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医学健康4 星期日 2022.11.20编辑/胡慧中

建院建院115115周年周年，，走好公立医院高质量发展走好公立医院高质量发展““华山之路华山之路””
身处上海这座城市，在115年

的历史发展中，华山医院与这座

城市同呼吸、共命运，见证了城市

的蓬勃发展，并为其奋斗。百年

红十字精神传承，三大国家中心

落地，一院多区格局形成。新时

期，拥有115年历史的复旦大学附

属华山医院，如何站在更高起点，

承担更大责任，走好公立医院高

质量发展的“华山之路”？

11月18日，华山医院纪念建

院115周年“奋进新时代·创新向

未来——公立医院高质量发展

与创新论坛”举行。何为华山，

何以华山？一部开场形象短片，

分“学科承扬、格局擘划”“创新

发展、服务为民”“国之所需、吾

辈所向”三个篇章，凝炼百十五

载华山之精神，勾勒非凡十年发

展之图景，激励奋进未来之力

量，以此致敬为华山医院建院

115年奋斗不息的人。

上海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宗

明，复旦大学党委书记焦扬，上

海市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主任

委员、上海市医学会会长、上海

市医师协会会长徐建光，上海市

卫生健康委主任闻大翔，上海申

康医院发展中心党委书记赵丹

丹，复旦大学党委副书记、上海

医学院党委书记袁正宏，上海市

医院协会会长陈建平，复旦大学

上海医学院副院长汪志明，华山

医院顾玉东院士、周良辅院士、

王以政院士，以及来自全市各大

医院的负责人、全国各合作单位

领导、复旦大学各职能部门、市

医院协会的负责人，华山医院老

领导、现任领导班子、中层干部、

双聘教授和医务人员代表等共

同出席会议并庆祝这一重要时

刻。华山医院党委书记邹和建

主持开幕式。

华峰连绵，共谱新篇

宗明在致辞中指出，近年来

上海深入贯彻党和国家关于推动

公立医院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意

见，结合城市实际和群众现实需

求制定了公立医院高质量发展的

上海方案，切实提高人民群众和

广大医务人员的获得感和满意

度。她指出，华山医院目前拥有

三大国家医学中心，部分学科特

色引领全国，形成了以总院为中

心，以领先学科为龙头，推动优质

医疗资源扩容和区域均衡的布

局，打造整体环绕上海的一院多

区的办医格局。她希望华山医院

能够紧紧围绕打造“中国最具影

响力的国际化优质医院”的目标，

抢抓机遇，主动作为，走好高质量

发展的“华山之路”。

焦扬代表学校向附属华山

医院建院115周年表示祝贺。她

表示，要坚持党建引领，为高质

量发展提供坚强政治保证。要

坚持人民至上，以高质量医疗服

务增进人民健康福祉。要坚持

医教协同，强化高质量发展的战

略支撑。焦扬表示，建设世界一

流大学，离不开一流医学学科和

一流附属医院。学校将一如既

往全力支持医院发展，希望华山

医院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守正创

新、团结奋斗，在建设健康中国、

健康上海的宏伟实践中书写新

的辉煌篇章。

国家卫生健康委医政司司

长焦雅辉在视频致辞中指出，人

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强盛

的重要标志，公立医院是我国医

疗卫生服务体系的主力军，公立

医院高质量发展是助力健康中

国建设、提升人民群众健康水平

的必然要求。我们要深入学习

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进一步加

强体系创新、技术创新、模式创

新、管理创新，持续提升公立院

管理和服务质量水平，持续推动

公立医院高质量发展。

中华医学会会长赵玉沛发

来视频致辞，他指出华山医院在

“人道、博爱、奉献”的红十字精

神指引下历次冲锋在国家重大

医疗卫生任务的最前线，彰显了

国 家 队 的 引 领 作 用 和 使 命 担

当。祝愿华山医院以建院115年

为新的起点，为健康中国建设再

立新功。

宗明、焦扬、徐建光、闻大

翔、赵丹丹、袁正宏、陈建平、汪

志明、顾玉东、周良辅、王以政、

邹和建和华山医院院长毛颖共

同点亮“华峰连绵，共谱新篇，再

创高质量发展‘华山之路’”蓝

图，开启华山医院高质量发展新

篇章。

共话高质量发展

简短、隆重的开幕式后，中

国科学院院士贺福初、中国科学

院院士陈义汉、复旦大学资深教

授葛剑雄围绕“公立医院高质量

发展与创新”，从科学管理、科技

创新、文化传承等角度授课。毛

颖主持主旨演讲。

高质量发展的梦想已点燃、

蓝图已绘就，如何接续奋斗，走

通一条公立医院高质量发展的

“华山之路”？下午，一场“大家

共话高质量发展”圆桌论坛在华

山医院举行。医院管理者与医

学大家、医学科学家共聚一堂，

就进一步推动公立医院高质量

发展的不同面向与路径进行探

讨与交流。

中国科学院院士、复旦大学

校长金力，中国科学院院士、国

家老年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

（华山）主任王以政分别主持“医

院发展战略”与“学科融合创新”

