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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 岁老人黄华云（化名）住在长沙市

葆真堂养老院，患有脑梗塞、糖尿病等多

种慢性疾病，生活不能自理。今年年初，

老人突发高热，昏迷不醒。养老院立即联

系长沙市第三医院老年医学科，科室开启

“绿色通道”对老人进行救治。经两周精

心治疗，老人进入康复期。

“医养结合新模式，帮了我们家大

忙！”黄华云儿子十分感激。近年来，长沙

市第三医院老年医学科不停探索医养结

合的方式方法，和长沙市天心区养老院形

成医康护联合体，分别与保悦、青山祠、葆

真堂等养老机构合作，定期对养老院老人

进行医疗巡查、健康管理、康复指导等，推

动医疗向社区家庭延伸，着力搭建老年患

者健康服务体系，得到国家卫健委好评。

作为长沙市医学重点学科，长沙市第

三医院老年医学科的发展不只在医养结

合新模式的探索方面。目前，学科已集老

年疾病诊疗、康复、预防、老年照护、教学、

科研于一体，按照老年心血管、老年呼吸、

老年综合评估、老年心肺康复等主要亚专

业，设置了4个病区，实际开放床位200余

张。此外，学科还拥有老年安全用药管

理、老年护理两个学组。

“十三五”期间，在长沙市医学会老年

医学专业委员会主委、学科带头人项金华

带领下,学科率先在市级医院开展老年综

合评估、老年衰弱、肌少症等多学科团队

联合诊疗，开设老年记忆及睡眠门诊，开

展老年安全用药及老年人个体化精准治

疗等老年核心技术。同时，积极做好了如

老年难治性心力衰竭、顽固性高血压危急

重症救治、老年人心脏康复，老年人呼吸

重症与康复等医疗救治工作。此外，动态

血糖检测、胃肠生物反馈治疗、体外膈肌

起搏、无创心功能检测等多项临床新技术

也得到大量运用。

如今，学科已是国家老年疾病临床研

究中心、中南大学湘雅医院、四川大学华西

医院协同网络成员单位。还成为省老年综

合评估与管理培训基地、国家心衰医联体

成员单位、国家高血压医联体成员单位

……近 3 年，学科发表国内外高质量科研

文章 10 余篇，开展院内新技术项目 10 余

项，出版《老年临床药物治疗学》专著1部。

“接下来的五年建设周期，学科将以

老年综合评估、多学科合作、老年用药安

全为核心，不断提高和完善老年健康服务

体系。”项金华说。据介绍，医院还将加强

老年泌尿外科、普外科与老年医学科的整

合，成立长沙首个老年外科病房和及老年

围手术期评估门诊。将部署建设老年脏

器康复中心，打造长沙市心脏康复中心，

完成国家心脏康复中心认证，实现多脏器

康复一体化等工作。

“真没想到，困扰我 3 年多的顽疾，治

好了！”来自江西的 27 岁姑娘王元（化名）

患上了罕见免疫性肝炎，并致肝脏病变及

脓肿、瘘道形成，在全国各地多家医院就

诊均未能治愈。在朋友推荐下，她前往长

沙市重点学科——长沙市第四医院普通

外科看病，胡国潢团队通过成功的手术，

解除了王元的沉疴。

胡国潢，我省知名肝胆胰外科专家，

在中南大学湘雅医院普外科工作25年后，

以领军人才引进到长沙市第四医院，擅长

于各类肝胆胰外科疑难疾病的诊治及腔

镜手术。其科研成果斐然，由其主持研究

的科技创新项目曾获湖南省科学技术进

步二等奖。

从 2013 年开始，在胡国潢带领下,医

院普通外科进入发展快车道，实现医、教、

研协同发展。形成以肝胆胰专业为龙头，

