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

医院名称：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 医院性质： 国营

所在地区： 湖南省长沙市 医院类型： 综合医院

医院等级： 三级甲等 是否医保： 是

开放分类：健康科学 医疗 医疗卫生 医疗机构 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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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南大学湘雅医院 - 医院简介

湘雅遵循“公勇勤慎、诚爱谦廉、求真求确、必邃必专”的湘雅校训，秉承“严谨、团结、求实、进取”的湘雅精

神，培养造就了张孝骞、汤飞凡、李振翩等一大批在国内外有影响的医学名医名家。在医学界有“内科全才”之称

的张孝骞，系湘雅第一届毕业生，是我国著名内科学家、医学教育家、中国消化病学的奠基人；被称为世界“衣原

体之父”的著名微生物学家、免疫学家汤飞凡，在世界第一个成功分离沙眼病毒，获得诺贝尔奖提名。毛泽东同志

曾高度赞扬湘雅的医疗水平，并多次介绍亲友来院看病。

教育部国家重点学科（6个）：

临床药理、神经病学、耳鼻咽喉科学、内科学（内分泌与代谢病）、外科学（胸心外）、外科（普外）

湖南省重点学科（9个）：

中西医结合、外科学、肿瘤学、皮肤病与性病学、内科学、儿科学、眼科学、妇产科学、特种医学

国家临床重点专科（25个）：

骨科、重症医学科、病理学、专科护理、麻醉学科、心血管内科、血液内科、神经外科、耳鼻咽喉科

口腔（口腔颌面外科专业）、中西医结合脑病科、呼吸内科、神经内科、肾病科、普通外科、泌尿外科

烧伤外科、皮肤科、肿瘤科、感染病科、风湿免疫科、运动医学科、老年病科、急诊医学科

卫生部肿瘤蛋白质组学重点实验室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 - 湘雅起源

湘雅是中国现代医学的策源地。

1905年，年轻的美国医学博士爱德华·胡美，受雅礼协会派遣，飘洋过海，携妻带子，来到长沙办医办学。1906年

，他在长沙小西门的西牌楼，建立了中国最早的西医医院之一的雅礼医院。道一风同的东西方医学梦想，在湘水之

畔点亮了湘雅医学之光！

1910年，又一位医学传奇人物，美国耶鲁大学医学院毕业的颜福庆博士学成归国，来到长沙。他与胡美如故友重逢

，情投志合，俩人携手合作管理医院。

1911年，盖仪贞女士在胡美、颜福庆的帮助下，创建了湖南省第一所护士学校——雅礼护病学校。

1914年，由湖南育群学会代表湖南省政府与美国雅礼协会合作，联合创办我国第一所中外合办的高等医学教育机构

——湘雅医学专门学校，颜福庆出任第一任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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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南大学湘雅医院坐落于中国历史文化名城长沙，由美国耶鲁大学雅礼协会创建于1906年，初名雅礼医院，是我国

最早的西医院之一，在国内享有“南湘雅、北协和”的盛誉。1914年，湖南育群学会与美国雅礼协会联合创办湘雅医

学专门学校（现湘雅医学院），雅礼医院随之更名为湘雅医院。历经100多年的发展，湘雅医院已成为集“医疗、教

学、科研、预防、保健、康复”于一体的国家级大型综合医院，现由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直属，也隶属于国家

教育部直属全国重点大学中南大学，是我国重要的医疗诊治、医学教育和医学研究中心。湘雅医院现拥有编制床位

3500张，88个临床医技科室，6个国家重点学科，25个国家临床重点专科建设项目（数量居全国医院第五位）；年

门急诊量超过240万人次，年出院病人10万人次，年大中型手术6万台次。2010年投入使用的建筑面积达28万平方米

的湘雅新医疗大楼，是亚洲最大的单体医疗建筑之一。

编辑摘要

目

录

医院简介1

湘雅起源2

发展现状3

现任领导4

湘雅荣誉5

特色专科6

预约挂号7

交通指南8

技术力量9

交流合作10

所获荣誉11

WIKI热度

该词条未被企业认领，赶快认领吧！

编辑次数：22次历史版本

参与编辑人数：14位

最近更新时间：2015-08-16 02:31:03

大学生

大学生

大学生

大学生

大学生

贡献光荣榜

创建者：医药百科

ltskunk

lkcloudy

loves326

shjhioa

bfuef

更多

永州市人民医院 长沙市第三医院

相关词条 编辑

罗汉果

阴蒂

维生素C

左旋肉碱

山药

桂花

刺五加

六味地黄丸

云南白药

郁金香

分类热词

互

动

优

推

编辑 讨论 分享 2237

百科 图片 IN词 微百科 科普汇 名人百科 有奖任务 百科商城

帮助

百科首页 登录 注册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 搜索一下

5

扫描二维码用

浏览词条

保存二维码可

印刷到宣传品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_互动百科 http://www.baike.com/wiki/中南大学湘雅医院

1 of 9 2/1/2016 8:17 PM

追查國際存檔 
www.zhuichaguoji.org



1915年，雅礼医院更名为湘雅医院，雅礼护病学校更名为湘雅护士学校。至此，“湘雅”形成了医学校、医院、护

士学校三位一体的体系格局，并延续至今。

1922年，美国教育考察团来华访问时，确认湘雅与北京协和医学院是中国最好的医学校，在医疗卫生界和医学界传

为佳话。从此“南湘雅、北协和”之美誉在老百姓中广为流传。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 - 发展现状

