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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提示
2011 年元月，部属三甲、综合实力居国
内前列的华中科技大学附属同济医院托管
咸宁市中心医院，首开我省优质医疗资源下
沉地市级医院之先河。
10 年时间，同济医院的品牌、技术与管
理，在咸宁市不断生根发芽，市中心医院医
疗人才队伍不断壮大、医疗技术明显提升、
病人不断回流，咸宁百姓开始真正享受到
“同济水平、咸宁价格”
。
10 年时间，市中心医院对标国内顶级
医院，不断完善软硬件条件，加强重点学科
建设，提高医疗服务水平，各项发展取得长
足进步。

2011 年 1 月 16 日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院与市
中心医院签订托管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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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同济医院托管咸宁市中心医院十年来的“咸宁样本”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柯建斌 向东宁 周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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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金艳

2011 年，刚刚完成整体搬迁的咸宁市中心医院，首开全省先河，与同济医
院正式签约托管，从此按下了发展的快进键。
托管十年来，市中心医院与同济医院深度融合，共同书写了深化医药卫生
体制改革的
“咸宁样本”
。

· 从复制到对标，
中心医院托管模式独树一帜 ·
同济医院托管咸宁市中心医院十年，
10 个病人，心里凉凉的。现在，科室已经
发生了什么变化？
拥有 120 张病床，业务水平与之前有了天
数据最直观——
壤之别。
2010 年，门急诊量 15 万人次。2019
如果说法还不够，
有例为证——
年，60.5 万人次；
2017 年 5 月，市中心医院胃肠外科团
2010 年 ，手 术 量 5000 余 台 。 2019
队佩戴 3D 眼镜，成功为一名 58 岁男性实
年，14000 余台；
施 3D 腹腔镜下胃癌根治手术。
2010 年，高学历人才 72 人，2019 年，
2020 年 3 月，市中心医院神经外科
达到 370 余人……
团队通过显微镜辅助手术，在患者密布
如果数字不够，不妨听听他们的说
着重要血管、神经的脑内，完成了高难度
法——
手术——内侧型蝶骨嵴脑膜瘤切除术，为
身患母细胞性浆细胞样树状突细胞
患者取出一个约鸭蛋大小的肿瘤，该手术
肿瘤这一罕见病的晚期患者刘老先生说：
为全市首例，标志着该院神经外科肿瘤切
我曾被医生“判了死刑”，在市中心医院的
除手术达到了省内先进水平。
治疗下，现在病情稳定，我对家门口的医
高水平医疗团队+高精尖医疗设备的
院有信心。
“双高引擎”，驱动医院医疗水平、服务能
市中心医院大内科主任甘受益说：
力突飞猛进。
2005 年刚到中心医院时，看到科室只有
学科建设与同济对应。从传统的大

科室不断细分出亚学科，拆分及新成立科
学术科研和同济对接。十年间共获
室 24 个，其中省级重点专科 8 个，省级重
得纵向科研课题 9 项，主导的科研成果达
点建设专科 2 个。
40 项，其中国际先进 1 项、国内首创 1 项、
医疗技术和医疗服务与同济对标。
国内领先 16 项、湖北省重大科技成果 21
成功开展了 100 余项新技术新业务，多
项，医务人员发表论文 1854 篇。成功创
项 业 务 填 补 了 区 域 内 技 术 空 白 。 2018
建国家药物临床试验基地，已开展 10 余
年,胸痛中心顺利通过中国胸痛中心标
项 1 期药物临床试验。
准版资格认证，成为湖北省第 24 家获此
硬件设施与同济对照。医院每年将
殊荣的市级医院胸痛中心，跻身全国百
收入的 6%用于完善医疗服务装备，先后
余家胸痛中心之列；2018 年，卒中中心
购置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医疗仪器设备
被纳入卒中防治中心与卒中急救地图；
39 台件，其中，医院拥有全球顶尖双源光
2018 年 省 卫 健 委 组 织 的 人 类 辅 助 生 殖
子 CT、GE10 彩超机，
全省前列。
技术专家组，对生殖中心夫精人工授精
“托管十年，咸宁市中心医院的医疗
技术（AIH）进行评审,并现场宣布通过
质量上了档次，医疗发展上了平台，为向
评审，2019 年，第一例人授宝宝在该院
全省优质医院目标迈进打下了基础。”市
顺利出生；2019 年心衰中心通过国家标
中心医院院长杜光说，这一模式已经成为
准版认证，心衰规范化治疗跻身省内前 “咸宁样本”，为走进“深水区”的公立医院
列。
改革提供了鲜活的范例。