腹腔镜微创治疗为特色的学科发展方

向。常年开展肝癌根治、肝门部胆管癌根

治、先天性胆总管囊肿切除、胰十二指肠

切除、复杂肝胆管结石手术治疗等肝胆胰

外科复杂手术，以及腹腔镜肝切除、腹腔

镜胆总管切开取石、三镜联合治疗胆石症

等高难度微创手术。同时，还可熟练开展

消化道内镜技术如内镜逆行胰胆管造影

（ERCP）、内镜下十二指肠乳头括约肌切

开取石（EST）以及内镜下鼻胆管引流

（ENBD）等。

学科坚持“引进来，走出去”政策，为

带动长沙市相关专业协同发展，每年举

办大型学术年会、国家级继教培训班、适

宜技术推广培训班、学术沙龙及病例讨

论会。曾多次举办“星城国际大讲堂”，

邀请来自美国、上海、广州等地的知名国

内外相关领域专家，以授课、手术演示、

教学查房等方式介绍学科最前沿的理论

及经验，带动市级医院与国际同行的学

术交流。

如今，医院普通外科已成为湖南省腹

腔镜联盟副理事长单位、湖南省肝胆胰联

盟副理事长单位、湖南省肝癌多学科诊治

联盟副理事长单位、湖南省老年医学学会

肠梗阻分会副主任委员单位、湖南省医学

装备委员会副主委单位。同时，长沙市重

点学科，长沙市消化外科研究所，长沙市

腹腔镜微创（普外）质控中心、长沙市医学

会肝胆外科专业委员会挂靠医院普通外

科。

据介绍，长沙市“十四五”医学学科建

设中，学科团队将继续加强亚专科建设，

探讨和实践特色的亚专科分科及发展模

式，大力开展多学科合作，以疾病为中心，

重视肿瘤的规范化诊治，疾病的全病程管

理。同时注重引才，打造专科化优势，继

续构建高质量医疗服务体系。

今年 4月某日清晨，54岁的长沙市某

高校教授肖英（化名）突然左胸疼痛，在前

往长沙市第四医院途中意识丧失、心脏停

跳。“危急！”医院心血管内科及胸痛中心

医疗团队立刻组织抢救，电除颤、胸外心

脏按压、气管插管、呼吸机辅助呼吸、再除

颤……经过1个多小时心肺复苏，除颤10

余次后，肖英逐渐恢复意识。

经商讨，团队考虑患者急性心肌梗死

可能性大，患者冠脉造影显示前降支近端

完全闭塞后，团队立即予以支架植入并进

一步康复治疗。6 小时后，肖英各项生命

体征趋于正常。

长沙市第四医院心血管内科 1997 年

即被评为长沙市医学重点专科，是长沙医

学会心血管介入专业委员会首届主委单

位。“十三五”期间，医院心血管内科在中

国高血压联盟理事、学科带头人戴朝晖带

领下得到快速发展，先后成为“国家心血

管病中心高血压专病医联体长沙分中心”

“中国高血压联盟原醛筛查基地”“国家级

心衰中心”。

近年来，学科规模不断扩大，开设了3

个临床病区以及 1个重症监护室（CCU），

拥有床位近 200 张，医、护、药团队共 110

人。既有誉满全省的“老专家”，又有一大

批年富力强的“后起之秀”，不少医生有国

外长期留学经历。

随着学科在医疗、教学、科研等方面

的加快发展，心血管介入治疗、复杂冠心

病介入治疗、IVUS、冠脉血流储备分数测

定（FFR）指导下精准治疗，严重钙化病变

旋磨下支架植入等愈发成熟，为危重患者

提供更加先进有效的医疗。

同时，学科更加专注学术提升和科研

创新，主办湖南省“心血管慢病管理学术

论坛”、“心脏介入治疗学术论坛”、“心力

衰竭国际交流学术论坛”等系列学术交流

活动。主编或参编各类心血管疾病著

作。“十三五”期间，学科团队获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2项，湖南省自然科学基金1项，

