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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贯彻落实中国五矿“围绕信息赋能，打

造数字五矿”的要求，进一步提升项目管理水

平，7 月 15 日至 16 日，五矿二十三冶就智慧建

造平台（以下简称“平台”）培训和应用考核分

别组织两级中高管召开专题会议，全力保障

平台应用落地。会议由五矿二十三冶副总经

理、安全总监李巍主持。

会上，五矿二十三冶首席信息官、信息管

理部总经理邹健演示了智慧建造平台，系统

讲解了平台 8 大应用场景、14 个子系统、23 个

功能模块的架构设计，详细阐述了平台集团

级、子分公司级、项目级的三级管控模式，并

介绍平台与各地监管部门的对接情况，通过

总结平台内各模块的应用情况，对现阶段存

在的问题作了通报。

武汉金茂四新方岛地区 A5 地块项目部

经理杨国立分享了项目实施过程中全面应用

平 台 ，落 实 现 场 各 项 管 理 工 作 的 心 得 与 经

验。从分享中可领略武汉金茂四新方岛地区

A5 地块项目部完成了平台的全面应用。其

中，实时安全质量隐患巡查加快了安全隐患、

质量通病的处理效率，有效减少现场风险；AI

隐患识别预警能实时侦测相关安全隐患及现

场“三违”，发现后实时广播警示提醒，立即报

警上传智慧平台，并记录存档；全景鹰眼可将

工地全景覆盖，将工地安全事态加以预警、溯

源、分析，达到减少安全事故发生和明确责任

的目的；实测实量机器人可实时精确测算出

实测实量所需各种指标的数据，并同步输入

3D 模型。

李巍表示，全国住建监管部门对项目部

的监管力度逐步增大，尤其是在劳务实名制、

视频监控等方面，充分体现了智慧建造信息

化、数字化的应用与监管已成为市场管理的

竞争力。两级公司要对标武汉金茂四新方岛

项目，坚定不移地推进智慧建造平台的应用，

助力项目管理水平的再提升。

五矿二十三冶党委副书记、总经理吴建

国强调，信息化是企业管理的手段和工具，各

单位要以此次会议为起点，紧扣“用”的问题，

解决更深层次的企业管理要求。将业主需求

转变为主观行动，从关键岗位上找准原因，分

析项目存在的问题并及时改进，加强主观能

动性。要保证线上日常化巡视与线下抽查相

结合，实现项目管理闭环。通过夯实子分公

司的责任，不断加大宣传、考核力度，制定详

细的考核积分制标准，让智慧建造真正意义

上进入全新的实际应用阶段。

五矿地产党委委员、副总经理，五矿二十

三冶党委书记、董事长宁和球对智慧建造现

阶段取得的成果以及发展趋势表示肯定，并

就下一步工作提出三点要求：一是各职能部

室要提高认识，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智

慧建造是行业发展的必然趋势，数字化转型

已成为国家发展战略之一，数字化企业大脑

的建设得到了中国五矿前所未有的重视，要

坚持把智慧建造作为五矿二十三冶坚定不移

的目标，把智慧建造当做一项工程，而不是一

项工作。二是深入贯彻落实经营理念，始终

牢记项目履约是对业主负责，项目管理是对

法人负责。智慧建造平台的应用推广应尊重

客观规律，不能“一刀切”，不求面面俱到，但

求以点推面，以效果、品牌为企业核心竞争力

做好加分项。三是形成“界面负责制”管理体

系。要科学应用与考核，职能部室联动形成

完善的“界面负责制”管理体系。项目管理抓

落实既要有方法、手段，又要换位思考，尤其

是在现阶段，五矿二十三冶各职能部室要进

一步加强沟通协调，深入了解项目部的困难

与需求，着眼增强引领力、组织力、服务力，进

一步引领带动子分公司业务部门，携手构建

完善的“界面负责制”管理体系。

据悉，五矿二十三冶近期还将对项目经

理进行专项培训，进一步落实五矿二十三冶

总部—子分公司—项目三级联动，深入推进

平台应用。

五矿二十三冶领导班子成员及高管、相

关职能部室主要负责人、子分公司相关负责

人 70 余人参加了两期会议。会议共设 40 个

视频分会场，22 家单位 100 余人视频参会。

五矿二十三冶专题部署了这些事五矿二十三冶专题部署了这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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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建造平台培训及应用情况通报会

