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这是造福亿万中原人民的健康惠民项

目；

这是省委省政府关注、支持，省部共建

六大区域医疗中心的首个落地项目；

这是一家位于河南的“国家级”医院，患

者不出省就可享受国内顶尖水平的诊疗服

务；

这是一家国内领先的医院与国家级研

究中心融合一体的医学中心。

作为我省六大区域医疗中心的排头兵，

阜外华中心血管病医院、国家心血管病中心

华中分中心正勇立潮头，扬帆起航。

医院全面引入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

院人才、品牌、管理、技术、理念等，高起点、

高站位，2018年亮点纷呈，创造出令人瞩目

的“阜外速度”：

成功开展15项国内领先的标志性技术；

3个省部级重点实验室落户，参与4项

国家级重大课题。

……

医院在心血管诊治、研究等领域走在了

国际前沿、国内前列，使河南心血管病诊疗

水平迈上历史新高度，成为华中地区心血管

疾病防治、科研的龙头，为健康中原战略建

设作出了积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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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河潮涌大河潮涌
——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

勇立潮头唱大风
——阜外华中心血管病医院2018发展纪实

□本报记者 李宜鹏 曹萍

站位高远
打造河南的“国家级”医院

河南是心血管疾病的高发省份。目前全省各类心脏病患
病人数达1200万—1600万人，死亡率高达118.90/10万。
由于优质医疗资源分布不均，全省每年约有10万名心血
管疾病患者辗转前往北京、上海等城市就医。能在“家门
口”看得好病、享受到优质的医疗资源，成为千家万户最
朴实、最迫切的心愿，也是深化医改工作当中一直在努力
探索解决的难题。

从2012年开始，在国家卫健委关心支持和重视推动
下，河南省人民政府与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国家心
血管病中心签署协议，依托河南省人民医院，合作共建阜
外华中心血管病医院。它不但是按照现代医院管理制度
要求建设的三级甲等非营利性公立医院，还是国家心血
管病中心在全国布局的唯一分中心——国家心血管病中
心华中分中心所在地。同时，它也被纳入“十三五”期间
河南倾力打造的六大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建设项目。

创业伊始，中国工程院院士、阜外华中心血管病医院
总院长、阜外医院院长胡盛寿教授就提出了“高标准”要
求：阜外华中心血管病医院，要在医疗技术水平与防治能
力、医疗质量管理及控制、医院信息化建设方面，与中国
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保持“三个一致”，打造河南的“国家
级”医院。

医疗质量和医疗安全是医院的生命线。对标北京阜
外医院，力求管理、技术、理念与北京阜外“同质化”，开放
引进机构、开放引进平台、开放引进人才、开放引进管理，
第一时间把新技术、新方法、新材料引入河南。按照总院
长胡盛寿院士的要求，定时、长期在华中阜外开展工作的
专家团队，按照阜外医院同质化的标准要求，传播理念、
帮助技术、带出团队，把“华中阜外”的医疗质量管理及控
制提升到一个全新的水平。

提升全院心血管诊疗的服务水平和能力，就需要不
断引进最新的技术，严抓医疗质量管理及控制，特别是让
更多疑难复杂的疾病在这里都能得到救治。在总院长胡
盛寿院士带领下，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杨跃进教授、
荆志成教授、潘湘斌教授、李守军教授、李立环教授、唐熠
达教授、党爱民教授、黄洁教授、方丕华教授、张健教授、
张浩教授、杨艳敏教授、宋云虎教授、闫军教授、钱向阳教
授、张海涛教授、纪宏文教授、黑飞龙教授、张戈军教授、
刘盛教授等 91名全国知名的专家学者，先后来到河南，
定时、长期在阜外华中心血管病医院、河南省人民医院心
脏中心工作，实现了阜外专家坐诊、查房、手术、会诊和讲
课的常态化。

医疗技术水平与防治能力等方面的“同质化”，让一
系列国内、国际领先的新技术在河南落地生根。

勇攀高峰 连续创造多个技术“第一”
积极引进最新技术，全面提升诊疗

水平。阜外华中心血管病医院以新技术
新项目的引进落地为突破口，相继开展
多项国际、国内标志性诊疗技术，推动国
家优质医疗资源下沉河南，填补多项河
南空白，让“健康中原”的发展成效看得
见摸得着，结出累累硕果。

