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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科技兴院的背后

回顾广州中医药大学顺德医院发展
的历程可以发现，医院本身的定位决定

了科技兴院是医院发展的“刚需”。据悉，这
家创办于1958年的医院，是顺德历史最悠久
的医院之一。2009年，医院创建成为广州中
医药大学非直属附属医院并复名顺德中医
院，2014年被评为三级甲等中医医院；2017
年2月，顺德区人民政府与广州中医药大学
正式签约，将该院纳入广州中医药大学直属
医院体系，医院更名为广州中医药大学顺德
医院（佛山市顺德区中医院），是一间集医
疗、预防、教学、科研、康复等功能为一体
的具有鲜明中医特色和中西医结合优势的综
合性中医医院。

此外，医院要打造成为全国知名的现代
化三级甲等中医医院和广东省中医康复标杆
医院，也需要科研的助力。医务人员有科研
思维，科室有人才引路，医院有科技政策才
能促进科研成果向临床孵化，把“纸上书写
的文字”变成能惠及更多患者的临床成果。

科研领域实现多项突破

“科技兴院，人才强院，以创新发展引领
医院走进新时代！”2018年，广州中医药大
学顺德医院科研领域实现了多项突破。

·2018年，广州中医药大学顺德医院获
省中医药管理局科研立项课题2项、市级立
项26项；发表论文86篇，其中SCI5篇，北
大中文核心论文7篇。

·举办国家级继续教育项目4项、省级17
项、市级40项，开展院内学术讲座78场。

·医院还建立了规范化培训模拟操作中
心，入选广东省博士工作站设站单位，成为
广东省第二中医院的协培基地。

·人才培养方面，3人被评为广东省杰出
青年医学人才，39人通过高级职称晋升，新
增硕士研究生导师2人。

·专科建设方面，2018年骨伤科顺利通
过省中医药管理局“十三五”中医重点专科
的验收；肿瘤科顺利通过省中医药管理局中
医药强省建设专项重点专科验收。目前医院
拥有省级重点专科2个，佛山市重点专科3
个，区级重点专科9个。

·在团队引进工作方面，2018年与肿瘤
诊疗中心、骨伤科、消化科、胸乳外科、泌
尿外科、心血管科、不孕不育专科、中药研
发平台、脑病专科、针灸康复专科等10个专
家团队签订人才引进协议。并以建设国家级
或省级重点专科为目标，形成定期出诊、手
术、查房、科研等多形式的共建模式。

·今年1月，广州中医药大学顺德医院院
长王大伟中医内科主任医师、孙丙银中医骨
伤科副主任医师和高卓维中西医结合科副主
任医师获评广东省杰出青年医学人才。

科研光荣榜（2018年度）

优秀论文一等奖 吴先平
优秀论文二等奖 孙丙银 何景亮
优秀论文三等奖 潘润华 王大伟 康峰光
优秀科研项目 容景瑜 林清 陈立加
优秀学术著作 张双喜
优秀教学科主任一等奖 周巨伦 张双喜
优秀教师一等奖 谭惠元 王维琼 康峰光
优秀教学秘书一等奖 吴坤生 潘志明
优秀教学护士长一等奖 邓世翩 罗永娟
护理优秀教师一等奖 梁倩云 欧阳结贞

梁富源

让科研助推医让科研助推医院持续发展院持续发展
广州中医药大学顺德医院全力实施科技兴广州中医药大学顺德医院全力实施科技兴院战略院战略，，让科研成果惠及更多市民让科研成果惠及更多市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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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科研是提高医疗质量

和培养高素质医学人才的重
要手段。要实现医院可持续发
展，必须重视科研工作。近年来，广州中医
药大学顺德医院（顺德区中医院）借政校合
作的东风，立足广州中医药大学平台，大力
实施科技兴院战略，在人、财、物等方面全
面调动员工科研创新的积极性，多措并举，
实现了医院科研领域多个突破，助推医院可
持续发展。