论坛。与会者专家就公立医院

如何进一步对接国家战略、办人

民需要的医院，如何实现一院多

区更高效的资源配置，如何建立

科学体系推动学科、人才融合创

新，如何进一步以文化建设凝聚

发展合力等主题进行探讨。华

山医院战略发展咨询顾问聘任

仪式举行。

毛颖指出，在新时代新征程

上，华山医院将通过进一步优化

学科、人才、空间、文化及管理战

略，进一步开放布局、强化体系、

创新机制、提升能力，以高质量

发展的“华山之路”持续推进健

康中国建设，护佑人民健康。

邹和建指出，今日华山，传

承创新医院115年厚重的历史文

化，以党建为引领、以文化厚度

浇筑时代底气。医院瞄准“一个

目标”，筑牢“两大基石”，弘扬

“三种文化”，贯穿“四根支柱”，

持续推进医院高质量发展。

在一个多世纪的发展历程

中，华山人坚信学科建设是医院

发展、服务百姓的根本。时至今

日，华山医院已拥有国家医学中

心3个，国家重点学科10个、临床

重点专科20个，在全国专科声誉

排行榜中，5 个学科位于全国前

三、9个学科位居前十，皆是患者

心中众望所归的品牌。在下午

举行的建院 115 周年主题活动

“聚焦发展，共建共享：公立医院

学科建设新时代新征途”上，全

国医务系统同道、学者，华山医

院三大国家医学中心、国家重点

学科负责人聚首，就临床创新与

学科高质量发展之路进行深入

探讨。

百十五载砺初心，唯以奋斗

致未来。

来源：附属华山医院

11月19日，由复旦大学附属

中山医院主办的“医学创新与公立

医院高质量发展大会暨中山医院

建院85周年学术活动”隆重举行。

来自中国大陆、港澳台地区以及东

亚、东南亚等国家和地区的专家学

者相约云端、相聚线下，共同探索

医学事业高质量发展之道、人类卫

生健康共同体的构建之路。大会

通过中文、英文双语频道直播，观

看人次达近40万。

大会开幕式上，复旦大学校

长、中国科学院院士金力，国家卫

生健康委医政司司长焦雅辉，上海

市卫生健康委员会主任闻大翔，复

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院长、中国科

学院院士樊嘉分别致辞，对中山医

院建院85年来，为卫生健康事业

发展作出的贡献给予高度肯定，希

望医院能继续强化创新引领，深化

国际合作，蹄疾步稳推进国家医学

中心建设，围绕生物医药领域的

“卡脖子”和“临门一脚”问题开展

技术攻关，铸造卫生健康领域的

“国之重器”。

作为会议的重要环节，《高质

量发展的中山“新”文化》正式发

布。国家发展改革委社会司副司

长孙志诚，上海市卫生健康委员

会主任闻大翔，上海市申康医院

发展中心党委书记赵丹丹，复旦

大学上海医学院党委副书记、副

院长徐军，中山医院院长樊嘉，中

山医院党委书记汪昕共同启动发

布仪式。

中山医院坚持文化铸魂，以

“一切为了病人”的中山精神和

“以人为本”的理念为基础，凝练

形成“数智创新、追求卓越、海纳

百川、大气谦和”的“新”文化概

念。未来，中山医院将在“新”文

化的引领下，凝聚奋进新征程的

强大动力，助推医院高质量发展，