百年风雨星云际会，历史给湘雅以定格，湘雅也在历史的嬗变中奠定了她在中国乃至世界医学中的地位。

从1906年建院到今天，湘雅虽历经百年沧桑，但弦歌未绝，秉承湘雅精神，始终坚持为人民的健康事业服务的宗旨

，以治院严谨、医术精湛、人才辈出而蜚声中外，湘雅品牌历久弥新。

【医疗】

在中国近代医学发展史上，湘雅品牌之所以能长期屹立于医学之巅，正得益于湘雅独领风骚的精湛医术。世纪伟人

毛泽东曾亲笔写信介绍亲友到湘雅看病：“如湘雅诊不好，北京也就诊不好了。”信中对湘雅医院的医疗水平评价

甚高，字里行间充满了对湘雅医护人员的肯定与信赖。湘雅，给世人的第一印象就是：“治不好的病，要到湘雅诊

治”。

湘雅，素以医术精湛而享誉海内外。湘雅医院医疗诊治水平稳居全国前列。医院大力推进专科化建设和湘雅名医工

程，每年投入1.5至2亿元专项资金用于学科建设和科技创新体系建设。近4年，医院获批国家临床重点专科建设项目

25个，总数居全国医院第五位。

【教学】

湘雅素以人才辈出名扬四海，桃李满天下。作为中国最早的由世界知名大学创办的医疗、教学机构，湘雅在建立之

时，便以欧洲甲等医学院作为起步的标准。这种高起点，奠定了“湘雅精品教育模式”的主基调。湘雅医学院第一

届招收的30名学生，由于采取淘汰制办学模式，1921年毕业时只剩下10人。而这十人均成为了中国现代第一流医学

专家，其中就包括中国内科学泰斗的张孝骞和享誉世界的微生物大师汤飞凡。

湘雅医院教育教学水平全国领先。目前有2名国家级教学名师，4门课程获得国家精品资源共享课程。2012年至2015

年，湘雅学子连续四年夺得全国高等医学院校大学生临床技能竞赛总决赛最高奖项——特等奖。以“零差错”成功

承办第四届全国高等医学院校大学生临床技能竞赛总决赛。具有国际水准的7万平方米的教学科研大楼已经启动建设

。湘雅医院现有博士生导师150名，硕士生导师289名，所有医学专业都具备博士学位授予权。

【科研】

回眸百年，湘雅人励精图治，依靠严谨科学的治学传统、浓郁的文化底蕴、雄厚的科研实力和充满活力的创新机制

，科研综合水平进入了全国医院第一方阵，产出了一大批优秀的科研成果，并广泛应用于临床，造福人类健康。医

院现有教育部国家重点学科6个；国家工程实验室1个，部省级科研平台17个；医院主办国家级专业期刊9本。

科研综合水平进入全国医院第一方阵。经国际数据分析，近4年医院累计中标科研课题1203项，中标经费近2.7亿元

，其中，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252项。发表科研论文2718篇，其中SCI论文1213篇。共获国家级及省部级科技成

果奖40项，共获专利授权85项。

【公益】

湘雅医院大力实施“走出湘雅办湘雅”的多元化办医发展战略，在我国率先建立了三级康复医疗服务网络建设模式

。探索建立“三位一体”的乡村和社区医生培训新模式。近4年，新建协作关系的社区医疗点和友好合作单位共144

家。远程医学中心联网医院增至129家，网络复盖全国9省。医院为新疆全疆1170名乡镇卫生院院长和卫生管理干部

、500名社区医生进行专业培训。2012年起，受国家卫生计生委指派，湘雅医院先后组建9支国家医疗队，到全国五

省区开展医疗帮扶。2014年和2015年，医院牵头组建湖南省首批国际救援医疗队和中国（湖南）第五批援塞抗疫医

疗队，奔赴非洲塞拉利昂抗击埃博拉。

医院始终坚持公立医院公益性，在突发公共事件医疗救助、国际医疗救援等重大事件中体现了湘雅人的责任与担当

，受到了习近平、刘延东、回良玉、杨洁篪、陈竺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高度肯定。“湘雅”品牌也被国家工商总局

认定为“中国驰名商标”。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 - 现任领导

肖平：湘雅医院党委书记

孙虹：湘雅医院院长

李远斌：湘雅医院副处级调研员

唐北沙：湘雅医院副院长

范学工：湘雅医院副院长

陈子华：湘雅医院党委副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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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建中：湘雅医院副院长

雷光华：湘雅医院副院长

张国刚：湘雅医院副院长

龚志成：湘雅医院党委副书记

刘昭前：湘雅医院副院长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 - 湘雅荣誉

湘雅写就半部中国西医史：

湘雅在建立之时，便以欧洲甲等医学院作为起步的标准。湘雅是中国近百年来医学名家、教授名医的摇篮，也是盛

产医学教育家、医学科学家的地方。

汤飞凡，世界著名微生物学家、免疫学家，世界“衣原体之父”，第一个成功分离沙眼病毒，从此沙眼病毒被称为

“汤氏病毒”，他白手起家，建立起中国第一支防疫队伍，他生产了中国自己的青霉素、狂犬疫苗，白喉疫苗，牛

痘疫苗，卡介苗和丙种球蛋白和世界首支班疹伤寒疫苗。成功遏制1950年华北鼠疫大流行，研制出中国的黄热病疫

苗。1957年选聘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学部委员）。1961年，研究出“乙醚杀菌法” ，使中国成功消灭天花病毒，比