湖南省自然科学基金青年基金项目 1 项

……团队还致力于心血管疾病药物基因

检测、分级诊疗模式探讨等基础研究，指

导临床制定精准治疗方案，目前运用前景

广阔。

据介绍，“十四五”建设期间，团队将

继续推动胸痛中心、高血压中心、心脏康

复中心、房颤中心的建设，并规划成立“心

血管疾病机制研究室”；加强在动脉粥样

硬化与冠状动脉粥样硬化相关性方面、在

基因指导下个体化药物的精准治疗与高

血压病的管理方面等研究，积极将研究成

果应用于临床。

今年8月，长沙市民熊波（化名）带着8

岁儿子前往长沙市中医医院(长沙市第八

医院)就医，孩子 20天前腕部摔伤，家人也

没太在意，结果导致左手腕畸形。此前，熊

波带着儿子去了其他医院就诊，经检查发

现其左腕部骨折，错位畸形大，医生建议手

术治疗。但考虑到风险，熊波不同意儿子

手术，经朋友推荐后，熊波父子选择了长沙

市中医医院(长沙市第八医院)。

医生在详细检查和阅片后，决定采取

传统中医正骨手法将骨头复位，并用医院

的自制膏药和小夹板固定。1 个月后，熊

波儿子痊愈。“中医正骨，真牛！”熊波化悲

为喜。

创建于1958年的骨伤科，是长沙市医

学重点学科，也是长沙市中医医院(长沙市

第八医院)的“招牌”。学科在贯古通今中

传承创新，如今已拥有关节、脊柱、创伤、显

微、运动医学、正骨 6个亚专科，坐拥 40余

位高级专家，是我省第一批被国家中医药

管理局授牌的“国字号”重点专科，也是长

沙市唯一被省中医药管理局批准的中医骨

伤重点研究室。该学科开设病床近 400

张，设有刘定安名医传承工作室、骨伤科研

究所、骨伤科实验室等，年门诊人数达 12

万人次。

学科带头人魏利成从事骨科临床 20

余年，是湖南省 225 骨干青年专家培养对

象，长沙市 3635 重点人才计划获得者，并

多次赴国内外著名关节外科中心研修。他

带领团队刻苦钻研、不懈探索，先后开展了

多个省市内高难度手术，是我省较早能够

独立开展复杂腕关节镜技术的医疗团队，

也是市级医疗系统中独立完成活动平台单

髁置换手术、膝关节表面置换手术病例数

量较多的医疗团队之一。

学科数代守正创新，坚持运用传统手

法正骨理筋、中医辨证三期用药治疗，在中

药治疗及骨科康复方面尤具特色。其正骨

手法，能让普通骨折患者快速复位。医院

研发的集成系列产品，包括集成疗伤片系

列用药以及当归活血液、伤科黑膏药、三黄

肿痛膏、关节软坚止痛片等多种制剂，根据

病情配合使用，对不同阶段的骨伤科患者

疗效显著。同时，骨伤科还结合现代损伤

控制理论，开展各类先进治疗技术。

在魏利成团队看来，新时代的医学健

康工作离不开医学科普教育，他牵头成立

了中国中西医结合骨伤科专委会科普专家

工作委员会，还建立科普公众号，定时推送

医学科普文章，组织并参与多次基层科普

活动，带领全国骨科同行一起科普，通过不

同媒介传播医学科普知识。

“未来，长沙市中医医院骨伤科将瞄准

现代医学骨科发展方向，必须注重在传承

的基础上继续创新！”魏利成说。

人人都想拥有“一口好牙”，但牙周病会

阻碍这个愿望的实现。流行病学调查显示，

目前我省成年人中有近90%患上了牙周疾

病，而牙周病则是牙齿松动脱落的主要原因。

12年前，王健（化名）带着多处牙齿松

动的母亲四处求医，医生诊断后发现王健母

亲牙周病晚期，建议将松动牙齿全拔掉。王

健不同意，慕名前往长沙市口腔医院牙周病

学科，挂上了谢辉的号。谢辉仔细检查后，

制订治疗计划和后期维护计划，并告诉他

们，只要遵医嘱、定期维护，正常吃饭没问

题。12年过去了，王健母亲牙齿没恶化，大

部分还能正常“工作”。

成立于 1987 年的长沙市口腔医院牙

周病学科，是长沙市医学重点学科，也是我

省成立最早、规模最大的牙周病专业科室，

现有41台牙椅，年门诊量8万余人次，规模

上在全国范围内属于第一梯队。

学科带头人谢辉是中华口腔医学会牙

周病学专委会常务委员、湖南省口腔医学会

副会长、湖南省口腔医学会牙周病学专委会

首任主任委员。学科团队颇为“硬核”，在中

华口腔医学会牙周病学专委会中，有常委1

名、委员3名，是湖南省口腔医学会第一届

牙周病学专委会、第二届中西医结合专委会

挂靠单位。

学科在“十三五”期间不断发展壮大，获

得了医院首个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立项、建设

了长沙市口腔癌及癌前病变研究所等，并成

立了以牙周病学科为基础的多学科诊疗中

心，其精心打造的多学科联合会诊、治疗新

模式，让老百姓享受到更专业全面的口腔诊

