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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秋时节，浓厚的医疗学术氛围滋润着中

原大地。

11月 8日至 10日，备受关注的第二届少林

国际神经外科大会暨第五届中原脑血管病论坛

将在郑州盛大开幕。这是继去年首届少林国际

神经外科大会成功举办之后，河南再次“收获”

这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医疗学术盛会。这场以

“开拓创新，合作发展，共筑健康中国”为主题的

会议，将打造具有地域色彩和全球影响力的脑

血管病和神经外科峰会，推动我省神经外科和

脑血管疑难危重疾病诊疗水平再上新台阶。

作为本次大会的主办方，河南省人民医院、

河南省脑血管病医院的专家团队将继续与

2000余名来自国内外神经外科和脑血管病防

治领域的同仁一起精进技能、提升学术，共同打

造神经外科及脑血管病救治领域交流合作的

“演武场”。

是什么让如此有影响力的国际医疗学术盛

会再次“花落”河南？又是什么让国内外医学界

持续关注着河南脑血管病救治领域的发展？

□本报记者 王平

勇攀高峰 追求卓越 全力护佑中原百姓脑健康
——写在第二届少林国际神经外科大会暨第五届中原脑血管病论坛开幕之际

站位高远：
学科融合，打造富有特色的
国际化脑血管病医院

翻看河南省脑血管病医院近年来的发展记录，诸多医疗
创新技术与惠民举措组成了一份精彩亮丽的“成绩单”，这份
成绩值得骄傲、令人倍感欣慰——

全国范围内首次明确诊断猪伪狂犬病毒脑炎，建立了省
内首家脑脊液生物样本库；

多学科合作成功开展了大陆地区首例帕金森震颤“磁波
刀”治疗；

国内率先实施的颅内血管畸形“静脉入路”介入手术成为
行业标杆；

享有国际声誉的殿堂级显微神经外科专家尤哈教授正式
入职，成立“Juha国际神经外科中心”；

全国首个一站式多模态影像卒中救治平台正式投入使用；
启用全国首部移动卒中单元，再次刷新脑卒中急救的“中

国速度”
…………
自成立以来，河南省脑血管病医院一直是全省脑血管病

防治领域的“龙头”和“标杆”，一系列技术创新、一次次“零的
突破”，都从这里“破冰远航”。这一个个“全国首例”“省内领
先”“行业标杆”的背后，是技术的过硬，是实力的再现，更是守
护人口大省百姓健康的责任与担当。

脑卒中，又称为“脑中风”，是一组突然起病的脑血液循环
障碍性疾病，具有发病率高、死亡率高、致残率高、复发率高等
特点，尤其是脑血管堵塞所致的缺血性脑卒中已成为我国居
民第一疾病死因。河南是全国的人口大省，以脑卒中为代表
的脑血管疾病的发病率在全国范围内属于较高水平，脑血管
病防治任务艰巨、意义重大。

脑卒中防治涉及诸多学科，需要全省各级医疗机构和专家同
道众志成城、齐心协力共同做好这项工作。肩负着呵护亿万中原
百姓脑健康的重任，河南省人民医院率先打响了这场“保卫战”。

2011年 6月 20日，依托河南省人民医院成立的河南省脑
血管病医院，由原河南省卫生厅批复组建；2016 年 11 月 19
日，河南省脑血管病医院正式启动。作为河南省人民医院的

“院中院”，河南省脑血管病医院全面整合了神经内科、神经外
科、神经介入、神经电生理、神经康复、影像科、急诊科等多个
学科的临床诊疗资源，构建了强大的医疗团队，实现了多学科
合作的无缝对接。顺应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的时代浪潮，一个
集医疗、教育、科研于一体的脑血管病及神经系统疾病综合诊
疗创新的医疗机构和平台在中原大地强势崛起。

新篇章推动新跨越。从松散到紧密，从“单打独斗”到“团
队合作”，短短几年间，河南省脑血管病医院就走过了学科融
合，组建亚专科专业团队及平台；引进国际顶尖团队，看齐世
界；临床科研并进，打造一流学科的“三大步”跨越。

