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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提供
11月26日-27日，2022公立医院

高质量发展交流会·厦门站暨厦门大学
附属第一医院建院85周年学术论坛隆
重举行。

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自1937年
建院以来，历经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新
中国成立、改革开放和新时代等不同时
期，五易其址，十更其名，规模由小到
大，实力由弱变强。85载铿锵岁月，“一
院人”始终秉持医者仁心，在护卫厦门
人民健康、促进厦门医疗卫生事业发展
过程中，推进了一系列变革性实践，实
现了一系列突破性进展，取得了一系列
标志性成果，成为厦门医疗界当之无愧
的“第一”。

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院长王占
祥介绍，今年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厦
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迎来建院85周年，
在这历史交汇点上，厦门大学附属第一
医院积极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举
办高水平学术交流活动，聚焦公立医院
高质量发展新格局、新方向，以实际行
动推动医院高质量发展落地落实。

一切过往，皆为序章。王占祥表
示，未来，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将在
市委市政府的关怀支持下，在市卫健委
的直接领导下，持续总结办院经验，凝
练医疗特色，以创新驱动发展，以智慧
引领未来，以交叉融合、医学转化助力
医院发展，向医院高质量发展目标迈
进，努力打造百姓满意、政府放心、员工
幸福的高质量发展示范医院，为我市建
设更高水平的健康城市作出新的更大
贡献。

赓续荣光再出发
为健康厦门贡献“一院”力量

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举行建院85周年大会，将全力打造百姓满意、政府放心、员工幸福的高质量发展示范医院

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建院85周年 特 别报道

担当责任使命
续写新时代荣光

会上，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院长
王占祥深情回顾了85年来第一医院如
何从一棵幼苗长成参天大树的奋斗历
程。

从50张床位、87人、不到10个学科
的临时诊所，到编制床位数2500 张、职
工4630人、68个临床医技科室的闽西南
规模最大的三级甲等综合性医院，85年
来，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砥砺奋进，
创造了无数“第一”。

第一医院的“第一”，体现在行业综
合实力上。该院在素有“国考”之称的
全国三级公立医院绩效考核中获评综
合医院 A+等级，稳居全国百强医院且
排名逐年上升，在今年公布的2020年度
排名中位列 56 名，始终保持闽西南第
一。连续 5 年跻身中国顶级医院全国
100强，2022年排名创历史新高，位列85
名。医院学科发展势头迅猛，目前拥有
3个国家临床重点专科、22个省级临床
重点专科，多项技术创下全市、全省乃
至全国第一，填补相关领域空白，让患
者不出厦门、福建就能解除顽疾。2022
年首次发布“中国医院五年总科技量值
（ASTEM）”排名，该院共有10个学科进
入百强榜，学科进榜数位居福建省前
三、厦门市第一，截至目前共有20个学
科进入中国医院科技量值百强榜。

第一医院的“第一”，也体现在市民
群众的口碑上。基于“人民至上 生命至
上”的理念，秉承“仁心仁术 至诚至善”
的院训，第一医院以实际行动赢得广大
人民群众的信赖。

第一医院的“第一”，还体现在社会
责任担当上。历次急难险重、重大活动
保障，第一医院都冲锋在前。该院杏林
分院是我市唯一的新冠肺炎定点救治
医院。第一医院集全院之力，以责任和
担当筑起疫情防控的铜墙铁壁。截至
11 月 25 日，定点医院先后收治来自 47
个国家和地区的 3525 名新冠肺炎确诊
患者，年龄最大的90多岁，最小的刚出
生97天。这些患者中，有的脑干出血，
有的重度冠心病，有的突发A型主动脉
夹层，第一医院凭借强大的综合实力与
死神赛跑，确保重症患者零死亡，为我
市抗疫作出重大贡献，荣膺“中国医院
科学抗疫先进保障团队”“2020 抗疫群
英谱·卓越团队”等称号，获评“全国抗
击新冠肺炎疫情先进集体”。

王占祥表示，未来，第一医院将以
四大战略（人才发展战略、信息化建设
战略、学科建设战略、交叉融合转化创
新发展战略）来推动医院高质量发展，
为疑难危重症诊治提供新思路、新方
法，打造百姓满意、政府放心、员工幸福
的高质量发展示范医院，为厦门市卫生
健康事业发展贡献更多“一院”力量。