世界早了16年。1981年被国际沙眼防治组织授予金质奖章，并提名诺贝尔奖，因其意外去世，诺贝尔奖离中国而去

。中国现代科学家纪念邮票三名医学家之一。

张孝骞，我国著名内科学家、医学教育家、中国消化病学的奠基人，在医学界有“内科全才”之称。1955年被选为

中国科学院首批学部委员之一，中国医学科学院副院长。中国现代科学家纪念邮票三名医学家之一。

谢少文，微生物学家、免疫学家，30－40年代主要研究传染病，在国际上首次用鸡胚培养斑疹伤寒立克次氏体成功

（1934）。50年代开始探讨神经系统与免疫系统的联系。70年代致力于免疫学新方法、新技术的研究、推广和标准

化，以促进免疫学在中国的发展。在60余年的教学、科研中，对医学科学的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1980年当选为中

国科学院院士（学部委员）。

李振翩，誉满全球的细菌学家和病毒学家，病毒疫苗培养法创治人。享有“科学医星”的美誉；他也是一位著名的

社会活动家，曾和毛泽东一起探讨拯救中国的道理，并为推动中美建交和两国之间科学技术的交流而努力，因此获

得“中美友好使者”的殊荣。

黄友岐，中国神经病学奠基人、我国神经科鼻祖；

王肇勋，中国心电图学创始人，1933年于国内首创心电图学；

林筱周，中国显微外科奠基人，著名耳鼻喉科学家；

刘泽民，中国皮肤性病学科创始人；

韩明，中国移植医学奠基者；

在中国医学史上，尤其是中国西医发展的近100年的历史上，青史留名的湘雅人灿若星辰。

史无前例之湘雅五连冠：

在新中国仅有的五次全国医学院校联考中，湘雅学子五次囊括全国第一：1978年起卫生部连续三次组织了部属院校

的部分毕业生进行基础与临床知识的统考，湘雅连续三年名列全国第一；1994年，在CMB资助下卫生部进行了全国17

所顶尖医学高校联考，湘雅再度名列全国第一；2002年，由于临床医学八年制招生资格问题，国家教育部组织进行

医学七年制考核，湘雅再度名列全国第一。

近年所获荣获称号：

全国卫生系统先进集体、全国百佳医院、全国科普工作先进集体、全国医院文化建设先进集体、全国行风建设先进

集体、全国百姓放心示范医院、全国卫生系统护理巾帼文明岗、全国优质护理服务考核优秀医院、全国护理青年文

明号、全国改革创新医院、全国最受欢迎三甲医院。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 - 特色专科

·骨科

湘雅医院骨科创建于1952年，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逐步发展壮大，集医疗、教学、科研三位一体，2010年被卫

生部授予首批国家临床重点专科，在国内享有较高声誉。2004年成立了脊柱外科，2012年又发展出关节外科、创伤

骨科、手显微外科及骨肿瘤骨病4个亚专科。院本部拥有病室2个，病床103张；骨科整复室1个，每年门诊量约4万人

次，每年收治住院患者3000余例，开展手术2900余台。2012年新增分院病室2个，病床98张。

·重症医学科

湘雅医院中心ICU在创始人徐启明教授带领下成立于1990年，是国内最早成立的ICU之一，现在是湖南省ICU质量控制

中心挂靠单位， 2010年获得首批卫生部国家临床重点专科建设项目。目前在人力资源上拥有稳定合理的人才梯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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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中心ICU有专职医师16人，其中教授2人、副教授1人、主治医师5人、住院医师8人。其中博士学位14人，硕士学

位2人；同期有进修医师、研究生、轮转医师约20余名。科室80%专职医师已获得中华医学会培训部颁发的重症医学

资质证书。护士86人，其中副主任护师1人、主管护师3人、护师22人、护士60人，本科以上学历占80%，硕士研究生

2人。在科研方面,主持省部级课题12项，参与横向课题10项。发表相关文献107篇，其中SCI收录文章6篇，统计源或

核心期刊76篇，科研成果获得省部级科技进步奖4项。

·病理学

湘雅病理科（湘雅医学院病理学系）随“百年湘雅”的诞生而成立，1954年更名为病理解剖学教研组，1993年和200

2年相继更名为病理学教研室、病理学系。承担湘雅医学院的病理学教学、科研和湘雅医院临床诊断三大任务。病理

学与病理生理学于1977年、1981年先后获硕、博授予权，2002年被批准为国家级重点学科。历年来，学科重视教学

质量的提高，病理学课程先后于1988、1989、1992年被列为院、校、省级重点课程建设项目。病理科现有教授5人，

副教授11人；博士生导师4人，硕士生导师9人；大部分医师具有博士学位，长期从事临床病理诊断、教学和科研工

作，积累了深厚的经验，病理诊断水平在全国具有较高的影响力。

·专科护理

·麻醉学科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始建于1906年，建院初期就开展了外科手术和麻醉工作。湘雅医院麻醉科成立于1956年，是医院