在河南省人民医院“多区多院规模适度、重点学科特色突
出、内涵建设引领、互联智慧健康服务”的发展大格局下，河南
省脑血管病医院秉承着“专业优化细分、交叉融合到位”的发
展战略，如今已实现了 27个亚专业学科、46个专业组内外兼
容、医研融合、主辅衔接的学科融合，真正实现了脑血管疾病
的“一站式”诊疗服务。医院目前拥有 2个国家临床重点专科
建设项目、2个河南省临床重点学科，6个临床特色诊疗中心，
是中国卒中专科联盟副主席及秘书长单位，国家卫健委脑防
办首批设立的脑卒中筛查与防治基地；首批成为国家卫健委
脑防办批准的15家高级卒中中心和7家高级卒中中心培训基
地单位之一，下设医疗质量安全部、科研与学科建设部、综合
保障部等职能部门，充分体现“以患者为中心”的理念，持续提
高脑血管病的医疗质量和服务水平。

“随着新一轮医改政策的推动以及临床学科的发展，大型
三甲医院只有进行专科细化、学科融合，做到‘院有特色、科有
强项、人有专长’，医生才能更好地治疗疑难杂症，带动提升疑
难重症诊治能力，推动临床学科建设向高质量内涵式发展。”
河南省人民医院党委书记顾建钦表示，河南省人民医院组建
河南省脑血管病医院，是举整个医院综合力量、协同院内外资
源共同打造的富有特色的国际化脑血管病医院，这是集体的
智慧和努力，医院将始终坚持“人民医院服务人民，百年省医
健康福音”的宗旨，服务保障人民群众健康，担当人民医院社
会责任，铸造值得信赖的品牌形象。

省人民医院院长邵凤民说：“河南省脑血管病医院是省医
的‘院中院’，拥有国内最先进的卒中救治设备和优秀的人才
梯队，目前已经是全国和河南省卒中防控工程的坚强堡垒和
中坚力量，发展前景不可估量。我们一定下大力气、加大投
入，把它建成国内领先、国际一流的脑血管病专科医院。”

勇攀高峰：
专家团队创造多项技术“领跑”河南、“领先”国内外

信赖，源于雄厚的积淀，源于领先的技术，源于优秀
的团队。

河南省脑血管病医院现有工作人员479人，正高职
称 37人，副高职称 40人，博士 49人，博士后 3人，硕士
113人，享受政府特殊津贴 2人，省管优秀专家 3人，博
士生导师2人，硕士生导师26人。在河南省人民医院神
经外科黄志华、楚功仁、张永福、史锡文，神经内科张元
熙、索爱琴、冯周琴、徐军等一大批享誉中原的老专家的
带领和精神的传承下，这个群英荟萃的大团队里，每个
人既是“全才”，又各有所长，在业务上既分工又协作，组
成了一个有机的、融洽的专科团队。良好的团队氛围与
传承有序的梯队建设，使得该院临床诊疗能力、科研创
新能力、学术教学能力一直统领着河南省脑血管病防治
领域的“龙头”地位。

河南省脑血管病医院常务副院长李天晓教授，是河
南省人民医院介入治疗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学科带
头人，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河南省卫生科技领军
人才。作为编写组长的他领导制定了“中国颈动脉狭窄
介入诊疗指导规范”，开展的中原地区首例颅内复杂脑
动脉瘤的Pipeline血流导向治疗技术，在国际舞台上进
行手术直播；带领科室筛查了 5万余名高危脑卒中患
者，在神经介入治疗方面填补了多项国内空白；他带领
团队做的“机械手”取栓术“震惊”业内，自 2008年在全
国率先开展这一技术以来，已经使100余名生还率极低
的基底动脉栓塞患者获得重生，这项治疗急性脑梗塞的
技术在国内外处于领先水平；团队已率先打造出了“临
床化、专业化、规范化”的介入发展模式，得到国内外著
名专家的高度认可。