中国科学院院士、细胞生物学家韩家淮：
第一医院是厦门大

学最重要的附属医院之
一。这些年，厦门大学与
第一医院在科研、教学等
方面的联系越来越密切，
在交叉融合、医学转化等
方面的合作也很多。贺

“一院”八五华诞，未来再
谱华章。

中国工程院院士、放射肿瘤学专家于金明：
八十五载风雨砥砺，

与时俱进铸就辉煌。衷
心祝福厦门大学附属第
一医院 85 岁生日快乐。
愿“一院”全体干部职工
乘风破浪、敢为人先，护
航百姓安康。

中国工程院院士、肾脏病学专家陈香美：
85年来，厦门大学附

属第一医院在磨砺中成
长，取得累累硕果，为福
建人民交上了一份满意
的答卷。愿新一代“一院
人”承光荣传统，展辉煌
成就，锐意进取，勇攀高
峰。

中国科学院院士、肝肿瘤外科学专家樊嘉：
今年也是复旦大学

附属中山医院建院85周
年，两家医院作为“同龄
人”，既在战火纷飞的年
代悬壶济世、救死扶伤，
又在新时代为人民健康
攻坚克难、开拓创新。祝
贵院继往开来，再创辉
煌。

中国工程院院士、消化病学专家樊代明：
85 年来，厦门大学

附属第一医院取得了非
常辉煌的成就。芝麻开
花节节高，在未来的征
程中，厦门大学附属第
一医院全体同仁会在各
级领导的正确指导下，
砥砺奋进，书写新的辉
煌。

中国工程院院士、共和国勋章获得者、呼吸
病学专家钟南山：

一代代“一院人”践
行初心，担当使命，为福
建医疗卫生事业作出卓
越贡献。“一院人”带着一
腔热血、一段青春、一个
理想、一种奉献，走过艰
苦奋斗的过去，走在日新
月异的现在，走向光明宏
达的未来。

适逢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建院85周
年，包括共和国勋章获得者钟南山在内的21
位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手写生
日贺词，送上生日祝福，表达殷切期望。

在2022公立医院高质量发展交流会·厦
门站暨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建院85周年

学术论坛开幕式上，多位院士发来视频表示
祝贺。北京协和医院、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华
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北京
大学第一医院、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
院、中南大学湘雅医院等十余家国内一流医
院的党委书记或院长也在线上祝贺厦门大学

附属第一医院喜迎85周年华诞。
作为本次学术交流活动的重要一环，

第一届鼓浪屿医学融合创新发展院士论坛
同步举行。王占祥院长表示，“十四五”以
来，我国强化体系创新、技术创新、模式创
新和管理创新，为公立医院高质量发展带
来新机遇和新挑战。如何以创新举措、创
新技术推动公立医院高质量发展，已成为
各级医疗机构管理者亟待思考和解决的重
要议题。为进一步推动厦门地区医学融合
创新发展，助力厦门医学站上新高地、筑造
新高原、攀向新高峰，第一届鼓浪屿医学融
合创新发展院士论坛应运而生。本场论坛
邀请中国工程院钟南山院士、董家鸿院士
以及中国科学院詹文龙院士、洪茂椿院士、
田中群院士、韩家淮院士做专题演讲，和各
位医学同仁一道探讨医学前沿焦点与创新
发展路径，为医院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力。

会上，中国稀土学会稀土医学临床研究
中心、一带一路暨金砖国家数字医学研究中
心、国际华人骨研学会-厦门大学附属第一
医院骨骼干细胞联合研究中心揭牌。

中国科学院院士洪茂椿介绍，稀土生
物医学是材料化学、生物、医学等多个学
科交叉融合的全新学科，稀土纳米生物医
用材料在精准诊疗方面有着广阔的应用
前景。洪茂椿评价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
院是“非常注重创新发展的医院”，敢于第

一个吃螃蟹，携手中国稀土学会稀土生物
医学专业委员会，成立中国稀土学会稀土
医学临床研究中心。中心成立后，将充分
发挥平台作用，提升科研能力，推动学术交
流。

厦门市金砖未来技能发展与技术创新
研究院院长刘振英表示，新成立的“一带一
路暨金砖国家数字医学研究中心”由该研
究院和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共建，将聚
焦心脏康复、智慧医疗、数字大健康、远程

诊疗等，重点开展一带一路及金砖国家数
字医学研究、国际团体标准制定、数字医学
国际技术技能人才培养、研究成果转化与
孵化等方面工作。

国际华人骨研学会主席、西澳大学副
校长郑铭豪表示，国际华人骨研学会-厦门
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骨骼干细胞联合研究中
心将联合国内及海外华人科学家团队，加
强与国际科学界的交流合作，提升国际骨
骼肌肉研究学术水平。

