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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五” 时期是肺科医院历

史上发展较快的时期， 也是核心竞

争力增强较显著的时期， 医院在全

国肺部疾病诊治领域的地位和作用

更加凸显， 社会知名度和品牌美誉

度持续提升。 在上海市卫生健康委

员会和上海申康医院发展中心的领

导下， 医院党政领导班子带领全体

干部职工， 积极顺应公立医院改革

新要求， 期间医院主持及参与国家

级项目 147 项 ， 其中牵头 “十三

五” 重大专项 1 项， 牵头国家重点

研发计划 3 项， 主持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 138 项， 参与科技部重点研发

计划 3 项。

2019 年肺科医院在全国专科

排名中胸外科位列全国第 2 位， 呼

吸科获全国提名； 在中国医院科技

量值排名中胸外科学、 结核科学、

呼吸病学均位列全国第 2 位， 肿瘤

学 、 传染病学分别位列全国第 33

位和第 13 位。

今年是“十四五”开局之年，肺

科医院作为一家以肺部疑难疾病诊

疗为特色、 专科病种最为齐全的呼

吸系统专科医院， 和上海肺部疑难

复杂疾病诊治和临床医学科技创新

的主力军， 在处于转型升级和高质

量发展的关键时期， 面对种种机遇

与挑战始终保持清醒， 有责任汇聚

最强学科和最优人才， 为人民呼吸

健康事业贡献智慧和服务。

老上海人都知道， 上海市肺科

医院坐落在叶家花园。 叶家花园曾

是镇海巨贾、 沪上巨富叶澄衷先生

的家产， 其子叶子衡业师即当时国

立上海医学院院长颜福庆博士。

上世纪 30 年代我国结核病猖

獗 ， 当时上海尚无一所结核病医

院。 闻及医学院亟需筹建一所专门

医治肺结核病人的医院， 叶家允诺

将建造已 10 余年的叶家花园全部

园产捐赠给国立上海医学院建立第

二教学医院， 专门收治肺科病人。

为纪念其父叶澄衷 ， 医院命名为

“澄衷医院”。

1933 年 6 月 15 日， 澄衷医院

正式运行收治病人， 当时院内专任

医师仅 3 人。 解放后， 医院建设发

展飞速， 上世纪 90 年代， 上海市

肺科医院以 “上等达标” 和创建市

文明单位为工作目标， 积极发展医

疗特色， 注重学科建设， 重视人才

培养， 医院各项工作迅速发展。

1995 年肺科医院成为三级甲

等专科医院， 连续获得上海市文明

单位 。 1996 年 ， 我与我的团队完

成了我国首例肺容积减少术。 1997

年 ， 又成功实施双侧肺容积减少

术 。 2009 年 ， 医院胸外科成功实

施了小儿活体肺叶移植手术 。 至

此， 中国首例活体肺叶移植手术正

式获得成功， 标志着我国在活体肺

移植领域又有了新的突破。

随着疾病谱变化， 肺科医院不

断开拓进取，不仅拓展了新病种，还

创新治疗手段、更新技术、积极投入

临床科研，完成了华丽转身。从建院

之初的结核病到如今的肺癌， 肺科

医院始终关注着对民众健康威胁最

大的疾病， 以自身专长为 “健康中

国”贡献力量。肺科医院一步一步走

到今天，“精医重道，务实创新”的院

训一直深深影响着我。

肺移植的实验研究可溯源至 20 世

纪初 ， 但人体肺移植手术则开始于

1963 年 ， 仅有 58 年历史 。 我 1961 年

从上海第二医科大学医疗系毕业， 进上

海市肺科医院工作 ， 迄今已从医六十

载。 当我还是一名住院医生时， 便带着几

名医务人员在主任医师的支持和指导下， 开

始肺移植动物实验。 到 1981 年底， 我共做了

100 多次动物的肺移植手术， 总体情况是乐观的。

尽管医学技术不断发展， 但到目前为止， 器官移植仍是一

项难度与风险双高的大手术。 目前， 全国共有 90 家医院获得

了肝脏移植手术资质， 只有 36 家医院具备肺移植资质， 肺移

植技术难度之高， 可想而知。

回顾上海市肺科医院近 90 年的发展历程， 医院作为我国

可以开展所有肺移植术式的单位， 目前保持着肺移植 5 年生存

率和手术成功率两项国内领先， 开创性地完成了亚洲首例肺再

移植术、 国内首例活体肺叶移植术及国内首例肺移植同期联合

双侧肺减容手术， 发挥了技术引领的作用。

如今， 在转型发展的大环境下， 紧紧围绕国家和上海市卫

生健康政策和公立医院办医要求， 加快推进以临床研究为核心

的医学科创体系建设与智慧医院建设， 医院正全力建设专科优

势明显、 具有国内引领地位和较高国际影响力的区域性呼吸系

统临床医疗、 创新研发和人才培育中心， 为落实 “健康上海”