疗服务。

学科的影响力越来越大，非长沙户籍患

者已超过30%。“医生，我是怀化的，我们那

儿口腔医生介绍到这里做手术，说你们这里

可以给牙齿植骨头”“大夫，我是常德的，牙

齿 松 了 ，你 帮 我 看 看 是 不 是 一 定 得 拔

除。”……慕名前来的患者络绎不绝。

谢辉介绍，“十四五”期间，学科将结合

《“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健康口腔行

动方案（2019—2025年）》《长沙市深化医学

重点学科建设五年（2020—2024年）行动计

划》等，持续加强学科建设，以达到国家重点

专科水平。期间，学科将搭建完成牙周病学

实验室，建立牙周病学科研平台，加强牙周

与全身疾病的应用研究。同时，打造辐射中

部地区口腔健康宣教基地，将更多资源下沉

基层，通过开展学科技术推广公益行活动、

基层培训等方式，提高地区口腔健康教育水

平和口腔服务技能，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

享受专业口腔教育和服务。

年近 50 岁的龙浩（化名）在遭遇车祸

后陷入深度昏迷，双侧瞳孔散大。送往长

沙市中医医院（长沙市第八医院）后，CT提

示颅内双侧多处血肿，手术风险和难度极

大。医院神经医学科团队灵活应用双侧T

形切口，巧妙结合阶梯减压、双侧控制等技

术行双侧开颅手术，术后1个多月，患者康

复出院。“病人给我们的机会，往往只有一

次，每一台手术我们都必须敬畏。”段继新

告诉团队。

段继新，长沙市医学重点学科——长

沙市中医医院（长沙市第八医院）神经医学

科带头人，现任长沙市神经外科研究所所

长、长沙市医学会神经外科专业委员会主

委、长沙市神经外科质量控制中心主任

等。2006年以来，段继新带领团队开展神

经外科手术已达5000余例。

在他的带领下，学科率先在市级医院

建立重症脑外伤急救绿色通道；提出复杂

性创伤性颅内血肿概念及分型，创造性结

合“阶梯减压”“T 型切口的灵活应用”“双

侧控制”“术中超声”等技术，采用个体化手

术策略，很好地解决了重型、特重型脑外伤

术中、术后急性脑肿胀、脑膨出、迟发血肿

及切口设计等难题，明显提高脑外伤救治

成功率；团队多次在国内外学术会议交流，

举办多场次经验推广，颅脑损伤救治水平

达到国内先进，省内领先水平。

2018 年 1 月，学科牵头成立医院脑卒

中中心，打造“区域黄金时间救治圈”，构建

院前急救、院内救治及后期康复一体化的救

治模式，进一步缩短脑卒中救治时间，成为

长沙东部地区脑科疾病救治中心。中心除

常规开展急性脑梗塞动脉取栓术、血管狭窄

支架成型术及颈动脉内膜剥脱术、脑动脉瘤

开颅夹闭及血管内栓塞术等手术，还积极开

展显微技术治疗中枢神经系统肿瘤，率先在

市级医院进行单鼻孔经蝶鞍区肿瘤切除术、

面肌痉挛微血管减压术等神经外科高难度

手术，填补了长沙市级医院的空白。并积极

开展中西医结合治疗帕金森病、睡眠障碍、

眩晕、癫痫、痴呆、三叉神经痛等，特别是眩

晕手法复位等技术特色明显。

如今，该医院神经医学科，以神经内外

科为核心，联合急诊科、120 急救中心、放

射科及介入中心等科室，已成长为医院特

色优势学科。

据介绍，“十四五”期间，学科将以诊治

脑血管疾病、颅脑损伤、脑及颅神经功能性

疾病、神经肿瘤等疾病为重点，奋力建设成

湖南省示范卒中中心、湖南省颅脑损伤救

治中心、脑及颅神经功能性疾病诊治中心，

成为全省的脑血管疾病、颅脑损伤的规范

化救治培训基地之一。

长沙市第三医院 老年医学科

长沙市第四医院 普通外科

长沙市第四医院 心血管内科

长沙市中医医院长沙市中医医院((长沙市第八医院长沙市第八医院)) 骨伤科骨伤科

长沙市中医医院(长沙市第八医院) 神经医学科

长沙市口腔医院 牙周病学科

长沙市第三医院老年医学科带头人项金华带领团队查房。

长沙市中医医院（长沙市第八医院）骨伤科学科带头人魏

利成带领团队开展关节镜微创手术。

长沙市第四医院普通外科学科带头人胡国潢与外籍专家

讨论病例。

长沙市中医医院（长沙市第八医院）神经医学科学科带头

人段继新带领团队在手术显微镜下施行颅内肿瘤切除术。

长沙市第四医院心血管内科学科带头人戴朝晖带领团队

讨论病例。

长沙市口腔医院牙周病学科带头人谢辉带领团队为患者

做牙周治疗。

（上接6版）

（下转8版）本版图片由长沙市卫健委、市属各医院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