目前，医院拥有省级重点专科2个，佛
山市重点专科3个，区级重点专科9个。在
科研方面获省中医药管理局科研立项课题2
项、市级立项26项。最近，3人被评为广东
省杰出青年医学人才，39人通过高级职称晋
升，新增硕士研究生导师2人；获批设立广
东省博士工作站，成为广东省第二中医院的
协培基地……

4月2日上午，2005年诺贝尔生理学或
医学奖获得者巴里·马歇尔教授团队到访
广州中医药大学顺德医院，双方经过
沟通交流明确了科研合作方向，在诺
奖教授团队的加持下，医院离
创建广东省中医康复标杆医院
的愿景又近了一步。

4
月 2 日 上

午，2005 年
诺贝尔生理学或

医学奖获得者、西澳
大利亚大学巴里·马歇

尔（Barry J. Marshall）
教授及其团队成员西澳大利
亚大学临床微生物马歇尔研
究中心实验室主任 Alfred
Chin Yen Tay (郑敬元) 教
授一行到访广州中医药大学
顺德医院。院长王大伟公务
在外致电表示欢迎，并热切希
望通过互访带动医院国际学
术交流与合作的开展。

当天，巴里·马歇尔教
授在顺德区卫生健康局局长
谭俊杰、广州中医药大学顺
德医院党委书记李建国等领
导陪同下，走访了医院康复
科、治未病科、消化内科等
科室，并了解医院碳14幽

门螺杆菌检测的开展情况。
随后，巴里·马歇尔教

授一行受邀参加医院专科建
设特邀专家交流会，中山大
学附属第六医院胃肠病学研
究所常务副所长、医院检验
科主任、广东省保健协会检
验分会主任委员刘焕亮教授
以及香港大学李嘉诚医学院
生物医药技术国家重点实验
室、广东省保健协会检验分
会副主任委员侯志波教授也
到场指导交流，并与大家分
享了他们在国内、国际学术
交流的经验和成果。

会上，巴里·马歇尔教
授介绍了自己开展相关研究
的经历及取得的科研成果，
分享了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
医学奖的感想。

现场，马歇尔教授团队
与广州中医药大学顺德医院
初步达成科研方面的合作意

向。
他认为，基础研究与临

床研究两者联系紧密，临床
医疗方面的问题需要基础研
究进行探究，基础研究的成
果能够应用于临床。他期待
与医院同行在相关研究领域
开展合作。

该院党委书记李建国表
示，医院将以此为契机，积
极拓宽对外交流途径，保持
与国际知名医学专家的联系
与交流，努力培养一批具备
国际视野、掌握先进技术的
专科人才，为患者提供具有
国际水平的专科个性化诊疗
服务。

顺德区卫生健康局局长
谭俊杰强调，就双方合作的
长期性、实用性和人才培养
问题，要落到实处，不能流
于形式，设立具体合作方案
后坚定不移地走下去。

鼓励科技创新，促进
医院实现可持续发展，已
成为广州中医药大学顺德
医院近年来的工作重点之
一。

3月6日下午，广州中
医药大学顺德医院隆重召
开2018年度科技表彰大
会，并由广州中医药大学
科技处处长王萧和科长张
坚分别进行学术报告，为
医院广大职工讲授科研动
态和课题申报技巧，强调
中医药发展的临床价值、
产业价值、科技价值、文化
价值。据悉，此次医院投
入了20多万元奖励优秀
的科技工作者和优秀教
师。

会上，广州中医药大
学顺德医院院长王大伟作
了题为“科技兴院、人才
强院，以创新发展引领医
院走进新时代”的科技工
作报告，分析当前医院面
临的现状和形势，并详细
部署2019年科技主要任
务和重点工作。

2018 年，广州中医
药大学顺德医院科研创新
迎来了“收获期”：2018
年以该院为第一作者或通
讯作者发表的SCI论文数
量和质量上均有所提升；
科研方面获省中医药管理
局科研立项课题2项、市
级立项26项。医院成功
主办国家级继续教育 4
项 ， 省 级 继 续 教 育 17
项，市级继续教育40项。