建设总体部署、 全方位全周期保障人民群众健康作出贡献。

从医六十载：
肺移植开拓者永不止步

口述人：丁嘉安
（原上海市肺科医院副院长、胸外科主任）

关注对民众健康威胁最大的疾病

我到肺科医院工作， 遇到了对

我影响至深的一位师长———裘德懋

教授。 他曾说过一句话， “做病人

的贴心医生”， 我到现在还记在心

里 。 我理解的 “做病人的贴心医

生” 就是跟病人做朋友， 要为病人

着想， 了解病人， 但是这些还远远

不够； 做病人的贴心医生更重要的

是如何主动发现病人的问题， 跟病

人沟通， 要知道病人自己对疾病的

认识和想法以及他们的家庭情况、

兴趣爱好、 心情等， 主动帮病人解

决问题， 最大程度为病人减轻、 去

除病痛。 这才是医生最根本的职责

所在。

对于年轻医生的培养， 我有一

个原则， 就是 “不保守”。 “不保

守” 就是在对待学生的时候， 毫无

保留， 在创新和科研上鼓励他们大

胆尝试， 我跟他们说， 做事最忌畏

首畏尾。 一些复杂手术， 我非常鼓

励他们主刀， 只有让他们真正走到

实践中去， 才能发现问题， 才能更

快进步。

1961 年时 ， 裘德懋教授是肺

科医院胸外科主任， 当时我们遇到

一个病人要做紧急手术， 而且手术

难度系数较高。 我对这台手术把握

很大， 就主动提出想试一试， 裘德

懋教授一口答应 ， 让我 “大胆放

手” 去做。 这种 “不保守” 的做派

直到现在也深深影响着我。

我们医院的胸外科是重点学

科， 人才培养、 业务发展均与国际

先进水平接轨， 都要多给年轻人机

会和平台。 什么是生产力？ 创新就

是生产力， 年轻人创造力强、 肯钻

研， 我的学生中很多已经成为科室

业务中坚力量， 担负起胸外科临床

研究的重任。

我每年坚持举办全国普胸外科

新进展学习班， 也是为了给更多年

轻人一个交流的平台。 还有一些青

年医师被选派到美国、澳大利亚、法

国、日本、以色列等国家进修学习，

有的已学成回国， 增强了科室发展

的后劲， 看着他们发展越来越好，

我作为老师很是欣慰， 这就是一步

一步传承下去的成果， 为我们医院

胸外科的长足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汇聚最强学科和最优人才

培养鼓励年轻医生创新不保守

炎炎夏日，瓜果真的多多益善吗？
■吴晶晶

烈日炙烤下， 很多人没了胃口， 喜

欢吃水果， 有的甚至将水果当主食。 在

上海， 刚出梅， 前一阵的阴雨绵绵令人

好不烦恼， 难怪古人用 “一川烟草， 满

城风絮， 梅子黄时雨” 来形容那飘飘渺

渺的闲愁。 其实， 缠绵不绝的阴雨不但

影响心情， 还影响健康， 这个季节里，