湖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周阳乐 段涵敏

通讯员 王艳姿

在湖南省中西医结合医院（湖南省中医药研

究院附属医院）的大院里，有条“扁鹊路”。这是潘

敏求教授从家到门诊大楼的必经之路，也是他一

辈子坚守的专业之路。

在 81 岁的潘敏求心中，“治病永远是最重要、

最紧急的事情”。虽腿脚不便，他仍坚持每周三上

午从“扁鹊路”的陡坡上缓缓走来，准时来到诊

室，为等候他的病人看诊。

换上白大褂，戴上老花镜，垫上一个靠枕，

缓慢坐下。这一坐，通常是 5 个小时。一番“望、

闻、问、切”后，他微微后靠，眼望前方，思索片刻

后开始开方。“茯苓、当归、赤芍、百合、枸杞、土

贝母……”一串中药名就像跳跃的音符，脱口而

出。

“中医看上去简单，常用药就那么几十味。可

如何配伍开方，就像作曲家谱曲一样，只有成功

了才是经典好歌。”7 月 20 日，获评第四届“国医大

师”的潘敏求如是说。

50 余载从医路，尤其是在用中医药对抗肿瘤

的这条艰难道路上，这位国医大师攻克了一个又

一个堡垒，谱写了一曲曲充满希望的生命之歌。

出生中医世家，勤学苦读方剂
熟记于心

潘敏求出生于湖南浏阳的一个中医世家。在

爷爷的影响下，《汤头歌》等中医经典是他的“童

谣”，出口即来，滚瓜烂熟。

年少时，他常给爷爷捕捉爬在水缸边上的

“蚜泥婆”（方言，学名“蛞蝓”）。“我看到他把‘蚜

泥婆’焙干碾成粉，加冰片、麝香制成给人治喉

病的药，神奇极了。”中医的种子逐渐在他心中

发芽。

1963 年，潘敏求如愿被湖南中医学院（现湖

南中医药大学）医疗系录取。入校后，他对中医的

兴趣越来越浓，通过勤学苦读，《黄帝内经》《伤寒

杂病论》等大量古医典籍背得熟记于心。

“别的同学早上背外语、背古诗，我就背方

剂，方剂是我的子弹。”潘敏求深信，方剂越熟，开

药越准，“可以指哪打哪，疗效更好。”

第一次使用“子弹”的经历，仍让潘敏求记忆

犹新。

当时，作为实习医生的他，遇到了一位被蜈

蚣咬伤的病人。病人脸部红肿痛热，大便干结，西

医为其注射了青霉素不见效果。潘敏求灵机一

动，让其服下一副解毒通便的汤剂，病人症状迅

速得到缓解。“中医药真是了不起！”潘敏求尝到

了甜头。

如今，他已成“大师”，但每一次开方仍万分

谨慎。

为潘敏求操作电脑开处方的学生告诉记者：

“潘老师每次口述处方后，都会要求我们重新把

中药名和剂量报给他听，他边核对边琢磨，有时

会再次询问患者病情，做些修改和调整。”

创立“潘氏法则”，研制治疗肝癌
的良方

很多人谈癌色变，肝癌更是“癌中之王”。为

了攻克肝癌这个难题，潘敏求暗下决心：与“癌

王”作战。

1977 年，湖南省肿瘤医院成立，潘敏求和妻

子黎月恒作为骨干医生，从地方医院抽调上来，

一起创建了湖南首个中医肿瘤科。

然而，当时人们对中医治疗肿瘤不看好，中

医肿瘤科的病人寥寥无几。

“他们不收的病人，我能收吗？”看到肝癌病

人太难治，潘敏求向院长主动请缨，迎难而上。

他暗下功夫，从我国优秀的中医宝典和丰富

的中药宝库中找答案。1978 年，他花了 3 个多月时

间，跑了省内 80 多个县，还远赴省外，深入各地调

查、搜集秘方和偏方。

“腹胀—腹水—死亡”，是中晚期肝癌患者

“恶变三部曲”。潘敏求心里憋着一股劲，苦苦探

索如何打破它。

他先按中医“积聚”的传统治法，以“活血化

瘀”为主，效果不理想；将斑蝥、全虫、壁虎等抗

癌药加进复方，效果仍不佳；配方、实验、小结、

修改、再试……长时间无规律地加班加点，潘敏

求累倒了。同事们发现他时，他双眼紧闭，嘴唇

布满泡，手里还紧紧攥着一本古医典籍《金匮要

略》。

“我有办法了！”潘敏求醒来后，精神大振。他

告诉同事，结合《金匮要略》中的“见肝之病，知肝

传脾，当先实脾”，肝癌病人的腹胀与脾虚、气滞

密切相关。

潘敏求在国内率先提出“瘀、毒、虚”是肝癌

的基本病因、病机。根据这一理论，他首创了治疗

肝病“健脾理气、化瘀软坚、清热解毒”的法则。这

一法则后来被誉为“潘氏法则”，得到国内外同行

专家的普遍认可，录入全国中医药高等院校第 6

版教材。

理论突破也大大推动了肝复方临床试验的

成功。1994 年，潘敏求通过 6 易处方，研制出了一

剂良方——肝复乐片中成药，获批成为我国第一

个治疗肝癌的三类中药新药，2000 年被国家中医

药管理局列为向全国推广的科研成果，现已成为

临床中、西医治疗肝癌的常规用药。

患者冷暖放心头，德艺双馨传四方

“‘医乃仁术，德者居之’，这是父亲最崇尚的

一句话。”潘敏求的儿子潘博师承父亲几十年，对

父亲治病救人的原则耳濡目染，“病人无论贫富

亲疏，必须尽心尽力。”

