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2 月 6 日，在复旦大学（中山

医院）肝癌研究所成立 50 周年学

术研讨会暨汤钊猷院士从医执教

65 周年学术思想研讨会上，40 位

“新生”超过 20 年的肝癌病友唱

起了欢快的《歌声与微笑》，其中生

存 40 年以上者有 3 人，最长生存

已达 48 年。当天下午，复旦大学

（中山医院）肝癌研究所的“奇迹缔

造者”们和病友们相聚在一起，共

同庆祝研究所的 50 岁生日。时光

长廊中，另一幅 28 年前的画面与

之交织重合：在 1991 年的上海国

际肝癌肝炎会议上，生存 10 年以

上的 30 位肝癌病人以一曲合唱

“震撼”了国内外专家。

旦大学党委书记焦扬，中国

工程院院士、复旦大学（中山医院）

肝癌研究所名誉所长汤钊猷，中

国工程院院士、中国抗癌协会前

任理事长郝希山，中国抗癌协会

副理事长李强、秘书长王瑛，上海

市卫生健康委副主任秦净，中国

科学院院士、复旦大学附属中山

医院院长、复旦大学（中山医院）肝

癌研究所所长樊嘉，复旦大学附

属中山医院党委书记汪昕，中国

科学院院士、上海市心血管病研

究所所长、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

院心内科主任葛均波，以及附属

中山医院党政领导班子、各科室

负责人等参加会议。

半个世纪前，权威的教科书

上写着：“肝癌的病程是 2-5 个

月。”当时，一个人患了肝癌就等

于被宣判了死刑，而且送进医院的

病人已多为肝癌晚期。有这样一群

人，经过几十年的努力，使肝癌术

后的累计 5 年生存率由上世纪 60

年代的 14%提到如今的 64%，创造

了肝癌治疗的“世界奇迹”。

上，一个视频短片回顾了复

旦大学（中山医院）肝癌研究所缔

造奇迹的 50 年：1969 年起步的肝

癌研究所前身，由汤钊猷联手著

名肝外科专家余业勤、杨秉辉、周

信达、林芷英等老一辈专家教授

成立“肿瘤小组”。1988 年经卫生

部批准成立更名为上海医科大学

肝癌研究所，隶属上海医科大学，

下设肝癌内科、外科及实验室。

2000 年复旦大学与上海医科大学

两校合并后，研究所更名为复旦

大学肝癌研究所。

过去的 50 年里，肝癌诊疗领

域的多个“第一”在此诞生。汤钊

猷首次提出“亚临床肝癌”概念，

领导了肝癌“早诊早治”，开创肝

癌诊治新局面，使肝癌从不可治

变成了部分可治；他在国际上首

次建成“高转移人肝癌模型系

统”，并提出肝癌转移复发新理

论。在此基础上，“小肝癌的诊断

和治疗”及“转移性人肝癌模型系

统的建立及其在肝癌转移研究中

的应用”分别获 1985 年和 2006

年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新一

代学科带头人樊嘉对肝癌肝移

植、肝癌门静脉癌栓综合治疗等

进行系统研究，创造了多项本市、

全国乃至世界记录，首次提出了

适合中国国情的肝癌肝移植适应

证———“上海复旦标准”，牵头制

定《原发性肝癌诊疗规范》；已成

功转化并生产上市的“7 种微小

核糖核酸肝癌检测试剂盒”、实现

签约转化的“全自动循环肿瘤细

胞分选检测系统”两项研发成果

分别对应肝癌的早期发现和诊

断、肝癌治疗效果实时动态监测，

以及肝癌复发转移和诊治疗效预

测，突破了以往限制肝癌病人手

术疗效的瓶颈，且均为拥有完全

自主知识产权的全球“首例”。作

为现任肝外科主任，复旦大学（中

山医院）肝癌研究所教授周俭带

领肝外科团队创新开展 Alpps、废

弃肝活体移植等肝移植新技术，

着力加强学科建设和人才梯队建

设，继续深化肝癌肝移植后复发

转移防治等临床研究。

正如焦扬所总结的：“肝癌研

究所的奋斗历程和辉煌成就，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医疗事业、医

学研究和医学教育发展的缩影，

是复旦大学附属医院医教研一体

化发展、临床与科研结合‘双轮驱

动’的典范，也是几代上医人中山

人为国为民、艰苦奋斗、开拓进取、

薪火相传的结晶。汤钊猷院士是

这个优秀群体的杰出代表。”

年恰逢汤钊猷进入医学界 70

周年、从医执教 65 周年、加入中国

共产党 60 周年、从事肝癌临床与

研究 50 周年、带领团队开始在国

际医学界占据一席之地 40 周年。

多年来，汤钊猷始终胸怀国家、心

系人民，始终追求卓越、争创一流，

坚持严谨进取、团结创新，坚持立

德树人、甘为人师。他的人生历

程，很好地诠释了“团结服务牺牲”