也有人会出现没精神、 胃口差、 胸闷气

短等情况， 这都是湿气重的表现。

中医理论中， 人体需要水谷精微滋

养，但凡事不能过。 因为身体不爽气、胃

口不好，于是人们可能会觉得，既然不想

吃饭，那么就多吃点水果吧，正好这个季

节多种水果大量上市，比如西瓜、甜瓜、

荔枝、葡萄、樱桃等。并且，很多营养师也

推荐说，人要多吃水果。

但是， 中医理论里， 水果还真不是

多多益善 。 《黄帝内经·素问 》 提出 ：

“五谷为养， 五果为助， 五畜为益， 五

菜为充。” 意思就是谷物 （主食） 才是

我们赖以生存的根本， 而水果， 只是辅

助谷物滋养人体。

水果的吃法大多是生吃 ， 属于生

冷， 而生冷的食物需要脾胃将其腐熟，

如果摄入太多则会损伤脾阳 。 比如西

瓜， 素有 “天生白虎汤” 之称， 性寒，

味甘， 归心、 胃、 膀胱经， 具有清热解

暑、 生津止渴、 利尿除烦的功效。 因其

性寒， 所以摄入太多， 容易伤脾胃， 且

西瓜水分多， 更易水湿困脾， 再者西瓜

甘甜， 易滋生痰湿而困脾。 所以， 即便

是盛夏， 抱着半个西瓜， 拿勺子舀了坐

在空调房里吃， 实属不当。

有人可能会说， 那么我多吃点热性

水果， 应该没问题吧？ 也不然。 比如荔

枝， 虽属热性， 但其仍是生冷、 甘甜的

水果， 多吃了还是有助生痰湿的弊端，

导致湿气困脾， 从而令脾不能实现正常

的运化、 升清等生理功能， 继而身体出

现一系列不适症状。

因为水果好吃， 很多人爱吃， 且水

果也确实可补充维生素等， 所以我们不

反对， 但是一定要记住， 水果只是日常

的 “调味品”， 不能拿来当饭吃， 过分

摄入， 易生事端。

（作者为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龙华
医院中医乳腺科副主任医师）

■汤杰

每每入夏，各大中医医院里
总是人流如织，艾香扑鼻，各类
“冬病夏治”项目颇受百姓喜爱，
尤其在江南地区，人气很高。根
据《素问》的中医理论，从小暑至
立秋（盛夏三伏天）是全年气温
最高、人体阳气最旺盛的时候，
“冬病夏治”就是利用夏季气温
高、机体阳气充沛的有利时机，
调节机体平衡，使一些宿疾得以
治愈或减轻症状。这也就是中医
传统“春夏养阳，秋冬养阴”的养
生观念。
何谓“冬病夏治”？“冬病”是

指某些好发于冬季，或在冬季加
重的病变，“夏治”指夏季这些病
情有所缓解，趁其发作缓解季
节，辨证论治，适当内服和外用
一些方药，以预防冬季旧病复
发，或减轻其症状。

火爆的“冬病夏治”到底能治啥病？

【呼吸系统疾病】
中医外治配合汤

剂综合调补

冬季是呼吸系统疾病的高发时期，

因夏季阳气升发旺盛， 故而是 “冬病”

