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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旦大学召开医教研“十四五”服务上海专题座谈会 

 9 月 25日上午，复旦大学医教研“十四五”服务上海专题座谈会在逸夫科技楼举行。复

旦大学校长许宁生，党委副书记、上海医学院党委书记袁正宏，常务副校长、上海医学院院

长金力，上海医学院副院长吴凡、汪志明，6 家直属附属医院院长、书记、分管副院长，学

校相关职能处室负责人参加会议。会议由许宁生主持。 

 会议深入学习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

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不断向科学技术广度和深度进军”的要求和“健康中国”重要论

述，结合最新发布的《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医学教育创新发展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20〕

34号）有关要求，深入探讨了复旦大学附属医院“十四五”期间如何加快医学教育创新改革、

建设研究型医院、推进医教研协同发展，如何更好维护服务上海人民生命健康、筑牢公共卫

生安全体系、为上海建设亚洲医学中心城市作出更大贡献，如何发挥国家医学中心和国家区

域医疗中心作用、辐射长三角服务全国人民生命健康等议题。 

 会上，附属中山医院院长樊嘉、附属华山医院院长毛颖、附属儿科医院院长黄国英、附

属妇产科医院院长徐丛剑、附属肿瘤医院院长兼附属质子重离子医院院长郭小毛、附属眼耳

鼻喉科医院院长周行涛围绕“十四五”服务上海和建设世界一流研究型医院主题进行了交流

汇报。医院管理处处长王艺、医学科研处处长姜红分别就“国家医学中心和国家区域医疗中

心建设”、“国家临床医学研究中心建设”进行了专题汇报。 

 许宁生作总结发言。他要求学校和上海医学院相关职能部门研究制定推进工作的指导文

件，做好医学发展“十四五”规划；各附属医院要从参与国家布局角度，积极申报国家医学

中心和国家区域医疗中心，以及国家临床医学研究中心，助力上海建设亚洲医学中心城市；

母 校 新 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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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医学院和各附属医院要把握好共建托管的机遇，深化医学教育改革，大力发挥附属医院

的作用，真正做到上海医学院整体实化运行，充分发挥综合性大学办医学院优势，医疗、教

学、科研、预防和管理紧密结合，实现体制机制新突破。         （摘自复旦大学新闻网） 

正谊明道展初心，服务人群担使命！复旦上医“伟大工程”示范党课

开讲 

 9 月 24日晚，以“正谊明道展初心，服务人群担使命”为主题的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伟

大工程”示范党课在明道楼二楼报告厅正式开讲。市教卫工作党委副书记滕建勇，复旦上医

党政领导班子，市教卫工作党委组干处、兄弟院校组织部门、复旦上医各机关部处、二级党

组织有关负责同志，以及党支部书记、党员代表等 200 余人在现场参加了党课学习。党课围

绕“正谊明道，赤心永驻”“心有大爱，服务人群”“医路传承，为国育人”三个篇章展开，

讲述了复旦上医人坚守初心、勇担使命的发展历程。 

 作为上海市教卫工作党委系统第 2季“伟大工程”系列示范党课之一，本次党课既是复

旦上医深入开展“四史”学习教育的重要内容，也是向新中国 71 岁生日的特别献礼。（摘自

复旦上医新闻网） 

克卿书院举办 2020 级新生导师工作午间交流会 

 9 月 22日、23日中午，克卿书院举办 2020级新生导师工作交流会。克卿书院院长、复

旦上医研究生院院长汪玲教授出席会议并讲话，医学学工部、医学宣传部/教师工作部、医学

教务处和医学研究生院有关负责人和老师参加会议。基础医学院、公共卫生学院、药学院、

护理学院和附属医院的 39位新生导师积极报名参加交流会。交流会邀请了往届书院导师分享

导师工作经验、职能部门负责人介绍相关工作。交流会上，汪玲院长首先对新生导师们的积

极参与表示感谢，对相关职能部门负责老师参会表示欢迎。她强调导师工作要坚持立德树人、

学生为本的理念，同时导师工作时要注意医学特色、招生特点，要有针对性。特别是在书院

建设的 3.0 时代，抓住三方共建复旦上医的机遇，积极形成克卿书院导师、学生思政队伍、

专业教师三位一体的工作氛围。                             （摘自复旦上医新闻网） 

祝贺！樊嘉院士荣膺第三届“世界杰出华人医师霍英东奖” 