会上还举行了国家神经系统疾病临床
医学研究中心福建省分中心、国家妇产疾
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福建省分中心、国家
慢性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福建省分中心
授牌仪式。

第一医院神经内科、神经外科技术力
量雄厚，与厦门大学科系融合成立了厦门
大学医学院神经科学系。国家神经系统疾
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主任、首都医科大学
附属北京天坛医院院长王拥军对第一医院
成为国家神经系统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
福建分中心表示祝贺，“相信两院交流合作
会进一步加强。希望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

院充分发挥分中心优势，把相关研究工作
做好做实，为我国神经系统疾病防治科技
创新和临床转化做出贡献。”

第一医院妇产科长期承担区域危急重
症孕产妇救治重任，以精湛技术悉心呵护
女性健康。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妇产疾
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大学第三
医院院长乔杰对分中心的建设寄予厚
望。“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和厦门大学附属
第一医院有一致的初心、责任和使命感。
希望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持续发挥妇产
医学领域优势，提升厦门及周边地区妇产
医学研究和诊疗水平，更好地守护一方百

姓健康。”
第一医院肾内科是我市慢性肾病管

理的中坚力量，管理着10余万慢性肾病
患者。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慢性肾病临
床医学研究中心主任、解放军总医院全军
肾脏病研究所所长陈香美说，“我见证了
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肾内科的迅速发
展，科室各项指标都位居福建省前列。科
室成为国家慢性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
核心成员单位后，将为福建慢性肾病研究
搭建重要平台，助力第一医院打造省内领
先、国内先进，与国际接轨的高水平临床
研究中心。”

智慧医疗大会
在厦举办

11月26日，中国医师协会智慧医疗专业委
员会2022年学术年会暨第四届中国智慧医疗大
会在厦举办，大会以“信息赋能，无限可能—信息
变革医疗”为主题，邀请国内多家医院的院长、专
家展示智慧医疗建设成效。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医师协会智慧医疗专
业委员会主任委员董家鸿在致辞中表示，本次论
坛以智慧医院建设为主题，围绕智慧医院新科技
难点、痛点进行讨论，为探索智慧科技助力公立
医院高质量发展提供新思路。

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副院长张福星在会
上分享了该院信息化建设成果。

中国工程院院士、妇产医学专家乔杰：
祝厦门大学附属第

一医院建院85周年生日
快乐，祝厦门大学附属
第一医院在新的征程
中，按照国家要求推动
医院高质量发展，全生
命周期守护人民健康再
创辉煌。

首届院士论坛大咖荟萃A

三大医学研究中心揭牌B

三大国家临床研究中心分中心授牌C

亮点

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建院85周年重大贡献人物颁奖
仪式于11月26日举行。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始终秉承
以名医带名科、以名科建名院的发展战略。在医院发展
进程中，涌现出许多先进个人，此次评选出“终身成就
奖”“卓越功勋奖”“青年英才奖”三个奖项，以此激励
全院职工以先进为榜样，全力投身医院高质量发展
新征程，奋力谱写医院发展新篇章。

●终身成就奖：骆树民、黄见亭
●卓越功勋奖：杨叔禹、姜杰、吴华、陈焕

章、裴新亚、尤元璋
●青年英才奖：陈皓鋆、沈东炎、温晓

斐、骆启聪、陈四方、汤雅玲、吴三纲、李
珣、席雅君、文环

链接

学科建设“金字塔”
各级各类学科建设数量稳居厦门榜首

数量占厦门市36%
居全市首位

数量占厦门市60%
居全市首位

数量居
全市首位

同步

院长王占祥介绍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院长王占祥介绍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8585年发展历程年发展历程。。

◀21位院士手写
生日贺词殷殷寄
语。图为钟南山
院士手写贺词。

国家级

3个国家临床重点专科
3个国家临床医学研究
中心福建省分中心

福建省级

3个福建省临床医学研究中心
22个福建省临床重点学科（含中医）

厦门市级

3个厦门大学首批学系
3个厦门市临床医学中心
2个厦门市拔尖专科
5个厦门市医学领先学科

4个厦门市医学中心
10个厦门市医学规划专科
16个市级质控中心
7个市级专病防治中心

厦大附属第一医院建院厦大附属第一医院建院8585周年重大贡献人物颁奖仪式现场周年重大贡献人物颁奖仪式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