为我国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谱写

新的篇章。

本次大会以“多元创新，高质

发展”为主题，由1个主论坛和4

个分论坛组成。主论坛从国家政

策、医院实践等角度，多维度、全

方位、深层次研讨“医院高质量发

展”的路径，兼具全球视野与中国

智慧。

据悉，第五届亚洲医学周、第

二届亚洲护理论坛与本次大会同

期举行。亚洲医学周是中山医院

于2018年创建的亚洲医学交流平

台，旨在凝聚亚洲力量、分享国际

经验。

此次大会上，在全球专家的见

证下，由中山医院护理部牵头的

“一带一路”医学人才培养联盟护

理专业发展专家委员会正式成立，

将为亚太地区的护理交流搭建稳

固的平台，建立良好的机制。未

来，亚洲医学周将推进更多的务实

合作，凝聚众行之志，奏响合作之

声，更好地服务“健康中国”、“一带

一路”等国家战略，助力上海亚洲

医学中心城市建设。

来自全国40余家大型公立医

院领导、中山医院战略合作伙伴

代表、中山医联体医院代表，中山

医院院领导，以及各临床、职能部

门负责人，党支部书记参加了本

次大会。 来源：附属中山医院

中山医院举办建院 85 周年学术活动
近日，由复旦大学口腔医学

院·上海市口腔医院（上海市口腔

健康中心）主办的聚力建设“第一

个复旦”——复旦大学口腔医学

高质量发展研讨会在浦江之畔圆

满召开。

本次研讨会邀请到复旦大学

党委书记焦扬，复旦大学校长、上

海医学院院长、中国科学院院士

金力，上海申康医院发展中心党

委书记赵丹丹，原复旦大学常务

副校长桂永浩，复旦大学上海医

学院副院长吴凡、汪志明，中华口

腔医学会创会会长张震康，中国

工程院院士、国家口腔医学中心

主任张志愿，中国科学院院士、首

都医科大学副校长王松灵，中国

科学院院士、复旦大学化学与材

料学院院长赵东元等中国两院院

士及顶尖院校专家学者，聚焦创

新融合人才培养、科研平台建设、

高端成果产出、国际交流合作等

内容，从交叉融合创新的角度，探

讨聚力建设“第一个复旦”，促进

复旦大学口腔医学高质量发展的

切入点和支撑点。

焦扬为复旦大学口腔医学院

口腔融合创新研究院揭牌，复旦大

学口腔医学院·上海市口腔医院院

长刘月华陪同揭牌。同期成立复

旦大学口腔医学院发展战略咨询

专家委员会与复旦大学口腔医学

院教育教学咨询专家委员会，由金

力授证，刘月华陪同。汪志明为复

旦大学口腔医疗联合体揭牌，复旦

大学口腔医学院·上海市口腔医院

副院长陈栋陪同揭牌。上海市口

腔医院与上海长三角医疗器械产

业发展促进会签订复旦口腔数字

技术产业发展战略协议。上海市

口腔医院与上海理工大学签订战

略合作协议，上海市高端医疗设备

创新中心口腔分中心正式揭牌。

刘月华表示，随着复旦大学

口腔医学院的成立，上海市口腔医

院新院即将启用，将为复旦口腔医

学融合创新发展及产教结合提供

更佳的平台，有效助力“第一个复

旦”的建设征程。

来源：上海市口腔医院

口腔医学高质量发展研讨会召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