 9 月 21 日，2020 世界华人医师年会暨抗击新冠肺炎互联网医疗论坛在山东青岛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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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开幕式上，颁发了第三届“世界杰出华人医师霍英东奖”。中国科学院院士、复旦大学附

属中山医院院长樊嘉教授获此殊荣。“世界杰出华人霍英东奖”是由世界华人医师协会理事会

研究决定设立，以世界华人杰出领袖霍英东先生冠名，霍英东基金会资助，是世界华人医师

唯一最高奖项，旨在表彰奖励华人医师中的杰出代表，激发鼓励更多华人医师努力为世界人

民的健康事业做出贡献，进一步提高所在国家和地区对华人医师的认同和支持。（摘自复旦上

医新闻网） 

5 个亿！复旦获校董捐赠，筹谋全球一流国际医学中心！ 

 近日，全国政协委员、宝龙集团董事局主席、复旦大学校董许健康宣布：向复旦大学捐

赠 5 亿元人民币，用于支持复旦大学国际医学中心项目的筹建。鼎力支持复旦大学谋划打造

对标国际一流的医疗机构和全链条的国际医学中心。 

 复旦大学国际医学中心拟对标国际一流，通过引入国际顶尖医疗资源，促进多元化发展

及国际合作，依托复旦大学、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及附属医院一流的学科能力和学科地位，

融合临床医学、基础医学、药学、生命科学等科研平台，打造高水平临床诊疗与新药、医疗

器械、生物医用材料和新技术研发及临床试验结合的 “医、教、研、产”四位一体的综合性

整合平台，从而发挥辐射长三角示范区，满足长三角地区的高端医疗需求，提供国际化高水

平的诊疗服务，服务上海科创中心建设和亚洲医学中心城市建设的功能。 

 2015 年，许健康董事给复旦大学捐赠人民币 5000 万元，用于支持复旦大学图书馆医科

馆建设；2017年捐资支持中美医学图书馆论坛，推动医科图书馆的内涵发展；2019 年设立“康

泉福建籍医学新生奖学金”鼓励福建籍学生报考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今年又第一时间响应

学校号召支持学校抗疫基金。从 5000万到 5个亿，5年来，许健康先生身为复旦校董，他和

宝龙集团多次慷慨捐赠支持复旦发展，为学校培育人才、创建世界一流医学院，提供了有力

支撑。复旦大学党委书记焦扬，校长许宁生，常务副校长桂永浩，常务副校长、上海医学院

院长金力，校党委副书记、上海医学院党委书记袁正宏，校党委副书记、上海复旦大学教育

发展基金会理事长许征及宝龙集团董事局主席、校董许健康，宝龙地产总裁许华芳等，出席

今天的捐赠仪式。                                 （摘自复旦上医新闻网） 

 

 

 

上 医 战 疫 为 人 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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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首语】 

2020年初，突如其来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蔓延全球。在过去的 9个月里，从驰援武

汉主战场到坚守上海主阵地，再到支持全国和全球抗疫，上医人没有忘记自己的使命和担当，

迎难而上守望相助：我们的临床医学和护理学校友以精湛医术、高尚医德、优良医风，做好

人民健康的守护者；汤钊猷、闻玉梅、戴尅戎、葛均波、金力、樊嘉、马兰 7 位院士校友与

沪上的医学界院士联名向上海市民发出倡议书，共同向全社会呼吁：科学认知新发传染病，

配合排查、及时就医、做好防护；公卫校友活跃在社区，机场，车站等重要关口，为群众牢

牢筑起防疫“长城”；基础医学校友同时间赛跑，分离首株新冠病毒毒株；更多心系母校的

校友，纵是千山万水，难挡桑梓深情，点滴捐赠汇聚浩浩暖流。 

凛冬散尽，星河长明。让我们为每一位经历这段岁月的上医人致以英雄的敬意，并继续

携起手来，共同守卫我们的美丽家园和幸福生活。 

 特设“上医战疫为人群”专栏陆续登载上医人抗疫感人事迹。 
 9月 29日下午，由市委宣传部、市卫生健康委等部门共同主办的“上海防控新冠肺炎

疫情先进事迹报告会”于上海展览中心友谊会堂举行。报告会上，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重

症医学科副主任、“上海最早逆行者”、国家新冠肺炎危重症临床救治专家组专家、国家联

防联控机制医疗救治专家组成员，校友钟鸣作了题为《在武汉“出生入死”的 75天》的报

告。 

在武汉“出生入死”的 75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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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我是来自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的钟鸣。今年 1月 23日小年夜，我们医院接到