河南省脑血管病医院副院长、河南省人民医院神经
内科主任张杰文教授，是擅长老年变性病、脑血管病及
神经系统疑难及危重症诊断与治疗的知名专家、学科带
头人。他参与了2018年中国认知障碍指南及家族性致
死性失眠症英文指南制定；担任八年制全国统编教材
《神经病学》副主编，七年制研究生教材《神经病学》副主
编；带领团队致力于建立和完善河南地区痴呆与认知障
碍分子流行病学及遗传学数据库。

河南省知名专家、河南省中青年科技创新人才、学
科带头人马建军在脑血管病、帕金森病、老年性痴呆及
神经系统疑难病诊治上开创了领先省内外的先进诊疗
技术。

河南省人民医院卒中中心副主任、介入治疗中心副
主任朱良付，是河南省脑血管病医院颅内动脉狭窄亚专
科主任。他和颈动脉病专科主任王子亮带领的两个病
区是国家示范高级卒中中心、培训基地和国家示范绿色
通道、省人民医院缺血性疾病神经介入核心组成部分，
也是国内最先开展颅内外支架植入和脑卒中急诊取栓
中心之一，如今已实现了“空地网络一体化，溶栓取栓一
条龙”。

在脑血管病复合手术外科亚专科主任薛绛宇的带
领下，科室拥有颈动脉剥脱联合颈内动脉血管内再通
术、脑动脉瘤大规格弹簧圈栓塞术等国内首创性技术，
打破了学术界对慢性闭塞“医之无用”的陈旧观念，改变
了颈内动脉慢性闭塞“无法可医”的治疗现状。

颅内血管畸形亚专科主任白卫星在国内开创性地
进行了复杂脑动静脉畸形的经静脉入路治愈性栓塞，并
填补了国内使用无水乙醇栓塞脑血管畸形的空白。

脑胶质瘤神经外科亚专科主任步星耀是河南省优
秀青年科技专家，他带领的团队开展一系列脑肿瘤精准
微创治疗，为攻克人脑膜瘤提供了创新模式。

垂体瘤（鞍区病变）神经外科亚专科在主任王斌的
带领下，在省内率先开展“双人四手”技术内镜下鞍区病
变切除术，并在省内首例开展脑颜面血管瘤病合并癫痫
的颅内病变手术。

脊柱脊髓神经外科亚专科在主任陈航的带领下，严
格贯彻“微创理念”，在最大限度地彻底切除肿瘤、注重
神经血管的保护和个体化治疗方面具有独到之处。

郭锁成带领的小儿神经外科亚专科，先后开展了
“颅缝早闭外科治疗”“内镜下侧脑室肿瘤切除术”，省内
领先。

在全省率先开展烟雾病治疗的脑血管病外科及烟
雾病亚专科，主任栗超越带领团队 2015年在省内首次
开展“应用颅内外血管搭桥术织牢颅内复杂动脉瘤”“联
合应用颅内外血管搭桥术治疗颅内复杂肿瘤”等复杂手
术，拥有一整套完善的烟雾病患者诊疗体系。

优秀的团队也体现在“以患者为中心”的优质服务
上：神经外科 ICU亚专科主任冯光带领的团队，运用神
经重症医学先进诊疗技术手段，为重型颅脑损伤、重型
脑卒中、神经系统疑难危重病人提供全面规范、有效的
生命支持，最大程度挽救病人生命、改善病人生存后的
生活质量，为后续专科治疗赢得时机，与全院同仁一起
携手撑起生命之重托，让爱与使命温暖随行。主任梁庆
华所在的功能神经外科亚专科，在豫南地区成立了首个
DBS程控中心及河南省人民医院“郁金香之家”，畅通医
患沟通的桥梁。

这里还有“河南最美护士”荣誉称号获得者、河南
省脑血管病医院总护士长冯英璞。扎根护理一线多年
的她被称为文武双全的“冯一针”，培养了一批优秀的
专业护理团队。她创新了“三卡”沟通制度，卡片串联
起患者入院、住院、出院的不同环节，成为各病区医患
沟通的新载体；她把脑血管造影截图艺术化升级，制作
成具有特殊意义的“风景壁画”，成为病房里一道温馨的
风景线。

