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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7日一早，在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
院（下简称郑大一附院）河医院区门诊6楼
河南省尿动力诊断治疗中心，一名坐高铁
从湖南赶来郑州的男子，预约了专家文建
国教授的第一个号。原来，他3岁的女儿
由于出现难治性排尿异常，特地专程前来
就诊。而在他后面，还有10余名排队的患
者。

在副主任护师张瑞莉的帮助下，女童
耗时近半个小时才做完相关检查，之后将
接受进一步诊治。在此工作15年的张瑞
莉，可谓尿动力中心的“元老”，她告诉记
者，这里接诊的患者年龄跨度大，有最小
的出生才几天时间，最大的有上百岁老
人，这些特殊的患者，没办法像正常成年
人一样按照医护人员的要求做出各项动
作，有的甚至一两个小时都做不完一套完
整的尿动力学检查，这直接导致医护人员
检查操作耗时耗力、难度大。

在张瑞莉的印象里，坐高铁、“打飞
的”前来看病的全国各地患者屡见不鲜。
不仅中原地区的患者接踵而至，更吸引了
大江南北甚至海外患者纷至沓来。就在
这三四天时间内，就有来自湖南、上海、黑
龙江、浙江等地的患者，他们的信任，是她
坚持在此工作的最大动力。

和张瑞莉一样，主治医师贾亮花有着
相同感受。2018年，师从文建国教授的她
硕士毕业后，来到尿动力中心工作。贾亮
花说，尿动力功能检查涉及科室多，能给
各种排尿异常疾病提供精准诊断，对团队
成员知识面、技术水平要求也比较高，目
前团队在世界范围内都有一定的知名度，
接诊来自世界各地的患者。曾有非洲某
国家驻华使馆工作人员，带一对患病双胞
胎慕名前来就诊，最后满意而归。一位美
籍华人的子女患有脊柱裂，在世界顶尖的
儿童医院——哈佛大学医学院附属波士
顿儿童医院做完手术后，在美国专家介绍
下前来复查诊治后也同样康复。还有从
法国和瑞典慕名前来治疗顽固性遗尿的
患者都获得了满意疗效，类似的例子不胜
枚举。

待人和善、工作务实的文建国教授可
谓是河南尿控团队“灵魂人物”。作为我
国泌尿外科领域的知名专家，又是团队初
创者和带头人，文教授见证了团队从无到
有、从弱到强。

文教授现任中国医师协会小儿外科
分会副会长、中华医学会小儿外科专业委
员会小儿尿动力和盆底学组组长、国际尿
控协会（ICS）儿童泌尿培训学校校长……
在这一连串的“头衔”背后，无疑是他数十
年来在该领域积年累月的积极参与和拼
搏奉献。

忆往昔峥嵘岁月稠。回想起从医之
路，文建国感慨万千。1984年他从河南医
科大学（郑州大学医学院前身）毕业后，留
校开始从事小儿外科临床和教学工作。
1986年，他前往同济医科大学深造并获得
临床医学博士学位，毕业后又前去丹麦留
学，并在丹麦奥胡斯大学获得第二医学博
士学位，并成为该大学特聘教授，这是丹
麦为中国培养的第一位临床医学博士，也
是我国第一位中丹两国双临床医学博
士。文建国潜心研究的尿控领域是泌尿
外科学的重要分支学科，也是最为复杂的
医学领域之一。

在2001年，作为卫生部优秀中青年专
家、百千万人才国家级人选，享受国务院
政府特殊津贴的文建国被郑州大学引进，
在郑大一附院的大力支持下，文建国筹建
成立了我国第一个小儿尿动力学中心，并
于当年开业，为患者提供诊疗服务。2010
年，经省卫生厅批准，郑大一附院成立河
南省尿动力临床诊疗中心，现设河医院区
和郑东院区2个尿动力分中心。该中心现
为郑州大学临床医学博士后流动站、河南
省高校临床医学重点学科开放实验室和
河南省国际联合小儿尿动力实验室的重
要组成部分。

随着这些尿控研究平台的建立，河南
尿控方向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和重点
项目、中华医学奖等省部级成果奖及SCI
论文都取得了零的突破。2017年文建国
当选国际尿控协会小儿尿控培训学校校