国家卫健委发出的紧急调令，要我立即奔赴武汉支援，只有 3 个小时准备时间，当天下午 2

点我一个人出发，不经意间成为了“上海最早逆行者”。很多人都问我，那时候怕吗？其实，

作为一名长年奋战在 ICU的临床医生，见惯了生离死别，而且 08年经历过汶川抗震救灾，出

发的时候感觉就像是“又一次”的救援任务，并没有想太多。况且中山医院在短短几个小时

为我准备了各种生活防护物资，送我上车，我感觉有医院和上海做后盾，不怕。 

 

 1 月 23日当天武汉已经封城，我坐高铁到距离武汉最近的麻城北，由湖北省卫健委的小

车接至武汉高速入口，再换由另一辆能进武汉的车将我接至驻地。初入武汉时，已是深夜，

凄凄小雨中，整个城市荒凉寂静。第二天，我被安排在金银潭医院南楼六层，那是个由临时

普通病房改成的 ICU，条件相对艰苦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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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以来，我对自己的专业能力都是自信的，但直到我走进南六病房办公室，看到监视

器上的数字，满屏都是报警，一半以上患者氧饱和度都在百分之六七十，我震惊了。什么概

念呢？就是这些病人的心脏随时会因缺氧停跳！平时在医院里，有一个这样的病人我们都会

非常紧张，整个团队全力以赴，而现在，一个病房就有这么多危重病人，你简直不知道该从

哪一个开始。 

 头几天根本无法入睡，大量危重症病人集中在 ICU里，需要不停地处理。清晰地记得到

金银潭的第一个夜班，一位也是刚到第一天的恩施的护士，带领着仅仅 3位护士，冲进病房，

去救治这些随时都可能逝去的生命。那种悲壮，仿佛在用她们瘦弱的身躯连成身体的人墙，

来抵御病魔洪流。那时候，身体的疲劳还在其次，更重要的是，情感的冲击和对自己能力的

怀疑。病人们求生的眼神，对你远道而来援助武汉的感激，都会因为他们的快速离世，而成

为我们心口重重的石头。死亡经常突然发生，不断重演，即使我们倾尽全力。每一次突然，

对我们医生而言打击巨大。后来与另几位国家专家聊天，发现在起初那段时间里，基本上都

在怀疑自己，有七尺男儿在房间里默默地流泪。这种苦涩与悲痛，折磨着当时在一线每一位

与病魔斗争的战士，但是，我们是不会向病魔屈服的！困难激发了我们的斗志和韧性！ 

 我们不断总结经验，一笔一划地记录下病人的每一条重要信息，白天病房里在病人床旁

治疗，晚上大家讨论病情，总结经验。遭受打击、总结、再总结，循环往复，情况逐渐向好

的方向发展。我们慢慢掌握了疾病的规律，积累了很多经验。在我之后不久，中山医院又相

继派出了三批共 140名战友驰援武汉，上海 1649 名勇士战斗在武汉一线。多学科团队的精诚

协作、精准施策、治疗关口的前移，避免了疾病进入加速阶段，减少了危重症的发生率。当

时，根据中央指导组和国家卫健委的要求，我跟随国家专家组去各定点医院和医疗队巡查和

宣讲“应治尽治”“关口前移”等在前期抗疫斗争中总结出的宝贵经验，我的足迹留在了武昌

医院、武汉七院，天佑医院、江夏第一人民医院，同济光谷、同济中法、武大人民东院、武

汉第一医院等，与无数战友见证了抗疫斗争逐渐走出阴霾的历程。  

 疾病的海啸似乎没那么猛烈了，但来自情感的冲击始终没有消减。在武汉战斗的 75天，

是把 10年 20年要发生的喜怒哀乐高度浓缩了塞进脑子里去。 

 南六病房有一位特殊病人，1月 27日转入 ICU，住院长达 2个月，是一位神经内科专家，

因为给一位后来才确诊为新冠肺炎的病人做急诊手术而感染。他和我同年，看着他，彷佛就

看见躺在病床上的我自己。2 月 3 日，他两肺全白，看到自己“差得一塌糊涂”的呼吸机参

数和心电监测指标，开始做最后的打算。我们倾尽一切想留住他，在同一个房间里，我们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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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失去了一位年轻的战友，不能再次承受失去战友的痛苦。我每天进病房给他鼓励，并在呼