· 从武汉到咸宁，
咸宁市民就诊形式别具一格 ·

2016 年 12 月，
妇儿大楼建设工程奠基

2018 年，市中心医院成功完成一例
高难度腹腔镜手术，从患者何先生的左侧
肾上腺区取出一个 6CM 巨大嗜铬细胞
瘤。
此前，何先生的女儿因父亲病情危急
曾提出转院武汉，但何先生却做出留院的
决定。
是什么理由让何先生执意留院？他
说：
“因为信任”
。
这一句信任，听起来简单，实则来之
不易，对医护人员来说是莫大的鼓励和荣
誉。也反映出托管以来，市中心医院在咸
宁老百姓中树立起了口碑。
曾几何时，有了疑难杂症往武汉大医
院跑是咸宁人的习惯。如今，越来越多的

人选择家门口就医，市中心医院“同济水
平、咸宁价格”已成为大众认知的事实。
血液内科主任葛仁英对此深有感
触。
“ 医院以前没有血液内科，只能处理
一些简单的血液病。随着学科建设的发
展，现在医院的血液内科独立出来，与同
济血液病研究室开展合作，还能开展基
因、染色体检测等业务，在咸宁就能享受
到同济的诊断水平、医保报销等，对于需
要定期检查的血液病患者来说方便了很
多。
”
自 2011 年开始，同济医院就派专家
教授来院担任科主任，每周末派专家来院
坐诊、查房、手术、讲学，这一模式一直持
续至今。两院加强多学科合作，先后成立

了胸痛、脑卒中、肝癌、胃肠肿瘤、糖尿病
足、VTE 防治等诊疗协作团队，使医院疑
难病例的诊断治疗水平明显提升，为咸宁
的疑难急危重症患者提供了很好的医疗
保障，
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同步增长。
“同济的专家教授带来的不仅是精湛
的医术，我认为更多的是理念上的深远影
响。”市中心医院手术总监孔东波说出了
很多医务人员的心声。
儿科主任赵红玲说：
“ 以前觉得医生
做好本职工作就行，托管之后，参加了多
次管理方面的培训，才知道规范化的管理
对科室的重要性。”
心内科副主任李宾说：
“ 托管激发了
医院的内生动力和活力，各科室的中层力

量起来了，涌现了一批青年骨干。
”
黄丽琼就是其中之一。
“托管的十年，
是我人生中的黄金十年。”黄丽琼回忆，
“当时同济医院曾万江、汪辉两位教授在
妇产科担任主任，印象最深的就是他们精
益求精的职业操守以及科研精神，激励我
后来攻读了博士，2015 年医院启动海外
研修计划，先后送出 52 人次出国进修，我
幸运地成为其中之一。”十年来，黄丽琼跟
随医院共同成长，不仅医技水平提升，在
医院组织的中层干部竞聘中，还先后竞聘
为产科副主任、人力资源部主任。
同济文化的渗透和根植，让托管不是
简单的复制，而是成为了有生命的移植，
最终结出惠民利民的果实。

· 从学生到师傅，
中心医院医改成果焕然一新 ·

2017 年 7 月，通过三甲医院复审

2018 年 10 月，英国皇家医学院院士高武图受
聘为该院客座教授

2020 年 4 月 17 日，咸宁市中心医院
与英国约克教学医院视频连线，分享此次
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经验。
此次抗疫中，咸宁是全省最早整市清
零的市州，并且创下了“三最”：病亡率全
省最低，治愈率全省最高，中药使用率全
省第一。全市医务人员实现零感染，抗疫
人员、云南援咸医疗队零感染。这其中，
市中心医院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医院院长杜光、呼吸内科主任徐旭燕
等作为指挥部专家组成员，在咸宁抗疫决
策中提出许多有效建议。医院在全市抗
疫中主动作为，连夜清空新建的 3 号楼，
集中转运收治全市新冠肺炎危重症患者。
“中心医院的办医条件和水平不输世
界上很多先进医院，医务人员素质过硬，
是一支铁军，还体现出了开放包容的实力
以及对国际社会的担当。”作为特聘专家
在市中心医院参与抗疫的中国中医科学
院、瑞典卡罗琳斯卡医学院中西医双博士
后王维武教授，多次在接受中外媒体采访