的缓解之时。 利用人体阳气充沛的有利

时机， 运用温阳药物调和脏腑， 不仅可

助人体储备阳气， 也兼顾了 “冬病” 患

者阳虚之本、 减少了反复发作， 体现了

中医 “未病先防， 既病防变” 的思想。

冬病夏治对治疗呼吸系统疾病方法多

样， 中医外治同时配合中药汤剂口服综

合调补， 已为越来越多的患者接受。

呼吸系统疾病 “冬病夏治” 方案：

1、 穴位敷贴+定向透药
针对不同疾病， 采取中医辨证论治

法， 选用岳阳医院呼吸科独有的 “咳喘

方” 或 “咳嗽方”， 将辛温、 走窜、 通

经之药物制成药饼敷于特定穴位， 再配

以特定的中药定向透皮技术及热疗技

术， 使药物能更好地吸收， 起到疏经通

络， 温补阳气、 补益脾肾、 散寒驱邪的

作用。

根据我们以往的经验， 呼吸系统疾

病成人穴位敷贴适宜人群包括： 患有慢

性咳嗽、 慢性支气管炎、 支气管哮喘、

慢性阻塞性疾病、 间质性肺病、 变应性

鼻炎、 慢性鼻窦炎、 慢性咽喉炎、 反复

呼吸道感染等长期受呼吸道疾病困扰的

患者。

2、 穴位注射
将提高免疫力的药物注射入人体相

关腧穴中 （如足三里）， 一方面， 通过

刺激具有双向调节作用的经穴以舒畅经

脉之气， 另一方面， 促使药物自经穴循

着经络运行路线到达各个脏腑， 以调节

气血阴阳。 通常， 将穴位注射时间安排

在三伏贴前， 为的是在夏季治疗前， 通

过药物和经络的双重作用， 使人体达到

相对平衡的状态， 为强化穴位敷贴的疗

效做好充足准备。

3、 耳穴治疗
将王不留行籽贴于耳内相关穴位

（如肺、 脾）， 通过日常的按压以刺激反

应点， 达到补益肺、 脾、 肾三脏功能的

效果。 耳廓内有丰富的神经分布， 按压

耳穴产生的良性刺激对全身各组织器官

所起的综合调节作用能使自身免疫功能

得到提高， 从而改善慢性咳喘病的临床

证候。

【小儿敷贴】
不痛不痒，适宜孩

子的外治法

“冬病夏治” 中最常用的治疗方法

有中医外治之穴位贴敷、 中药足浴、 中

药口服等 。 穴位敷贴时间短 ， 不痛不

痒， 是孩子较为容易接受的一种外治方

法。 小儿敷贴是将特制配伍的中药研磨

细粉， 按比例加入姜汁制成药饼， 置于

体表局部穴位， 并加用仪器使药物中的

有效成分更深入、 有效地透过皮肤快速

进入人体， 从而达到防病、 治病之功。

岳阳医院儿科敷贴开展 “冬病夏

治———穴位敷贴” 已有三十余年， 岳阳

儿科传承海派中医董氏儿科学术经验，

擅长小儿肺系、 脾系病的治疗及调理，

利用夏季自然界阳气最旺盛的时间对人

体进行药物或非药物疗法 ， 可健脾益

气， 调畅气机， 通络止痛， 以提高患儿

的脾胃功能， 促进机体的抗病能力。

典型如 “咳喘固本贴”， 适用于治

疗小儿支气管哮喘、 咳嗽变异型哮喘、

反复呼吸道感染、 慢性咳嗽、 过敏性咳

嗽 、 过敏性鼻炎 、 慢性鼻炎 、 慢性咽

炎、 小儿反复肺炎、 小儿腺样体肥大等

呼吸道疾病。 它是将特殊调配的药饼贴

敷于特定的穴位上， 药饼通过仪器定向

导入， 持续刺激穴位， 并通过经络血脉

直达病处 ， 从而扶阳驱寒 ， 增强免疫

力， 深得患儿家长青睐。

【糖尿病】
抓住防治糖尿病

神经病变黄金期

糖尿病是当今威胁人类健康和生命

的世界三大顽症之一， 如不及时正确治

疗， 势必引起并发症， 常见的如糖尿病

神经病变， 严重影响生活质量。 中医古

代文献虽无糖尿病神经病变这一病名，

但对其发病早已有所认识， 《王旭高医

案 》 中记载 “消渴日久 ， 但见手足麻

木、 肢凉如冰”。 历代也有 “肢体疼痛”