的一级临床科室，由我国著名麻醉学家徐启明教授创建并担任第一任科主任，后由谭秀娟教授担任科主任。1985年

获得麻醉学硕士学位授予权，2003年经国务院批准获得博士学位授予权，2009年批准为麻醉学博士后流动站。1988

年湘雅医院麻醉科牵头建立部属院校中第一个麻醉学系，2001年麻醉专业评为湖南省本科重点专业。2008年批准为

中南大学重点学科，2010年获得首批国家临床重点专科建设项目。经过50多年的发展，中南大学湘雅医院麻醉科在

临床医疗、科研、教学等领域取得丰硕的成果，2011年中国医院最佳声誉专科排行榜排名前十，麻醉学专业全国排

名名列前茅，已成为我国麻醉学临床医疗、教学和科研中心之一。

·心血管内科

心内科成立于1946年，属全国最早的心血管专科之一。1978年和1981年分别被国务院批准为国内首批的硕士和博士

学位授予单位。2004年被批准为博士后流动站。目前是卫生部临床重点建设专科、湖南省重点学科、卫生部心血管

内科医师培训基地、国家食品与药品监督局临床药理基地、卫生部冠心病介入培训基地、起搏电生理和心律失常介

入培训基地、先天性心脏病介入培训基地、中国医师协会心内医师分会心内临床医师心脏超声培训中心和（美国）A

HA示范中心。科室现有医技护人员125人，高级职称18名，博士生导师4人，硕士生导师7人，具博士学位27人，归国

留学人员20人。全科有3个病房和1个CCU，床位122张，设中南大学高血压研究所、心血管病研究室、心血管介入诊

疗中心、肺血管病诊疗中心、心衰诊疗中心、临床心脏电生理检查室、动态心电图室、动态血压室、心脏彩色超声

诊疗中心、心电图室和心功能室。有国际先进的2型Philips大型C壁血管造影机、多功能中央心电监护站、呼吸机、

8台HP5500和SONO5500心脏彩色超声仪。长期与美国哈佛大学、耶鲁大学、NIH医学院及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进行

人才培养及科研合作。

·血液内科

湘雅医院血液科于1963年由我国著名血液学专家齐镇垣创建，经过半个多世纪以来几代湘雅血液人的齐心努力建设

，湘雅医院血液科经历了长期发展，1980年被卫生部指定为全国血液病医师培训基地，1981年获临床医学内科学硕

士学位授予权，1993年获临床医学内科学博士学位授予权，2002年建立临床医学内科学博士后流动站，2011年获卫

生部国家临床重点专科建设项目资助。血液科现有正高职称人员6名、副高职称7人、中级职称12人、初级职称4人。

现有2名博士研究生导师、5名硕士研究生导师。

·神经外科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神经外科创建于1953年，是国内最早建立的神经外科单位之一。1978年和1985年被国务院分别确

认为硕士、博士研究生培养单位，2002年被评为湖南省重点学科，1978年被认定为全国神经外科医师进修基地，200

6年被认定为国家首批神经外科专科医师培训基地。经过几代人的艰苦努力，湘雅医院神经外科目前已经形成了颅底

脑干肿瘤、脑血管病、颅脑创伤、立体定向和功能神经外科、儿童神经外科、神经肿瘤综合治疗、脊柱脊髓神经外

科以及伽马刀治疗中心等8个特色鲜明、优势明显的亚专业学科和研究方向。目前有6个病区，开放床位260张（包括

神经外科ICU床位20张）。拥有8个独立的专科手术间和多台先进的手术显微镜、神经电生理监测设备、神经内窥镜

、立体定向仪、神经导航仪、超声吸引器以及数值化手术平台等重要设备。每年门诊量约20000人次，年收治住院患

者6000余例，年完成各类显微手术近5000例，综合收治病例数与各类手术的复杂程度及手术疗效居国内前列，成为

国内、国际大型神经外科中心之一。

·耳鼻咽喉科

湘雅医院耳鼻咽喉科于上世纪20年代由我国著名的耳鼻咽喉科学奠基人之一林筱周教授创建，为湖南省最早成立的

耳鼻咽喉科。1962年被教育部授予硕士学位点，1984年被评为中南地区首个博士学位授予点，2001年成为博士后流

动站。现有6名博士生导师、4名硕士生导师。外聘长江学者1人，名誉教授2人，客座教授4人。2001年由我科牵头的

中南大学耳鼻咽喉头颈外科获评湖南省重点学科，2007年获评国家重点学科，2009年获评国家级精品课程，同年湖

南省耳鼻咽喉重大疾病研究重点实验室落户我科。2011年再获国家临床重点专科建设项目资助。本科现有病床101张

，；年手术量4300余台次；门诊使用面积1859 m2，拥有15个诊室；并建成了拥有8间隔音室的湖南省最大的听力学

中心。每周均开设耳鼻咽喉头颈肿瘤-放化疗联合门诊、喉嗓音疾病、鼾症、中耳炎、电子耳蜗、鼻炎、眩晕专科门

诊，年门诊量9.6万，是我省最大的耳鼻咽喉头颈外科诊疗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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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腔（口腔颌面外科专业）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口腔颌面外科成立于1986年，同年获口腔临床医学硕士学位授予权，2002年开始招收博士研究生

