得南华附一又拓展了一方领
域。作为衡阳肝胆外科手术“机器人时代”的掌
军者，陈国栋从传统开放手术到腹腔镜手术，再
到今天的达芬奇机器人手术，始终站位于外科手
术的前沿。“精准和微创是外科手术的发展趋
势。”陈国栋自信满满：“我们拟进一步开展系列
机器人肝胆胰脾手术，挑战腹腔难度最高的机器
人手术——胰十二指肠切除术。让区域内人民
就近享受到顶尖的医疗服务。”

目前，南华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专业技术人员
总数达 2564人，其中高级职称人数 477人，正高
职称人数 105 人。湖南省 121 人才工程第二第
三层次人选 8 人，省卫计委“225 工程”医学学科
带头人选 7人次，学科骨干人才 14人次，省高校
青年骨干教师 13 人。形成了结构合理、层次有
序的人才梯队。

今天的南华附一，临床医学硕士研究生招生
涵盖了内科学、外科学、肿瘤学、儿科学及妇产科
学等所有 33个三级学科，并于 2018年获得了临
床医学一级学科博士授予权。还与美国匹兹堡
大学、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霍普金斯医院、英国
南威尔斯大学等学校和科研院所建立了人才培
养和科研合作关系。

2019 年 3 月 20 日，南华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举行首批国家临床教学培训示范中心揭牌仪
式。据介绍，全国首批国家临床教学培训示范中
心共 74家，其中湖南地区仅 3家，南华大学附属
第一医院就是其中之一。

“人才战略”的持续发力，提速着“省内领
先、国内知名的区域性医疗服务中心、医学教育
中心及临床科研中心”这一目标的实现。南华
附一，已成为全省学科最齐全、技术最雄厚的医
院之一。

对标技术前沿：会当凌绝顶

提升人才战略：一览众山小

传承文化基因：荡胸生层云

2月15日，衡阳东站，南华大学附属第一医院30名医护人员参加湖南省

第11批援鄂医疗队。

空中120救援为患者赢得了“黄金4小时”最佳抢救时间。

南华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成功开展湖南首例第四代达芬奇

机器人辅助下直肠癌根治术。

山高人为峰山高人为峰

医院外科楼医院外科楼。。 成俊峰成俊峰 摄摄 （本版图片除署名外均由南华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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