4月 27日，在阜外华中心血管病医
院重症监护病房，26岁的终末期心衰患
者小申突然出现病情恶化，循环崩坏，生
命危在旦夕，亟须进行心脏移植才能救
命。这在以前的河南，是无法实现的。
没人才、没技术，等待小申的，只能是命
运不幸的安排。

但幸运的是，阜外华中心血管病医
院的建立，给小申在等待死亡的暗夜，照
进一束明亮的阳光。

4月 28日上午，在多参数生命监护
仪严密监护下，小申被推进手术室，接受
紧急心脏移植手术。本例心脏移植手术
由总院长胡盛寿院士担任主刀，首席顾

问专家刘盛教授、心外科葛振伟主任医
师等担任助手。

这是河南首例完全依靠自己力量实
施的心脏移植手术。它的成功实施，为
像小申这样处于心力衰竭终末期的患者
带来了生的希望。而像小申这样的患
者，在河南，至少有十几万人。

针对不同的病人、不同的病情，华中
阜外持续引进新技术。5月24日，总院长
胡盛寿院士主刀、程兆云副院长担任助
手，为39岁的心力衰竭患者龚先生实施人
工心脏植入术。这是华中地区首例、全国
第12例“人工心脏”植入术。阜外华中心
血管病医院也成为全国第二家掌握该项
高技术含量、国际先进技术的医院。

新技术的引进，不仅仅福泽成人患
者。9月20日，河南省人民医院、阜外华
中心血管病医院成功实施华中地区首例
胎儿肺动脉瓣狭窄经皮介入手术（PP-
VI）。12月5日，又为一名新娩出的体重
2.4公斤女婴，实施心脏巨大血管瘤切除

术，同时进行右冠右室瘘缝闭及动脉导
管结扎术，为全国首例！从胎儿先心病
宫内介入治疗，到产时手术切除婴儿心
脏肿瘤，该院成功实现先天性心脏病的
无缝衔接治疗，这种先心病诊疗技术水
平，全国领先。

12月17日，副院长高传玉教授等专
家利用微创介入方法，经股动脉入路，成
功为一名 70岁老人进行了 Impella2.5
心脏辅助装置置入手术。这又是一项全
省首例创新技术。程兆云副院长带领团
队，开展国际领先的经皮主动脉瓣置换
（TAVR）等手术已经成为常态。这一系
列具有国际前沿水平、国内领先的新技
术在河南落地生根，为更多危急重症患
者带来福音。

PPVI、TAVR、心脏移植术、“人工
心 脏 ”植 入 术 ，还 有 华 中 地 区 首 例
Ankura II新型覆膜支架植入术等，阜
外华中心血管病医院实现了一次又一次
诊疗技术的更新、提升、飞跃。

保驾护航 心脏重症救治能力全国领先
疑难急危重症患者的救治能力能

够体现一个地区甚至一个国家医疗卫生
发展水平。暴发性心肌炎这种病没有典
型的潜伏期，而且掩饰在感冒症状下，容
易漏诊误治，耽误最佳治疗时间，死亡率
高达 90%。18岁的小李就因为一场看
似平常的“感冒”引起了暴发性心肌炎，
从其他医院转诊来到医院时，情况危
急。冠心病重症监护室（CCU）张静主
任及其团队迅速反应，采取“以生命支持
为依托的综合救治方案”，终于将他从死
亡线上拉了回来。2018年，CCU连续
救治26位暴发性心肌炎患者，成功率达
100%。这样高的救治水平和团队实
力，受到全国心脏重症救治学术委员会
主任委员张海涛教授的高度赞誉。

近年来，居民冠心病的心肌梗死发

病率和死亡率呈上升趋势，急性心肌梗
死一半以上的死亡发生在到达医院之
前。由此可见，“快”对于心梗救治的重
要意义。按照国家规定，“D to B”时
间（Door to Ballon，患者从进医院到
球囊通过恢复血流的时间）不能超过
90分钟，而阜外华中心血管病医院急
诊运行中，所有患者“D to B”时间没
有超过 60分钟，最短的只有 38分钟。
严格的无缝对接的工作流程体现了临
床专家们对自己的高标准、严要求，目
的就是为患者争取每分每秒，赢得更大
的生存希望。