，是湖南省最早的以外科手术治疗口腔器官（牙、牙槽骨、唇、颊、舌、腭、咽等）、面部软组织、颌面诸骨（上

颌骨、下颌骨、颧骨等）、颞下颌关节、唾液腺以及颈部某些疾病为主要医疗业务的专业科室。经过近30年的发展

，湘雅医院口腔颌面外科目前已成为集医疗、教学、科研于一体的湖南省规模最大、技术力量最为雄厚的区域性口

腔颌面外科中心，并已成功跻身“中南大学重点学科”和“国家卫生部临床重点建设专科”行列。在口腔颌面头颈

恶性肿瘤综合序列治疗、颅颌面畸形尤其是唇腭裂二期畸形的诊断与治疗、面侧深区与颅底肿瘤、血管瘤与脉管畸

形、口腔癌前病变、微创外科与功能性外科、牙槽外科与牙种植等领域处于国内领先水平。

·中西医结合脑病科

·呼吸内科

湘雅医院呼吸内科成立于1978年，伴随着医院的成长与壮大，1983年获准呼吸病学医学硕士授予点，1993年获准呼

吸病学医学博士授予点，是全国首批呼吸病学医学博士点之一，2004年获准为博士后流动站。呼吸内科现有教授8名

、副教授10名。下设普通呼吸病房2个、特需呼吸病房1个、呼吸病重症监护病房、支气管镜室、胸腔镜室、肺功能

室、睡眠呼吸监测室、呼吸治疗室和呼吸研究室。开设呼吸病专家门诊、呼吸病普通门诊、专病门诊(肺癌、哮喘与

咳嗽、鼾症、COPD及戒烟)。

·神经内科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神经内科由我国神经病学奠基人之一黄友岐教授于1934年创立，是我国最早设立的神经病学学科

之一。学科拥有一支技术精湛、医德高尚、治学严谨、护理精良的医护队伍，现任主任肖波教授，副主任杨晓苏、

杨欢、刘运海和江泓四位博导，共有医护人员145人，其中教授12人，副教授14人，主治医师12人，经治医师6人，

主任技师1人，副主任技师4人，主管技师3人，技师5人，护士88人。其中博士生导师9人，硕士生导师22人，具有博

士学位者39人。同时聘请叶传书、欧阳珊、谢光洁、王洪林、吕冰清、章蓓、金丽娟等老教授定期指导临床工作，

已形成了脑血管病、癫痫和睡眠障碍、神经变性疾病与遗传病、神经心理和痴呆、神经免疫病、神经肌肉病、神经

系统感染和神经重症医学等8个特色鲜明、优势明显的亚专业，各个亚专业针对我国神经病学领域重大问题，开展了

一系列临床与基础紧密结合的科学研究，建立了一系列神经系统疾病诊治的新方法和新技术。

·肾病科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肾内科始源于1906年, 1983年成为独立的肾脏病学科，是湖南省医学会肾脏病学专业委员会主要

组建单位，1978年和1985年分别被国务院批准为硕士、博士研究生学位授予单位，2001年被评为湖南省（肾病）重

点学科，2008年成立中南大学肾脏病与血液净化研究所，2012年获卫生部国家临床重点专科建设项目。雅医院肾内

科拥有一支技术精湛、医德高尚、治学严谨的医师队伍，目前有教授7人、副教授7人，中级技术人员10余人，90%的

医师具有博士学位。其中博士生导师4人（周巧玲教授、陶立坚教授、肖平教授、宁建平教授），硕士生导师7人（

周巧玲教授、陶立坚教授、肖平教授、宁建平教授、陈立平教授、许辉副教授、张卫茹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有

：1、慢性肾衰防治；2、慢性肾小球疾病、肾间质纤维化；3、糖尿病肾病发病机制与治疗；4、高血压肾损伤机制

与治疗；5、血液净化；6、急性肾损伤的防治。

·普通外科

·泌尿外科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泌尿外科始建于20世纪50年代初，是新中国最早成立的泌尿外科之一，有着厚重的历史和文化积

淀。经俞尧平教授、张时纯教授、申鹏飞教授、齐范教授等几代人的艰苦努力，在现任泌尿外科主任齐琳教授的领

导下，湘雅医院泌尿外科已经发展成集医疗、教学、科研为一体的国内知名泌尿外科中心。湘雅医院泌尿外科拥有

稳定合理的人才队伍。现有在职医生29人，其中教授8人，副教授3人，主治医师10人，助理研究员5人；具博士学位

22人，硕士学位2人。博士导师6人，硕士导师4名；共有护理人员56名，其中副主任护师2名，主管护师8名。

·烧伤外科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烧伤重建外科（原烧伤整形外科）成立于1959年，是国内较早成立的烧伤专科之一。1978年经卫

生部批准成立烧伤研究室；1980年建立湖南省皮库，同年批准为硕士学位授予点； 2000年批准为烧伤整形外科博士

学位授权点及博士后流动站。目前有两个病房护理单元、伤口治疗中心以及疤痕治疗中心，病房床位共85张，并设

有烧伤重症监护层流病室。科室现拥有搏动式空气悬浮床、多功能监护系统、呼吸机、手术显微镜、微波热疗仪、

红外线热像仪、动态灭菌机、气动电动取皮机、轧皮机、超声清创刀、超声导引系统等烧伤救治设备；以及激光疤

痕治疗仪、电脑中频治疗仪、低频治疗仪、膝关节活动器、下肢关节康复仪、多普勒血流图仪等瘢痕治疗与康复设

备。目前医师队伍有16人、护理队伍46人。医师队伍中博士生导师1人，硕士生导师3人；9人具有博士学位，4人具

有硕士学位。

·皮肤科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皮肤科始建于1953年，是国内较早建立的西医皮肤专科之一，现任主任为谢红付教授，副主任陈