精湛的技术和优质的服务锻造了优秀的人才，宏伟
的人才战略和高瞻远瞩的人才计划造就了高素质的人
才。近年来，医院全面启动“23456”人才工程，分类分
级分层培养高端人才，加大出国研修派出力量。先后派
出多名业务骨干到美国、法国、德国、日本、澳大利亚等
国际一流医院和院校深造，一大批优秀人才带回的高精
尖技术在脑血管病医院大展身手。

“强起来”才能更好地“引进来”。在做好“内培”的
同时，医院“筑巢引凤”，把目光瞄准世界医学发展的最
前沿，全职引进或柔性引进国内外高级人才、知名技术
团队。2018年 7月 1日，享有国际声誉的殿堂级显微神
经外科专家尤哈教授，正式入职河南省人民医院，成立

“Juha国际神经外科中心”。这一中原地区医疗国际合
作领域的大胆创新，不仅让尤哈教授的定期、常态化坐
诊，惠及中原地区乃至全国的脑血管病患者，也让河南
省脑血管病医院神经外科团队有了更广阔的国际化临
床、教学、科研新平台。

站在“巨人”的肩膀上，人才团队不断创新，不断超
越，全面提高了脑血管病医院国际、国内学术交流的水
平，学术实力、诊疗能力、科研能力也得到大幅度提升。
医院连续成功举办多届 Juha神经外科大师培训班、少
林国际神经外科大会及中原脑血管病论坛等多个区域
内乃至全国具有影响力的学术交流品牌会议，多台疑难
复杂手术及多项诊疗新技术通过学术会议直播亮相国
内外；医院目前为郑州大学、河南大学、新乡医学院博硕
培养点，神经外科、神经内科专业国家住院医师规范化
培训基地，河南省卒中护理专科护士培训基地；已有多
名学科带头人承担了多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及省
级攻关课题，形成了具有广泛引领和示范意义的“脑血
管病科研军团”。

丰富的临床经验，不懈的科研技术攻关，精益求精
的精神，不断创新的品质，造就了河南省脑血管病医院
在同行中的地位和在百姓中的口碑，吸引了省内外、甚
至国外的患者慕名而来。根据 2018年的统计，河南省
脑 血 管 病 医 院 门 急 诊 量 166271 人 次 ，出 院 病 人
220002人次；年手术量 1.5万人次，其中难度较大的三
四级手术比例达 80%。数字的背后是技术、是实力、是
信赖，也是鲜活的生命，是幸福的家庭，是社会的和谐，
更是饱含着守护生命的神圣使命和医护人员艰辛探索的
心血和汗水。

尤哈教授坐诊

争分夺秒：
完善体系，跑出脑血管病
救治“加速度”

今年在北京举行的2019年中国脑卒中大会上，来自河南
省脑血管病医院的一组统计数据相当亮眼，引来业内高度
称赞。

2017 年，河南省脑血管病医院全年累计完成取栓 115
例，2018年顺利突破 200例，仅 2019年第一季度，已完成取
栓 70例；在最新一期“全国高级卒中中心取栓技术排名”中，
该院全国排名第七，连续5个月综合排名全国前十，最好成绩
排名全国第二；急性缺血性脑卒中血管内治疗、颈动脉支架成
形术、动脉瘤栓塞及夹闭术全国领先。

在业内，这些数据的分量是沉甸甸的。因为据2017年国
家卫健委医政医管局的统计显示，全国只有不到 20%的三级
综合医院能够常规开展动脉取栓治疗，年开展总数超过 200
例的医院也是“凤毛麟角”，河南省脑血管病医院就是这“稀有
队伍”当中的一家。

“脑卒中的救治，每一次都是生死时速。”据李天晓教授介
绍，脑梗死溶栓必须在 4.5小时内实施，取栓必须在 6—24小
时内进行，每耽误1分钟，就有约190万个脑细胞死亡且不可
逆转。