今年 7 月 13 日，54 岁的赵先生从娄底慕名而

来。肝癌 4 期、黄疸、腹积水……潘敏求为他把脉

时，面色凝重。

趁患者起身离开时，潘敏求拉住其子，微声

说：“你爸情况很不乐观，你待他服药一两周后，

一定再带他来给我看看。”说完，潘敏求又叮嘱一

句：“挂不到号也要来，直接找我就是！”患者家属

非常感动。

从医 50 余载，潘敏求诊治的病患数不胜数，

远至美国、菲律宾、韩国、新加坡。深知病人疾苦

的他，秉持对中医的热爱，一心为患者祛病痛、谋

健康。

1986 年春节期间，正在家里过年的潘敏求接

到一个求助电话，一名在邵阳的患者重度肝炎，

吐血拉血不止，家里已在准备后事。

他立即搭车赶往邵阳，不料途中发生车祸。

“车子翻了，不过我人没事。”潘敏求从车子里钻

出来，在路上拦个货车继续赶往病人家。

把脉发现，病人已“一派虚像”。他用“灶心

土”加上几味药开了方子，让病人家属去抓药。家

属拿到方子觉得不可思议，反复问：“省城来的医

生开的药，居然不到一块钱？能治好病吗？”

奇迹发生了。这位亚急性重症肝炎患者服用

1 副药后，不吐血了；服用 3 副后，大便成形；继续

服用中药，黄疸慢慢褪去。至今，这位患者仍对救

命恩人潘敏求感激不尽！

面对病人的感恩，潘敏求说：“医生就是要把

病人放在心上，摆在第一位，这是医者该有的品

德。”50 余年如一日，潘敏求兢兢业业，在业内外

享有盛誉，先后荣获“全国医药卫生系统先进个

人”“全国最美中医”“全国医药卫生系统先进工

作者”等荣誉称号。

一生名医亦名师，授业解惑重传承

在攻克肿瘤的道路上，潘敏求还勤于传道授

业。

1989 年起，他开始招收湖南省中医肿瘤专业

研究生，将自己看病的心得、方法，毫无保留地传

授给年轻人。

1992 年，历时 2 年多，他和夫人共同撰写完成

了 160 万字的《中华肿瘤治疗大成》。这是我国第

一部系统论述和归纳中医药治疗肿瘤的巨著，收

集了内科、妇科、儿科等各科 100 余种恶性肿瘤，

对中医治疗肿瘤进行了全面总结和高度概括。

虽已年过八旬，但潘敏求仍精勤不倦，“每天

不看书就不舒服”。他不仅读古方、经典，也不断

学习西医知识，了解国内外治疗癌症的前沿动

态，认为“中西医要有机结合”。

他的学生、湖南省中西医结合医院副院长曾

普华回忆，自己博士毕业后曾去请教潘老师：“我

到底搞科研好，还是搞临床好？”

潘敏求笑了笑，说：“我这一辈子，临床和科

研没有分家。”

迄今为止，潘敏求主持或参与 40 余项国家

级、省部级科研课题，以第一负责人获成果奖 15

项、编写出版专著 5 部。他先后培养博士后、博士、

硕士研究生 60 余名，其中多人成长为省级医院和

科研机构的中医或肿瘤科负责人，挑起了临床攻

关的重担。

在他的带领下，湖南省中西医结合医院肿瘤

专科发展成为国家重大疑难疾病（原发性肝癌）

中西医临床协作试点项目牵头单位、中医肿瘤国

家区域诊疗中心、国家临床重点专科。

一则理论、一部法则、一剂良方、一本巨著，

潘敏求用毕生心血开创了中医肿瘤临床和科研

的先河，书写了湖南中医药对抗肿瘤的传奇，但

他仍然对博大精深的中医药无比敬畏。他说：“我

即使能辨证施治，其背后的实质仍然需要不停探

索，需要更多热爱中医的年轻人不断传承创新下

去。”

国医大师潘敏求：
书写中医药对抗肿瘤的传奇

7 月 20 日，第四届国医大师和

第二届全国名中医表彰大会在北京

召开，湖南省中西医结合医院（湖南

省中医药研究院附属医院）潘敏求

教授喜获“国医大师”殊荣。国医大

师，是中国中医药领域的最高荣誉。

至此，湖南国医大师已达 4人。

潘敏求（中）在教学。 王艳姿 摄

前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