明亮教授。中南大学湘雅医院皮肤科是国内皮肤科领域临床、科研和教学水平领先的学科之一。目前是国家卫生部

临床重点专科（建设项目）， 湖南省重点学科（牵头单位），湖南省皮肤病诊疗中心（挂靠单位）， 中国医师协

会皮肤科医师分会全国皮肤美容培训基地（全国仅五家），中华医学会皮肤性病学分会全国皮肤肿瘤研究中心（全

国仅两家）。现有教授7人，副教授8人，主治医师5人，专科技术人员18人。其中具有博士学位医师12人，硕士学位

医师3人。陈翔教授为中国皮肤科领域第一位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和“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谢红付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_互动百科 http://www.baike.com/wiki/中南大学湘雅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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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授为首届中南大学“湘雅名医”，中国医师协会皮肤科医师分会副会长，《中国皮肤科》通讯期刊执行主编。李

吉博士获中南大学升华育英计划，匡叶红博士获中南大学升华猎英计划。

·肿瘤科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肿瘤科的前身是肿瘤放疗科，成立于1946年，是全国最早开展肿瘤综合治疗和放射治疗的专业学

科之一，肿瘤治疗已有80多年的历史。1979年本学科提出的“鼻咽癌临床分期”法被确定为“长沙分期法”，一直

指导鼻咽癌放射治疗20年之久；1986年开展了宫颈癌、鼻咽癌高剂量率腔内放疗，是全国最早开展此项放疗技术的

单位之一；1997年在省内率先开展胃癌、直肠癌的术中放疗。该学科辖有2个亚专科，4个专科病房，1个放射治疗中

心，固定病床180张，年均放射治疗野50余万野，年均出院病人1万余人次；拥有国内一流、配置齐全的先进医疗设

备及病房。肿瘤综合治疗形成了独自的特色，开设了淋巴瘤、鼻咽癌、肺癌、乳腺癌、宫颈癌、肝癌等专病门诊，

设置有头颈肿瘤、胸部肿瘤、腹部肿瘤、妇科肿瘤、淋巴瘤综合治疗等5个亚专业学科，肿瘤综合诊治水平达到国内

先进。

·感染病科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感染病学科创建于1954年。该学科1981年被批准为硕士生培养和学位授予点。1986年被批准为博

士生培养和学位授予点。1998年湘雅医院建立了博士后流动站，湘雅医院感染病学科具有招收博士后进站研究资格

，有多名博士进站研究（外籍博士2名）。经过近60年的发展，湘雅医院感染病科目前已成为集临床、教学、科研为

一体的湖南省肝病及感染性疾病诊治中心，在病毒性肝炎（重型肝炎、肝功能衰竭）、肝炎肝硬化、肝病合并甲亢

、药物性肝病、自身免疫性肝病、其他肝病以及发热查因、流行性出血热、败血症、中枢神经系统感染等感染性疾

病的诊治、乙肝及丙肝的核酸检测等方面处于国内领先水平。学科设有两个专科病房（肝病病房、感染性疾病病房

），病床数80张，年收治住院患者数量2000人次左右。门诊有肝病门诊、感染病门诊、发热门诊、肠道门诊、艾滋

病门诊等，年门诊量达60000余人次。

·风湿免疫科

湘雅医院风湿免疫科成立于2001年10月，是湖南省内最早创建的风湿免疫专科，由左晓霞教授担任科室主任。学科

现有目前有教授2人、副教授4人，主治医师7人，经治医师2人，技术人员2人，护士16人。其中高级职称医师5人，

博士生导师1人，硕士生导师3人，具有博士学位10人，硕士学位4人。。拥有湖南省内第一家风湿免疫专科实验室，

开展多种自身抗体检测，在风湿免疫性疾病的诊断方面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是省内最早一家的通过验证的国家风

湿病药物临床试验机构，并顺利通过了2012年的国家药监局临床药物试验机构复核，目前有6项临床药物观察项目在

研，包括2项全球多中心临床药物研究项目。

·运动医学科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运动医学科成立于1962年，是我国最早在医学院校成立的六家运动医学专科之一。为临床医学和

特种医学的二级学科。经过五十年的发展，中南大学湘雅医院运动医学科目前已发展成为湖南省唯一一家集临床、

科研、教学为一体、并为全民健身和专业运动队提供医务监督服务的运动医学医疗中心。2003年被批准为湖南省唯

一运动医学硕士学位授予点（临床型和科研型），2009年被批准为湖南省唯一运动医学博士学位授予点（临床型和

科研型），2011年成为湖南省重点学科。2007年成立了直属中南大学的运动医学研究中心。目前有教授1人，副教授

1人，主治医师3人，住院医师1人，专科护士10余人。其中博士生导师1人，硕士生导师1人。全科医师均具有博士学

位。

·老年病科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干部医疗保健始于上世纪50年代初，主要承担本省高级干部、老红军、离退休老同志及高级知识