时这样评价。
王维武教授说，抗疫中，咸宁市中心
医院真正发挥了“中心”的作用，这与托管
模式在中心医院根植多年关系密切。托
管模式带动了中心医院的发展，上下级医
疗机构联动也辐射影响到县级医疗机构。
市中心医院从同济托管的模式中获
益，也把这种模式应用到全市医疗事业发
展之中。
医院对口支援通山县人民医院，先后
派出 9 批共 47 名专家，通过查房、手术、疑
难病例讲解的临床带教形式帮扶，同时还
参加医院管理。在市中心医院的帮助下，
通山县人民医院 2019 年顺利通过二甲医
院复审。
2015 年 12 月，市中心医院发起并牵
头成立“咸宁市区域医疗联合体”，为分级
诊疗有序推进奠定了坚实基础。
2018 年，该院搭建了市中心医院（医
联体）远程医疗服务平台，建成与多家医
院联通的“互联网+医疗”的网络平台，推

● 门急诊量

● 出院人次

进市级三甲医院与县、乡镇基层医疗卫生
机构、分级诊疗双向转诊与专科医生的数
据资源共享和业务协同，患者无需接受多
次会诊，在各个专科之间来回奔波，在家
门口就能得到科学全面的个体化治疗方
案。
近年来，医院先后打造心衰中心、胸
痛中心、卒中中心、生殖中心等，建设国家
全科医学培训基地、湖北省住院医师规范
化培训基地和咸宁市执业医师、全科医
师、社区医师的培训与考核基地。在咸宁
乃至全省急危重症救治、专业人才培养上
发挥重要作用。
“以前，医院与县级医院之间的水平
差距并不明显。现在医院影响力日益提
升，尤其是急危重症方面优势明显。”医院
副院长王定淼说，当年同济专家手把手帮
助中心医院建设起急危重症医学科，如
今，市中心医院急危重症医学科不仅是区
域急危重症患者的首选，还帮助、带动县
级医院的学科建设。他感慨：
“ 医院的壮
● 手术量

大让我们更有自信。”
这种自信也反映在医院的文化建设，
医生的精神风貌上。不管是院内随处可
见的文化展示，还是大大小小的活动，医
院都将“格物穷理、同舟共济、至诚至爱、
惠泽民生”的医院精神贯穿其中。尤其是
抗疫期间，全院职工不畏艰险、无私奉献，
院长杜光将这些感人事迹亲自改编成抗
疫版《为了谁》，由医院医护人员演唱，展
现真实的抗疫一线场景，不仅唱出医护人
员的风采，唱响时代主旋律，其中真挚的
情感更是激励了许许多多医护人员和在
抗疫一线奋斗的人。随着同济文化的浸
透、滋养，医院职工干部凝聚力更强、执行
力更强。
“如今医院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区域
医疗中心。”回顾托管十年，医院党委书记
郑波说：托管之初，时任同济医院党委书
记、院长陈安民提出“医院管理上水平，人
民群众得实惠，干部职工受鼓舞”的发展
目标，
如今都得以一一实现。
● 业务收入

2018 年 6 月，首批护士长赴新加坡研修
● 2011 年至 2019 年科研论文情况

● 高层次人才结构

博士（12 人）
硕士（359 人）

科研立项（96 项）

博导（1 人）

科研成果（40 项）

硕导（17 人）

论文（1854 篇）

享受国务院津贴（7 人）

专著（36 本）

享受省高层次人才（3 人）
享受市高层次人才（25 人）

SCI 论文（58 篇）

2020 年 3 月，
在云南医疗队的支援下，
抗疫成果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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