“足痿乏力” 等临床症状的描述。 根据

其证治规律， 中医学把消渴病后出现的

四肢麻木、 疼痛、 痿弱无力以及晚期出

现的肌肉萎缩等一组相互关联的临床症

状， 统称为消渴病痿痹。

糖尿病神经病变患者往往在冬季病

情加重， 在夏天由于气温增高， 麻木肢

冷疼痛等症状有所缓解， 故趁疾病缓解

之期， 采用益气养阴、 活血通络的药物

对阴阳俱虚血瘀之体进行治疗， 使体内

精气充足 ， 瘀血得化 ， 祛除体内之宿

疾， 以达到冬季病情减轻、 少发病甚至

不发病的目的。 夏季或 “三伏天” 是防

治糖尿病神经病变的黄金时期， 利用好

这个时节可未雨绸缪。

岳阳医院内分泌科连续多年开展

“冬病夏治、 穴位敷贴” 防治糖尿病神

经病变， 独创穴位敷贴的三步治疗法，

即特色中药复方药物穴位敷贴离子导

入、 红外线治疗及耳穴治疗。 糖尿病在

中医中属于 “消渴” 范畴， 消渴的病变

脏腑主要在肺、 脾 （胃）、 肾三脏。 据

此， 我们取肺俞、 脾俞、 肾俞穴位， 左

右对称， 共 6 个穴位敷贴点。 外敷特制

中药复方药饼，配合中药定向离子导入、

红外线治疗等，以更好缓解临床症状。

【风湿痹痛】
针药并用改善“酸冷麻痛”

“风湿痹病”是指风、寒、湿等外邪侵

袭人体，气血不能畅行，常见风湿病如骨

关节炎、类风湿关节炎、骨质疏松、强直

性脊柱炎、风湿性多肌痛、产后风湿病、

更年期关节痛、颈腰椎病、间质性肺病、

雷诺氏症等。 其病机特点为肾阳亏虚为

本，风寒湿邪为标。 中医强调“用药如用

兵”，用兵则强调运用战略战术，“避其锐

气，击其惰归”，结合“天人相应”的中医

哲学思想，利用夏季自然界阳气最旺，人

体阳气随着上升之势，鼓动“肾中元阳”，

攻击“风寒湿”等阴寒之邪，所谓“居高临

下，势如破竹”，可达到事半功倍的疗效。

岳阳医院冬病夏治风湿痹病门诊是

根据风湿科专科治疗经验， 采取穴位敷

贴（以肾经、督脉腧穴为主），配合耳针、

神灯等手段，结合中医预防医学、针药并

用、内外兼施等优势，对风湿痹病采取综

合强化治疗的一种手段， 不但可以改善

“酸”“冷”“麻”“痛”等临床症状，还可以

调节脏腑阴阳，平衡免疫功能，达到“未

病先防，既病防变”的治疗目的。

“冬病夏治” 风湿痹病疗程为 5-8

周，建议连续治疗 3 年以上。凡有肌肉酸

痛、肢体麻木不仁、颈肩腰腿痛、关节疼

痛、四肢发冷、筋骨伸屈不利甚至关节肿

胀变形等临床表现的市民可预约登记。

【颈肩腰腿痛】
“三伏贴”后忌生冷

康复医学科 “三伏贴” 适宜人群包

括： 中风后遗症、 颈椎病、 腰椎间盘突

出、 腰肌劳损、 肩周炎、 膝关节炎、 骨

质增生、 陈旧性伤痛、 关节疼痛等。

“三伏贴”的治疗期间注意事项：

1、治疗期间忌食生冷、肥甘厚腻、辛

辣刺激食物； 不宜长时间吹电扇和待在

空调屋内，忌洗冷水澡。

2、局部若出现小水泡可等其自行消

散，1 厘米以上的大水泡可到医院进行

相关处理，以预防感染；切忌抓挠，以防

止对皮肤进一步刺激。

3、经“三伏贴”治疗后，局部出现轻

微疼痛、麻木、灼烧感等感觉均为药物正

常反应，无需特殊处理。 如若出现红肿、

溃疡、强烈疼痛或过敏等不良反应，立即

停止治疗。 症状严重者，应及时就医。

（作者为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岳阳
中西医结合医院医务处长、 主任医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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