分子等的医疗与保健工作。长期以来，我科为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等国家领导人及历届省领导、国际友人和院

士的医疗保健作了大量工作。1990年10月正式成立老年医学科/干部医疗科，2007年成立干部医疗保健办公室，2011

年建立中南大学老年医学研究中心，是湖南省重要的干部医疗保健基地。现拥有教授（主任医师）8名、副教授（副

主任医师）8名，其中博士导师4名、硕士导师9名，主治医师10名，经治医师18名，副主任护师3名，主管护师23名

，副主任技师1人，主管技师10名。学科下设9个病区，开放床位219张。

·急诊医学科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急诊室随着湘雅医院的成立诞生于1906年，于1987年4月与门诊部分离，整体搬迁至当时新建的急

诊大楼，是湖南省最早成立的急诊专科。2010年随医院整体迁至新区后，更是在场地规模、硬件配置、人才培养和

优化管理等多方面取得了显着发展。1996年即被批准为急诊医学硕士研究生授予点，是国内最早具有急诊医学专业

硕士学位授予权的4家单位之一。目前是湖南省医学会急诊医学分会主委单位、湖南省中西医结合急诊医学专业委员

会主委单位、湖南省急诊科质量控制中心挂靠单位及中国医师协会急诊医师分会常委单位。2013年获批成为国家临

床重点学科建设项目，为湘雅医院25个国家临床重点学科建设项目之一。

·卫生部肿瘤蛋白质组学重点实验室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 - 预约挂号

实名预约：患者必须提供本人真实身份证原件和手机号码。

可约号源：未来两周内各级医生号源，每日8：00更新号源。

预约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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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电话预约：0731-89753999

2）网络预约：6个合作预约平台网站（挂号网、中国电信悦健康、健康725、健康之路医护网、就医160、湖南省统

一预约挂号服务平台）

3）窗口预约：门诊三楼29、30、31号窗口

4）自助预约：门诊各楼层自助机自助预约挂号

5）诊间预约：各专科门诊医生诊室预约

6）病房预约：各病房为出院病人复诊提供预约挂号服务

7）手机APP“掌上湘雅”：预约、挂当日号、查询报告、智能分诊、导航、健康资讯

8）微信预约：关注“中南大学湘雅医院”

备注：除网站链接的平台外，其他预约方式都必须先办诊疗卡并充值。非通过湘雅医院官方链接预约平台预约的病

友本院不予受理。

取号方式：

◆就诊当日病友持身份证和诊疗卡到门诊自助机上取号，按取号凭条上的就诊号到指定候诊区按序就诊。

◆请于就诊时段前1小时取号，过时未取，预约号自动作废，并记爽约一次。

取消预约：

因各种原因不能前来就诊者，务必提前一天登录预约网站的个人中心予以取消。通过医院电话、窗口、自助机、掌

上湘雅预约及微信预约病友致电0731-89753999予以取消。若未及时取消预约又未按约就诊，原预付挂号费概不退还

。

黑名单管理：

所有预约用户如在半年内爽约达到3次或在1月内取消达到5次，用户将被记录到黑名单，限制预约权限2个月。

诊疗卡补办：

请病友持本人身份证到门诊各收费窗口办理，他人代办无效。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 - 交通指南

湘雅路站下：

2 路：湘 雅——桔园小区（湘雅医院所在区域站台名称：湘雅）

142路：华 厦——华厦（湘雅医院所在区域站台名称：湘雅）

405路：荷花路东——汽车西站（湘雅医院所在区域站台名称：湘雅）

128路：青竹湖填——解放西路路口（湘雅医院所在区域站台名称：湘雅）

芙蓉路站下：

9路金霞苑——长沙火车站（湘雅医院所在区域站台名称：湘雅路口）

109路陈家湖——望月小区（湘雅医院所在区域站台名称：湘雅路口）

115路四方坪——浦沅（湘雅医院所在区域站台名称：湘雅路口）

159路湖湘艺术品市场——省医药学院、上白沙弯（湘雅医院所在区域站台名称：湘雅路口）

348路汽车西站——高桥大市场南（湘雅医院所在区域站台名称：湘雅路口）

807路洪山桥——洪山桥北（湘雅医院所在区域站台名称：湘雅路口）

湘春路站下：

901路长沙大学——南郊公园（湘雅医院所在区域站台名称：省妇幼）

704路幸福里——广厦新苑（湘雅医院所在区域站台名称：省妇幼）

蔡锷路站下：

106路王家湾——华厦（湘雅医院所在区域站台名称：湘雅医院）

111路长沙火车站——华夏（湘雅医院所在区域站台名称：湘雅路口）

旅2路圭塘——华夏（湘雅医院所在区域站台名称：湘雅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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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8路汽车东站——汽车西站（湘雅医院所在区域站台名称：湘雅路口）

143路圭塘河——圭塘河（湘雅医院所在区域站台名称：湘雅路口）

503路新沙茶业大市场——望星桥村（湘雅医院所在区域站台名称：湘雅路口）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 - 技术力量