的复旦精神、“正谊明道”的上医院

训和中山医院“一切为了病人”的

立院初心。

“50 年前对于肝癌病人来说

就是六个字，‘走进来、抬出去’，短

则几日几周，长则几月都走了。而

现在，可以用另外六个字来概括，

就是‘走进来、走出去’。”年近 90

岁的汤钊猷感慨，回顾这半个多

世纪来和曾被称为“不治之症”癌

魔的抗争之路，他将自己“严谨进

取，放眼世界”的座右铭，改动了两

个字寄语年轻医生———“严谨进

取，走向世界”。“当年我们很少有

机会能够出国，只能够从世界的

角度了解世界，追赶世界，超过世

界。现在我们国家站起来了，富起

来了，完全可以走出去，扬我们中

华文明的精髓，为国家的医疗卫

生事业，树立更好的榜样，为世界

人民做出更大的贡献。要做到这

一点，首先是严谨———严谨是基

础，一定要严谨、进取。只有严谨

而没进取，没有创新，就没有进步。

所以在严谨的基础上，还要创新，

才能够达到我们的目标。”

发性肝癌是我国的一个大病，

全世界一半以上的原发性肝癌发

生在中国。据樊嘉介绍，前辈们经

过几十年的努力，对于肝癌的预

防、诊断、治疗、发生发展机制的研

究都处于国际一线领先水平，这些

为年轻医生进一步深入认识和研

究肝癌奠定了非常好的基础，也搭

建了良好的平台。但是，由于肝癌

的复杂性和高度的异质性，目前

对肝癌的诊疗和认识还不是非常

全面，尤其是在肝癌如何达到早

期诊断方面。他认为，对于从事肝

癌研究的学者和临床医生而言，

应该更进一步地了解和重视肝癌

发生发展、复发转移的机制，在研

究这些机制的同时，思考如何突

破肝癌领域的瓶颈；而对于一些已

经取得明显进展的“瓶颈”问题，怎

样通过研究、以及在临床上发现问

题后再回到基础进一步验证分析。

“肝癌研究所 50 周年是一个新的

起点，未来我们的工作，将进一步

深入解读最新进展，积极探索新发

现的临床问题，将这些问题带到研

究中去、更好更快地解决它们，加

强‘医研产’结合，不断地提升肝癌

的诊断率和治疗效果。”

50 年，是一个创造肝癌诊治

“世界奇迹”、值得纪念总结的里程

碑，也是一个承前启后、继往开来

的新起点。焦扬在致辞中强调，迈

入新时代，复旦大学正在朝着全

面建成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迈

进。世界一流的大学要有一流的

医学院和附属医院，要坚持完善

社会主义大学和公立医院的根本

特色、根本优势，主动对接服务创

新强国、健康中国战略，为国家和

人民产出一流成果、提供一流服

务、培育一流人才。期待肝研所的

师生继承发扬优良传统，坚持走

基础与临床相结合的道路，发展

“精准医学”、强化“转化医学”。不

断瞄准医学前沿、攀登学术高峰，

产出更多有中国特色的高水平原

创成果；不断将最新科研成果转

变普及为先进临床技术，为更多

患者解除痛苦；不断培养医学创

新领军人才，培训大量高素质医

疗骨干。争取早日建成世界一流水

平的肝肿瘤医学中心，为复旦大学

一流医学院、一流附属医院和一流

学科建设提供有力支撑，为人民卫

生健康事业做出更大贡献。

讨会上，多位国际肝癌临床及

基础领域顶级专家围绕肝癌研究

的机遇和挑战以及肝癌肝移植的

现状与展望，共同探讨肝癌诊治的

新技术、新策略。全国各地的肝癌

肝移植术后病友代表也参加了这

场特殊的“生日会”。“我曾三次挣

扎在死亡线上，感谢复旦大学（中

山医院）肝癌研究所的专家医生一

次次把我救回来，让我还能享受家

庭的温暖，享受新时代的幸福生

活。”1992 年，余业勤为 39 岁的吕

文艺作了肝癌切除手术，2002 年

吕文艺被查出肝脏新病灶，2004

年樊嘉主刀为他进行了肝移植，然

而命运多舛的他在 2015 年再次出

现转移病灶，周俭为其进行了切除

手术；如今，他和家人一起迎来了

新生命的第 27 个年头。来自贵州

的马宏康 28 年前历经 2 天 2 夜火

车赶往上海的中山医院，回忆起抵

沪时那个寒风凌冽的夜晚，忍不住

红了眼眶：“当年当地医生诚告我

可能只有三个月的生命。如今

2019 年了，中山医院的专家年年

都对我进行回访，而我病情也没有

再复发过。这是肝研所给予我的第

二次生命，点燃了我和家人 28 年

的希望。”1993 年在中山医院接受

肝癌手术治疗，今年“26 岁”的叶

彦晋非常开心能和救命恩人、病友

们相聚：“以前曾有‘同病相怜’一

说，但是我们有幸遇上中山医院，

遇上肝研所，遇上了德术双馨的医

务人员。今天病友们聚集在一起

‘同病相庆’，我们都是幸运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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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过五十年，用“闪亮成绩”缔造了“世界奇迹”
复旦大学（中山医院）肝癌研究所举办学术研讨活动欢度“50岁”生日

复旦大学（中山医院）肝癌研究所的奋斗历程和辉煌成

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医疗事业、医学研究和医学教育发

展的缩影，是复旦大学附属医院医教研一体化发展、临床与

科研结合‘双轮驱动’的典范，也是几代上医人中山人为国

为民、艰苦奋斗、开拓进取、薪火相传的结晶。汤钊猷院士是

这个优秀群体的杰出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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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钊猷（左二）与中山医院专家探讨肝癌诊治（资料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