长，奠定了河南尿控团队在国际上的地
位。

在2020年，经过多年奋斗，郑大一附
院牵头的全国小儿尿动力和盆底学组成
为中华医学会批准的正式学组，文建国担
任第一届学组组长。尿控团队也从最早
的一两个人，发展到拥有10余名教授、副
教授、博士等高级人才。“没有文建国的努
力，就没有中国小儿尿动力专业学组。”中
华医学会小儿外科分会主委、北京市儿童
医院外科主任张潍平如是说。

二十年磨一剑，河南尿控团队不断发
展壮大。据悉，尿动力中心现有医护人员
10余名，他们是王庆伟教授、王焱副教授、
张艳、贾亮花、徐鹏超等专职博硕士尿动
力医师和张瑞莉副主任护师。在张潍平
教授看来，郑大一附院在全国建立了中国
最好的尿动力中心，为河南和全国的排尿
困难患者提供了与国际接轨的检查和诊
疗平台。

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
文建国带领的河南尿控团队不仅注重自
身的发展，也支持河南和全国其它医院尿
控事业的进步。在河南尿控团队的支持
下，深圳儿童医院建立了深珠港澳大湾区
第一家儿童尿失禁和盆底肌功能实验室，
新乡医学院建立了豫北地区最大的尿动
力与盆底修复实验室并成为河南省重点
培育实验室，这些医院服务辐射的区域尿
失禁患者在本地也能享受一流的尿动力
学检查和诊治。

时光倒流回到2000年，那时河南省
内的临床医学领域高层次人才紧缺，博士
更是凤毛麟角。在丹麦学业有成的文建
国，本有大把的机会可以留在国外。但他
还是决定回国。当年入校的誓言中，上半
句学术“顶天”达到国际先进他已实现，他
要践行下半——“立地”服务普罗大众，报
效祖国和人民。

归国后作为河南医学界最早的一批
博士，除了长年为医学本科生上大班课
外，文建国每年坚持为郑州大学在校研究
生讲授“如何撰写英文科研论文”等课程，
并承担教学改革项目。自2001年起，他担
任郑州大学博士生导师，20年来师从文建
国的博士生、硕士生有百余人，其中为郑
大一附院培养了21名博士，泌尿外科就培
养出了10余名博士。针对尿控领域一度
人才奇缺的现象，文建国始终坚持每年牵
头组织尿动力培训班，先后主办国家尿动
力学及其临床应用继续教育项目和会议
30余次，为我国培养了大批尿动力学人
才。

经过20年的发展，如今河南省尿动力
诊断治疗中心成为国际一流的排尿异常
疾病精准诊疗中心，是国际尿控协会尿动
力委员会常委和儿童泌尿培训学校校长
单位。多年来，文建国牵头的河南尿控团
队，在国际上和丹麦奥胡斯大学、荷兰洪
堡大学、美国哈佛大学波士顿儿童医院和
意大利罗马儿童医院都建立了合作关
系。在国内和新乡医学院、深圳儿童医院
联合组建了小儿尿动力和盆底功能重建
团队，为进一步开展国际领先的尿动力诊
疗技术奠定了基础。以尿动力学中心人
员为骨干的尿控团队，每年招收6-8名硕
士和博士研究生。

河南省医学会秘书长王伟表示，河南
尿控团队在文建国教授和王庆伟教授的
带领下，已累计为十万余名的排尿异常患
者提供了尿动力学检查和治疗。团队“膀

胱压力和/或尿道压力测量管固定器”等
10多项发明和实用新型专利逐步应用于
临床和服务病人，实现同步膀胱尿道测压
等多项尿动力学技术进步，提高了膀胱尿
道疾病的诊断率。科研方面获批10多项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包括青年基金、面上项
目和重点联合项目，发表了700多篇科研
论文和专著，参与主编了国际上第一部儿
童和青少年临床尿动力学专著，由施普林
格出版社出版。带头人文建国成为河南
唯一入选全国泌尿外科专家学术影响力
百强榜的医生。