吸机前呆很久，为的是精准调节适合他的呼吸机参数；有一位恩施来支援的护士，每日把自

己的水果削好、切好带给他，并每日发去微信：“今日份鼓励请查收！”“今天太阳晒得人心里

暖暖的，你快点好起来，自己出来感受一下”。我原来还以为他们是一家医院的同事，后来才

得知，他们之前素未谋面。但正是有了她悉心的照顾，她成为了他的精神支柱。半个月后，

他能有力气回复护士的微信了；两个月后，他终于治愈出院。 

 

 真的舍不得这些病人。有的病人 ECMO上了 50 多天，还有一个病人原来很差，经过种种

努力现在慢慢已经可以脱离呼吸机了。这些病人和我们并肩战斗这么久，希望看到他们最后

痊愈出院的那一天，他们也是激励我们坚持下去的动力。所以，后期有医疗队来接替，我们

内心非常不舍。我想这已经不是普通意义上的医患关系，而是战友关系。病人知道我们这些

来自上海等全国各地的医疗队，和当地医护人员一样，都是拿生命在守卫他们的健康，我们

是真心付出，他们也报以真诚的信任。 

 在这场抗击疫情海啸不平凡的 75天里，我时时刻刻都在被感动着，感动于无数的凡人微

光。比如那张温暖了无数人的落日余晖，这个瞬间让亿万人热泪盈眶，刻骨铭心。在以习近

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这些微光凝聚起来，同舟共济、科学防治、精准施策，

展现出中国力量、中国精神、中国担当！就在 9月 8 日我有幸参加了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

表彰大会，并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让我深受鼓舞，为自己是中国人感到骄傲和自豪！

因为在这次抗疫斗争中，我从奋战在各条战线上的群众身上看到了强大的民族凝聚力；从与

我一起战斗的武汉金银潭医院六楼 ICU所有的医护人员、上海后方的医务工作者以及中山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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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所有同事们身上看到了不屈不挠的意志力。这次武汉一线抗疫工作中最让我难忘、最感人

的是我们武汉金银潭医院 ICU 所有的医护人员。我们是一支临时组建的医疗团队，在与新冠

斗争的工作中，结下了深厚的工作友谊，彼此之间肝胆相护。最关键的是我们整个团体，都

是勇敢无畏的，在疫情最艰难的时候，我们坚持住了，最终完成了国家交给我们的抗疫任务。 

 

 武汉金银潭 ICU 工作的一些宝贵经验，我第一时间做了总结，并把它留在了武汉的大地

上，发表在武汉的《临床内科杂志》上。回到上海以后，情绪逐渐平静，泪点也没有那么低

了。我原来在美国研究的就是肺损伤，接下来我希望把疾病背后机制和临床表现联系起来，

将研究重点放在新冠肺炎的致病机制上。医学是有天花板的，对于医学、对于自然科学，我

们还有太多未知。唯有抱着敬畏之心，不断学习和探索，才能更好地迎接下一次挑战。 

 离别武汉的时候，送别我的武汉的战友，哽咽着对着新华社的镜头说，“因为一个人，爱

上一所城”。因为我们一起在金银潭出生入死的那些日日夜夜，让我的那些可爱的战友们深深

爱上了上海这座城市。感谢上海大后方、中山医院对我的培养、给我的坚强支持，感谢武汉

当地战友的并肩战斗，在我最困难的时候给予我鼓励和温暖。如果时光能够重来，我仍然愿

意背上背包，踏上那列开往武汉-麻城的列车。       (文稿，图片摘自中山医院微信公众号) 

 

 

 

               张金哲校友，100 岁生日快乐！ 

 2020 年 9 月 25 日清晨，央视新闻微信公众号向一位医生发来生日祝福！他就是校友张

校 友 随 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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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哲。张金哲是中国小儿外科的重要创始人之一，中国工程院院士，也是国际小儿外科最高

奖——“丹尼斯·布朗”金奖的获得者。他 1920年出生于天津，1946年毕业于上海医学院。

祝这位百岁儿医校友生日快乐！ 

 

 他的称谓有很多：院士、名医……但在小朋友眼里他是慈祥的爷爷、退休多年他仍坚持

每周到医院出诊查房、每次给小孩检查身体时他会提前把听诊器焐热、每次看完病他会起身

送患者离开他就是张金哲几十年来为万余名患儿操刀手术。 

创新手术治疗方式  先拿自己女儿开刀 

 张金哲是中国小儿外科的重要创始人之一，中国工程院院士，也是国际小儿外科最高奖

——“丹尼斯·布朗”金奖的获得者。他 1920年出生于天津，1946年毕业于上海医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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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前后，全国流行产房皮下坏疽，新生儿一旦感染，两三天内整个后背皮下化脓，死亡