不仅如此，医院还建立了空-地-互
联网三位一体紧急医学救援体系；顺利
通过国家胸痛中心成员单位初审，为急
性胸痛患者救治搭建“生命绿色通道”；

郑州120急救55号站验收开通，实现院
前急救与院内多学科急救无缝对接。航
空医疗救援和ECMO（体外膜肺氧合）
救治成为医院紧急救援急危重症患者的
新常态。更加令人振奋的是，医院还特
别提出“5小时生命圈”的策略。河南省
内任何区域出现心血管急症病人，都可
以在 5个小时内实现转院转诊，即使是
大雪封路的恶劣环境，也可以依靠直升
机紧急送达。有付出就有回报。通过一
系列努力，医院疑难急危重症诊治水平
明显提升，急危重症抢救成功率高达
99.26%。

阜外华中心血管病医院疑难急危
重症救治能力得到广泛认可，被国家发
展改革委、国家卫生健康委批准为疑难
病症诊治能力提升工程项目单位。

追求卓越 医疗质量控制领航华中
近 5年来，河南省儿童心脏中心已

成功实施了1000余例无血心脏外科手
术。医院无血心脏外科手术的比例达到
39%，远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8公斤
以上体重的患儿，开胸做体外循环下心
脏手术时不输血，已经成为常态。这样
的标准，和北京阜外医院保持一致，堪称
血液管理领域的“标杆”。

4月 25日，阜外华中心血管病医院
介入中心里格外“热闹”，介入手术室变
身直播间，高传玉、陈岩、李牧蔚教授先
后登上手术台。他们的手术，通过 5种
语言全球直播。他们与全球 13家医学

中心的CTO冠心病介入治疗大师们同
台竞技，切磋技术，充分展示了河南专家
的风采。

ECMO（体外膜肺氧合）技术是国
际公认的顶级急救技术，主要用于危重
的心脏或肺急性衰竭病人救治。该技术
难度高，操作、监护要求复杂，需要专业
的团队和娴熟的技术支持。医院体外循
环生命支持团队由体外循环、重症监护
室、心外科、胸外科、急诊科等亚专业的
精英专家组建而成。2018年，医院实施
ECMO技术治疗 98例，其中到外地转
运32例，成功撤机率高达62.1%！救治

数量和成功率，均位居全国第9名。10
月，在中国体外生命支持年会上，阜外华
中心血管病医院体外循环团队荣获“卓
越ECMO中心”证书，标志着河南省的
急危重症救治能力达到全国领先水平！

根据中国心外科注册登记研究
(CCSR)数据库统计结果显示，自 2013
年以来，程兆云教授带领的心外科团队
手术量连续多年位居河南省第一、全国
第十。在质量控制方面，更是达到全国
第三的水平。2018年 12月 24日公布
的《中国名医百强榜》上，程兆云教授名
列全国冠心病外科专家前十名。

融合发展
科技创新加快突破

阜外华中心血管病医院与国家心血管病中心华中分
中心一体化建设，正逐渐探索出防治结合、医研融合、一
体发展的运行模式，发挥出强大优势。

2月和 7月，医院两度迎来好消息：国家卫健委心血
管疾病再生医学重点实验室和国家卫健委心血管疾病药
物临床研究重点实验室落户国家心血管病中心华中分中
心，填补了河南空白。今年年底，河南省科技厅下达文
件：同意依托阜外华中心血管病医院，新建河南省省级重
点实验室——河南省冠心病防治重点实验室。此举结束
了河南省无冠心病防治领域省级重点实验室的历史。

河南省人民医院党委书记、阜外华中心血管病医院
执行院长邵凤民教授，副院长高传玉教授、程兆云教授等
知名专家参与 4项国家重大课题的研究，打造高水平的
医学研究资源平台，切实提升河南医学研究水平。

高传玉教授团队历经 7个春秋的刻苦钻研，广泛采
集124家医疗机构的翔实数据，深入分析8142个典型病
例，10月 19 日，河南省急性心肌梗死救治研究数据发
布。此数据是我省历史上首次取得的第一手完整研究资
料，实现了STEMI救治情况河南数据零的突破。