聚焦国内，放眼全球。在文建国和其
老师——丹麦奥胡斯大学临床医学终身
教授杰胡斯(Djurhuus)的努力下，河南医
疗卫生国际交流迎来崭新局面。

2001年，杰胡斯教授率领丹麦医学代
表团访问郑州，和郑州大学签署了合作协
议，在丹麦建立了河南医学培训基地，来
自河南的100多位医护人员和医院管理人
员到丹麦进修和培训，包括培训了三批共
50余人的机器人手术团队。在现郑大一
附院党委书记阚全程教授的支持下，先后
有10名丹麦教授成为了郑大一附院的特
聘教授，指导河南医务工作者共同发表近
百篇科研论文，启动了丹麦为郑大一附院
培养医学博士的工作，至今共联合培养10
余名博士（其中培养全日制丹麦博士 5
名），为该院外科、内科、儿科、妇科和影像
科学科发展贡献了力量。因中国和丹麦
在临床医学卓有成效的合作，杰胡斯教授
获得了河南省政府颁发的黄河友谊奖和
河南省科学技术合作奖。

在外界看来，这种双向的互访与交流
对河南医学的学科建设起到了推动作用，
为河南临床医学和护理专业双双获得国
家博士授权点做出了应有的贡献。2006
年，在郑州大学临床医学博士点申请和答
辩过程中，时任郑大一附院副院长的文建
国作为答辩人代表郑州大学“进京赶考”，
最终不辱使命、成功完成任务。

据悉，自组建以来河南省尿控团队先
后荣获10余项省部级科研成果，2011年，
文建国主持的“小儿膀胱功能障碍及其尿
动力学研究”获得中华医学科技奖二等
奖，结束了河南省没有中华医学科技奖的
历史。值得一提的是，在2013年，文建国
还荣获该年度中华医学会泌尿外科学分
会“大禹”奖，“大禹奖”是中华医学会泌尿
外科学分会设立的专门奖励我国在排尿
控制临床和科研工作中做出突出贡献专
家。每年评选一次，每次仅评选1人获奖，
这也充分体现了国内泌尿外科同仁对河
南尿控团队学术成就的高度肯定和信任。

教书育人以身作则，国家有难挺身而
出。在国家和民族面临重大考验时，文建
国带领的尿控团队从不缺席。在2003年
抗击非典斗争中，文建国带领团队到河南
省县乡卫生院，帮助和指导抗击防治非典
工作，当年被评为郑州市防非典工作优秀
共产党员；2008年作为河南医疗二队队
长，文建国带领医疗队参加了汶川七盘沟
社区的抗震救灾工作，荣获郑州市五一劳
动奖章；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他又数次
带领团队前去支援基层抗疫工作……

12篇论文被国际学术盛会录用发言，
河南尿控团队的最新研究成果，让参会的
上百个国家和地区的学者刮目相看……

2019年，在瑞典举行的第49届国际尿控
协会年会上，由郑大一附院和新乡医学院
师生组成的河南尿控团队可谓闪耀全场。

这是世界尿控领域最具规模、最具权
威性的国际学术盛会，会议吸引了来自
100多个国家的2000多名医护人员，以及
相关领域知名的专家教授。中国大陆共
有19名参会者，21篇论文被大会录用，其
中9名会议代表和12篇论文来自河南的
尿控团队，也是会上来自中国的主要交流
论文，这也是国际尿控协会年会历史上，
河南省尿控团队被录用论文最多的一次，
这充分体现了河南尿控团队的科研实力
和技术创新已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

这并非河南尿控团队首次，相信也不
会是最后一次在国际医学界“惊艳”亮相
——团队曾获2012年第42届国际尿控协
会年会夜尿特别研究奖；2017年，文建国
在国际尿控协会担任儿童泌尿学校分校
校长，更是充分反映了郑大一附院在儿童
尿控的专业水平和科研实力，已得到了该
领域最高国际学术组织的认可；2020年国
际尿控协会年会受疫情影响改为线上举
办，文建国尿控团队又有8篇研究论文被
大会录用发言并作为会议主席主办一个
继续教育项目（Workshop），继续展示河
南尿控研究在国际上的领先水平。

文建国主张国际化视角的交流与学
习，这让团队成员受益匪浅。对此，文建
国告诉记者，在他看来，开展医学研究和
实践，要做到“顶天和立地”。顶天是指学
术要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立地则是要接地
气儿，真正服务普罗大众。 目前，郑大一
附院尿动力中心每月接诊排尿功能障碍
（下尿路功能障碍）的患者数量达上千人
次，在全国应是首屈一指，代表着国内相
关领域顶尖水平，达到了国际水准。