率几乎是 100%。 

 刚参加工作不久的张金哲做了一个大胆设想：如能抢在发生大面积感染前，把患处切开

放出脓血，或能救人。但这一设想与传统外科原则背道而驰，中西医老师们均不支持手术治

疗。 

 此时张金哲刚出生三天的女儿也不幸被传染上皮下坏疽。张金哲选择了自己的女儿来当

第一个受试者。“我就那么一划，好了！”70多年后说起这段经历，张金哲云淡风轻，但不难

想象他当时下刀时的紧张。 

 所幸，这轻轻一划，张金哲的女儿很快康复了。而这种手术方式的推广，使当年新生儿

皮下坏疽的死亡率从几近 100%下降到 5%，现在已经成为罕见病。 

“我所做的是推广，让更多的人受益” 

 有了那次“拿自己女儿开刀”的经历后，张金哲认真地把目光转向了当时还是一片荒漠

的小儿外科学。1955年，张金哲调入新建的北京儿童医院，并主持建立了独立的小儿外科团

队。 

 

△张金哲 94岁时，在家中工作。 

 从 20世纪 50年代在国内首创小儿外科，到 80年代建立全国最大的小儿外科中心，他亲

手创造和改良了许多适合于小儿疾病诊断和手术的器械。他针对先天性巨结肠设计的环钳吻

合术，由于简便安全，被称之为“张氏钳”，还有“张氏膜”“张氏瓣”。这些简便易行的发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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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助基础差、底子薄的中国小儿外科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发展之路。  

 “我所做的是推广，让更多的人受益。所以这些器械和方法均是‘版权没有，欢迎翻印’。”

张金哲幽默地说，“那时候设备少，现在再用自制的医疗设备就是犯法了。” 

“好的儿科大夫必然是爱孩子的大夫” 

 作为儿科医生，张金哲说过：“好的儿科大夫必然是爱孩子的大夫。”他自身也是这么做

的。每次出诊，他都会温和地起身迎送患儿；查体时，他一定会先把听诊器焐热；看完病，

他也会起身送患者离开。 

 

△门诊时陪小朋友玩耍 

 为了减少孩子对检查的抗拒，他还学会了魔术。“有时候小孩怎么哄，他也会哭，实在没

办法了，我掏出个东西给他表演一下，他一瞧新鲜，就不哭了。” 

“外科张金哲”  要跟患者交托命的朋友 

 张金哲有一套自己琢磨出来的“接诊学”，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注重与患者的平等相处。 

 “我们看病首先是跟病人交朋友，你交朋友，你连名字都不告诉人家，那有什么诚意。

我们现在有那个小牌，那个字太小了，那不是给病人看的。所以我就在衣服上写上‘外科张

金哲’。”张金哲说，“要跟患者交那种托命的朋友。” 

 为了让病人一进门就知道谁在为他看病，张老用醒目的字体在白大褂的左前胸描出 5个

字“外科张金哲”。每次换洗白大褂，字迹模糊了，他就用签字笔重新描一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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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医 70 多年，始终坚持在临床一线 “我手灵活，还能做手术” 

 从医 70多年来，张金哲一直坚持在临床一线。即使在他担任副院长、社会职务最多的时

期，也要求自己再忙也不能耽搁出门诊。实在不能出诊，必提前向已经约好的病人说明情况，

更改日期。 

 常常有人不解，问张金哲：“您都这么大岁数了，为什么还坚持出门诊？”张老回答：“长

寿在于工作，医生，做的是服务于人民的工作，就必须接触人民。一个医生，可以其他什么

都不会，但一定要会看门诊！” 

 2019年 9月 25日，张金哲 99周岁，医院为他举行了简单的生日会。他在现场拿出了一

个小小的金属“拇指帽”，表演了自己最拿手的指尖小魔术。老人得意地说：“我这手啊，灵

活，还能做手术！” 

 

 就在去年，张金哲依然坚持每周出诊两次。今年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医院决定不再让

张金哲出门诊，老人其实心里有点不情愿，但他尊重医院的决定。查房，张金哲觉得没问题。

99岁的老人走在查房队伍的最前面，旁边的学生下意识地伸手去搀扶他，张金哲摆摆手，“不

用搀，我能走。”                              （文稿、图片摘自复旦上医微信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