而现实中，由于优质医疗资源的分布不均，脑卒中发生
后，近 80%的急性缺血性脑卒中患者不能在发病 3小时内抵
达医院，98%的患者不能在黄金时间内接受溶栓治疗，所以患
者即使保住了生命，也可能留下终身残疾，无论对个人还是对
家庭，都是沉重的负担。

河南省脑血管病医院肩负重任、挑起大梁，探索脑卒中防
治新模式，在生死时速中守护全省人民的健康。

优化重建绿色通道，打造“脑卒中 1小时急救圈”。医院
优化重建绿色通道，形成集急诊科、神经科、介入科、影像科、
检验科、导管室、麻醉科、康复科等多学科协作于一体的“溶栓
取栓一条龙”的急性脑卒中救治绿色通道；开通高级卒中中心
绿色通道电话，开设7×24小时急性脑卒中门诊，24小时开放
CT、MRA等影像学检查。引进中国第一台移动卒中单元，开
创了DNT（卒中患者到院至开通静脉溶栓时间）“零”时代；投
入使用全国首个“一站式”多模态影像卒中救治平台，脑卒中
救治的DPT（卒中患者入院到实施介入治疗）时间，从以往70
分钟左右缩短至 25 分钟之内，刷新脑卒中急救的“中国速
度”；组建“航空急救队”，实现脑卒中“空地互联网三位一体”
的立体抢救，实现全省全覆盖、畅通无阻，形成“脑卒中1小时
急救圈”。

牵头组建专科联盟，全省上下“握成一个拳”。在国家脑
防委、中国卒中专科联盟的号召和推动下，牵头组建“河南省
卒中专科联盟”，这是国内成立的第一个省级卒中联盟，并成
立搭建了我省统一协调的卒中防治工作平台。目前已加入

“河南省卒中专科联盟”的单位近 200家，覆盖省域内所有医
疗机构。各级联盟单位齐心协力，将持续推动中原地区脑卒
中防治工作，加大全省卒中中心建设和管理，切实促进卒中防
治关键适宜技术在各个中心的稳步提升，优化和完善区域脑
卒中防治体系，帮扶带动基层脑血管病诊疗能力的提升，力争
让城乡居民都能在“家门口”享受到同质化诊疗。

探索打造全方位、全周期的健康管理模式，将疾病防控
“关口前移”。重视脑血管病早防早诊早治，探索以卒中健康
管理师为主导的全面、全程、全生命周期的健康管理模式。同
时，医院与国家卫健委脑防委、郑州市紧急救援中心共同发布

“郑州市卒中急救地图”，区域脑卒中急救体系建设快速推进；
向公众传播卒中防控知识，快速普及卒中“120”快速识别法，
有效推动了各级医院卒中救治多学科合作更上一层楼。

高效、精准、完善的管理体系，织就了一张紧密的中原脑
血管病防护网，跑出了脑血管病救治的“加速度”，成为实至名
归的“省级示范高级卒中中心”“国家卫健委高级卒中中心培
训基地”“五星高级卒中中心”“脑心健康管理师团队优秀奖”。

从“出生”到“新生”，从“新生”迈向“未来”。“在奋进中发
展，在奋进中崛起。”河南省人民医院副院长、河南省脑血管病
医院院长陈传亮说，“心系一亿多百姓生命安全，脑血管病医
院将继续致力于全省脑血管系统领域的临床医疗、科研创新
和学术探索，致力于将更多实用型脑血管病防治科普、防治服
务输送到市县乡村，全力护佑中原百姓的脑健康。”

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河南省脑血管病医院正像高
尔基笔下的一只海燕，迎着现代医学迅猛发展的暴风骤雨飞
得更高、更远，也一定能飞得更高、更远。这是祖国的需要、社
会的需要、广大人民群众健康的需要。

航空救援让脑血管病救治大大提速

医院引入中国首台移动CT脑卒中救护车

首届少林国际神经外科大会暨2018中原脑血管病论坛成功举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