据介绍，动态、影像尿动力学检查项
目是尿动力中心的特色，彰显着中心的高
超技术水准。为更好地服务患者，在元旦
前夕，中心还进口了一套气体传导的尿动
力检查仪，相比之前液体传导的相关设备
更先进，也完全杜绝了通过传感器感染泌
尿类疾病的可能性。

昔日读书郎，今朝成栋梁。如今，文
建国培养出的学生中不少人都已是医院
科室主任、硕士生导师等，成为各自领域
独当一面的学科带头人。

作为河南尿控团队的核心成员，文建
国的“大弟子”——郑大一附院（河医院
区）泌尿外科三病区主任王庆伟教授，是
第一个师从文建国的硕士、博士生，现在
已经成长为中华泌尿外科尿控学组全国
委员，由他主持开展的骶神经电刺激器置
入术享誉全国，可以帮助高位截瘫等神经
源性膀胱患者实现正常排尿，手术例数排
全国第二；另一名“弟子“王焱副教授已经
成为难治性压力性尿失禁和前列腺疾病
手术治疗的骨干成员，先后指导了数十家
县医院开展此类手术，现任河南省医学会
外科分会青年委员会主任委员；另一核心
成员徐鹏超医生现为国际尿控协会会员，
同时也是郑东院区国际化尿动力中心的
业务负责人及主要工作人员……

尿动力中心主治医师贾亮花告诉记
者，文教授在尿控领域长期耕耘，在世界
范围内都有一定知名度。虽说目前她从
事的工作强度大，待遇在行业内偏低，但
她觉得文教授的坚守是一种榜样的力量，
激励着她继续前行。

“文教授既是我的老师，还是我的证

婚人。”提起文建国，尿动力中心主治医师
张艳感激之情溢于言表。张艳说，她在此
工作了9年，作为两个孩子的妈妈，看到患
者，尤其是外地的父母带孩子辗转来到中
心，寻求解决他们在其他地方解决不了的
病痛时，都会感觉到自己有强烈的责任
感，她会尽心尽力对待患者，帮助他们解

决问题，“我觉得我的工作很有价值和意
义，我喜欢这里的工作。”

加强学术梯队建设的河南尿控团队，
有望给全球患者带来更多的惊喜。采访
中文建国告诉记者，他正在紧张筹划中国
第一部小儿尿动力学的专著，不日也将由
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

“河南尿控”团队叫响全球“顶天＋立地”服务中外患者
□顶端新闻·大河报记者 张波

学术要“顶天”达到国际先
进，实践要“立地”服务普罗大众。

40多年前走进医学院校大
门之时，暗暗立下这样誓言的文
建国是这样想的，也是这样做
的。他从一名普通的泌尿科医生
做起，到牵头组建一支科研团队，
继而打造出国际一流的平台，磨
砺出了一支国内顶尖、国际一流
的尿控团队，建立的河南省尿动
力诊断治疗中心，已成为世界一
流的拥有教学、科研的儿童和青
少年排尿异常和泌尿系统疾病现
代化尿动力临床诊疗基地。

中心致力于为全球患者提供
服务，中原百姓在家门口即可受
益，同时还吸引着不少外国人专
程来到河南“寻医问药”，在助力
郑州大学“双一流”建设的同时，
有望为更多患有难治性排尿异常
疾病的患者彻底解决病痛。

外省患者搭高铁来郑看病 灵魂人物带团队“野蛮”成长

20年培养出百余硕士博士

开创河南医疗卫生国际交流新局面

团队闪耀全球高端医学会议

科研学术梯队建设后继有人

文建国教授(前排左三)带领的河南尿控团队成员合影

尿动力学检查通常耗时耗力，文建国
教授（中）正和团队成员一起，为一名儿童
患者做检查。

2020年国际尿控协会年会受疫情影响改为线上举办，正在参会做专题讲座的文建国教授。

主张国际化视角交流和学习的文建国教授(中)，带领团队成员参加相关重要国际学术会议。

文建国教授来到新乡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做学术交流工作。

（本版图片由河南尿控团队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