放眼世界
招才引智打造人才高地

在全面引入阜外医院优质资源的基础上，华中阜外不
断扩大与国内国际一流院校的合作范围，向国内外高级科
研、学科带头人抛出“橄榄枝”，在高层次人才引进、重点实
验室建设、国家级科研项目参与等方面寻求更大突破，推
动医院学术实力、诊疗能力和科研能力的综合提升。

心血管内科与美国杰弗逊大学心脏电生理中心主任
严干新教授团队等建立合作伙伴关系；心血管外科聘任香
港中文大学万松教授为客座教授，开展多方面合作，力争
使医院二尖瓣成形技术达到国际一流水平；同时，心外科
还与美国纽约州圣约瑟夫医院周展东教授团队建立合作
关系，着力提高微创心脏外科微创技术等业务水平；柔性
引进了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圣·文森特医院院士级专家迈
克·余教授，力争在冠脉搭桥技术方面步入国际领先行列。

注重培养河南“永久牌”医疗人才，积极探索用特殊政
策引进特殊人才，确保引得进、留得住、用得好。千方百计
选拔引进两院院士、长江学者、国家级杰出青年获得者。
医院自己的人才培养也取得丰硕成果，邵凤民教授、高传
玉教授入选河南首届“中原千人计划”——中原名医！

同时，对接共享高校人才、科研、教学等优势资源，与
郑州大学、河南大学等高校深度合作，医院 84名专家拥
有博士生导师、硕士生导师资格。国内一流的医学模拟
教育中心投入使用；河南省援外医疗队培训中心已承接
4批援外医疗队培训任务。

辐射带动
推动优质资源服务基层

作为华中地区水平最高的心血管病区域医学中心，阜
外华中担负着提升河南省乃至整个华中地区心血管疾病
诊疗水平的艰巨重任，它的怀抱不仅向高水平的医疗机构
及人才开放，同时也向基层医院敞开大门，将更多的优质
医疗资源输出、下沉，辐射带动基层医疗水平不断提高。

从漫天黄沙的贫瘠之地，到全国率先“摘帽”的贫困
县，兰考这个地方有说不完的故事。12月 21日，在兰考
县中心医院，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河南省人民医
院、阜外华中心血管病医院和兰考县中心医院四方的专
家联手，通过现场义诊、教学查房、手术演示、赠书活动等
方式，在寒冷的冬日为基层百姓送上高水平医疗服务的
温暖与健康。作为对口援建单位，阜外华中心血管病医
院还选派冠心病、结构性心脏病、神经内科、检验科、放射
科等五个专业 7名业务骨干专家常驻兰考县中心医院，
为当地培养了“带不走”的高水平医疗队伍。

落实分级诊疗制度，先后成立河南省心血管专科联盟
（成员211家）、河南省胸痛中心联盟（成员211家）、河南
省心血管网络教育联盟（成员72家）和河南省心力衰竭医
联体（成员70家）。通过连续举办160余期600多例远程
疑难病例会诊与讨论，加强与基层联盟成员单位之间的互
联、互通、互动，促进和带动基层医疗技术的发展和提升。

没有全民健康，就没有全面小康。
总院长胡盛寿院士多次强调，医院的发展和定位要

紧扣国家发展命脉，胸怀家国情怀，奋力在新时代干出新
气象，实现新作为。

阜外华中心血管病医院、国家心血管病中心华中分中
心完美体现了省委省政府做好“四引”（引人才、引平台、引
机构、引管理）要求，倾力打造一个中心、三个基地：打造立
足河南、服务中原、辐射华中的国家心血管病区域医学中
心，着力打造高层次人才培养基地、国家心血管专科医师
培训基地和新技术、新项目、新成果孵化产出基地。

乘着改革发展的东风，中原地区群众已经得到更优质
的医疗和健康服务，体会到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幸福感。

阜外华中心血管病医院、国家心血管病中心华中分
中心坚持多项举措并举，医、教、研、防、管协同发展，正在
为河南整个公立医院改革做出积极探索，为全国的公立
医院改革走出一条新路，力争早日建设成为立足河南、服
务中原、辐射华中、全国一流的国家区域医学中心。

打造服务中原、辐射华中
的区域医疗中心

航空医疗救援成为医院紧急救援急危重症患者的新常态

胡盛寿院士主刀进行了华中地区首例“人工心脏”植入术

阜外华中心血管病医院外景

心脏移植患者（左）和“人工心脏”植入患者（右）为医务人员点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