在人才培养方面，3

人被评为广东省杰出青年
医学人才，39人通过高级
职称晋升，新增硕士研究
生导师2人。同时医院获
批设立广东省博士工作
站，成为广东省第二中医
院的协培基地。

在专科建设方面，
2018 年医院骨伤科顺利
通过省中医药管理局“十
三五”中医重点专科的验
收；肿瘤科顺利通过省中
医药管理局中医药强省建
设专项重点专科验收。

目前医院拥有省级重
点专科2个，佛山市重点
专科3个，区级重点专科
9 个。团队引进工作方
面，2018 年与肿瘤诊疗
中心、骨伤科、消化科、
胸乳外科、泌尿外科、心
血管科、不孕不育专科、
中药研发平台、脑病专
科、针灸康复专科等 10
个专家团队签订人才引进
协议。并以建设国家级或
省级重点专科为目标，形
成定期出诊、手术、查
房、科研等多形式的共建
模式。

王大伟院长强调，科
技是国之利器，医院坚持

“科技兴院、人才强院”
的发展战略。随着政校合
作进一步深入，大学与医
院将更全面地融合，将通
过加大科研投入，激励科
技创新，在团队建设、科
研平台、论文发表、新技
术应用、继续教育等方面
再创新辉煌。

医院科研工作离不开人
才的支撑。广州中医药大学
顺德医院也深刻明白这个道
理。除了大力“造血”外，也
通过快速“输血”，为构建更
科学合理的人才梯队、打造
人才高地奠定良好基础。

2018年，广州中医药大
学顺德医院引进了10个国家
级或省级重点专科的专家团
队。涉及科室包括肿瘤诊疗
中心、骨伤科、消化科、胸
乳外科、泌尿外科、心血管
科、不孕不育专科、中药研
发平台、脑病专科、针灸康
复专科，开展手术、查房、
带教、定期坐诊、病例讨
论、学术交流等工作，取得
了明显的效果。并建立了李
丽芸教授、林丽珠教授、黄
枫教授、符文彬教授4个国
家级和省级名医工作室，助

力科研的开展和科研水平的
大提升。

今年1月，广东省医学
领军人才和杰出青年医学人
才名单出炉，广州中医药大
学顺德医院院长王大伟中医
内科主任医师、孙丙银中医
骨伤科副主任医师和高卓维
中西医结合科副主任医师获
评广东省杰出青年医学人
才，标志着该院“科技兴
院”“人才强院”等发展战
略取得了一定成效，医院发
展将迈上新台阶。

近年来，在“科技兴
院”的战略部署下，广州中
医药大学顺德医院在教学科
研领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借助广州中医药大学优质资
源，广州中医药大学顺德医
院已成为广东省住院医师协
同规培基地，多名硕士研究

生导师已通过大学的遴选；
广州中医药大学图书馆顺德
分馆落户该院，为医院文献
检索课题查询临床决策提供
支持；成功申报广东省博士
工作站，将为博士以上学历
高层次人才引进和培养提供
平台支撑，顺德医院的博士
研究生招生已纳入广州中医
药大学2019年的招生计划。

科技兴院不停步，医院
发展直向前。广州中医药大
学顺德医院将多措并举，持
续提升科技研发、创新、孵
化等水平，加速科研向临床
转化，让更多医学成果惠及
市民，切实提升患者就医的
满意度、获得感，助推医院
早日实现建设成全国知名的
现代化三级甲等中医医院和
广东省中医康复标杆医院愿
景。

激发活力
投入20多万奖励科研功臣

筑巢引凤
助推科研大发展

重大进展
与诺奖教授明确合作意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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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2018 年年，，广广
州中医药大学顺德州中医药大学顺德
医院举办了四项国医院举办了四项国
家级继教项目家级继教项目

今年 4 月，
医院与诺奖教授
巴里·马歇尔达
成科研合作意向

建立规范化培训模拟操作中心建立规范化培训模拟操作中心，，成为成为
广东省第二中医院的协培基地广东省第二中医院的协培基地

投入20多万元奖励科技创新员工 召开专科建设特邀专家交流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