医院现有职工2154人，其中副高职称以上人员467人。医院现有编制病床2000张，

实际开设病床2500床左右，拥有万元以上高精医疗设备1500多台件，医疗设备总值近4亿元。

现如今的湘雅医院，每年接待来自全国的就诊病人120多万人次，住院病人近5万人次，完成手

术近3万台次，承担1500名本科生、1000多名研究生、800多名进修人员的教学培养任务，每年

承担省厅以上科研课题200项。一座建筑面积达26万多平方米新医疗建筑群已经拔地而起，将

为湘雅新的腾飞构筑了良好的发展平台。

医院技术力量雄厚，临床医疗医技科室齐全。设有54个临床、医技科室，4个研究所，5个研究中心，20个研究室和1

个医学实验中心。设有3个卫生部直属挂靠的研究中心与培训基地：国家卫生部肝胆肠外科研究中心、全国医院感染

监控培训中心、全国医用高压氧培训中心；还有2个部级重点实验室：卫生部纳米生物技术重点实验室、卫生部蛋白

质组学重点实验室。神经病学、内分泌学.耳鼻喉科和心胸外科学为国家重点学科，普外科、中西医结合研究所为省

级重点学科。临床医学、中西医结合与临床学科为一级学科博士点，并拥有临床医学博士后流动站。有博士授权点3

5个，博士生导师60名。

医院年门诊、急诊量110多万人次，住院病人4万多人次，手术2万多台次。其中器官移植、颅底肿瘤切除、中西医结

合临床、大面积烧伤、血液病、介入放射、神经病、遗传病、肿瘤防治及基因诊断等方面已形成特色。先后开展了

心、肝、肺、肾脏、胰腺、骨髓、关节、角膜等多种器官、组织移植。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 - 交流合作

医院与美、英、德、日、澳大利亚等20多个国家及香港、台湾地区有着广泛的学术交流与合作。

进入21世纪的新湘雅，迎来了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该院兴建投资达12亿元的新医疗区，新的医疗中心设计床位数2

000张，可容纳日门诊量1万多人次，这是目前国内规模最大的现代化医院城，它在2006年即医院建院100周年院庆之

际落成。这为医院整体水平将得到提升，为实现医院跨越式发展，建没国内一流、国际著名的现代化综合性大医院

奠定坚实的基础。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 - 所获荣誉

湘雅医院是国家卫生部直管，集医疗、教学、科研于一体的现代化大型综合医院，是全国疑难

危重疾病诊治中心之一。是湖南省首批三级甲等医院，并以满分通过联合国爱婴医院验收。医

院先后荣获全国卫生系统先进集体、全国百佳医院、百姓放心医院、全国科普工作先进集体、

全国卫生系统行业作风先进集体等多种荣誉称号。

医院每年开展诊疗新技术150余项。多项医学成果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医院发展以来，共承担重大医学科研课题和项

目700余项，平均每两天中标一项以上，其中，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课题、国家“863计划”课题及国家“十五”重大

科技攻关项目等达75项，这个成绩名列全国6000多家医院前茅、全省医疗机构之首。2004年医院统计源期刊论文数

从2000年的第22位跃居全国第3位，居省内第一。

显示方式：分类详情 | 分类树

湘雅医院 图册

湘雅医院 图册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 中南大学附属湘.. 中南大学附属湘.. 中国人民解放军..

中国人民解放军.. 中国人民解放军.. 南华大学附属第.. 南华大学附属第..

中国医院 我要提建议

中国医院

湖南医院  北京医院  天津医院  上海医院  重庆医院  江苏医院  广东医院  

湖南三级.. 湖南三级.. 湖南三级.. 湖南二级.. 湖南二级.. 湖南二级.. 湖南一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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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本词条添加 视频 和 组图

开放分类： 我来补充

健康科学 医疗 医疗卫生 医疗机构 医院 湖南三级甲等医院 组织 长沙市医院 一流医院 中南大学

您也可以使用以下网站账号登录： QQ账号登录 新浪微博账户登录

相关文献

期刊论文 衡岳永志湘雅德湘水长吟天使情——写在中南大学湘雅医院建院百年  - 中国医院管理 -

2006 26  ( 10 )

期刊论文 意气风发新百年壮怀激越新征程——中南大学湘雅医院简介  - 中国医院管理 - 2006 26  ( 10 )

期刊论文 昔日"南湘雅"今朝更辉煌--访中南大学湘雅医院院长、博士生导师陈主初教授  - 中国医院管理 -

2002 22  ( 2 )

相关影像

扩展阅读：

1 在线提问http://hnwgk0731.com/html/list_1430.html

互动百科的词条（含所附图片）系由网友上传，如果涉嫌侵权，请与客服联系，我们将按照法律之相关规定及时进行处理。未经许可，

禁止商业网站等复制、抓取本站内容；合理使用者，请注明来源于www.baike.com。

搜索一下

欢迎加入互动百科大家庭，和互动百科超过 10,363,644专业认证智愿者一起，分享你的真知灼见。

如果你对大家的讨论有兴趣，可以点击“赞”和“鄙视”的大拇指，来表达你的看法。

讨论区的精彩内容，会被用户顶到最上面，让更多人感受到大家的推荐，你注意到了吗？

登录后使用互动百科的服务，将会得到个性化的提示和帮助，还有机会和专业认证智愿者沟通。

请提意见 帮助中心 服务热线：86-10-62303127（9:00-21:00）

关于我们 新闻中心 服务协议 互动合作 友情链接 招聘信息 联系我们 站点地图 知识官网 百科营销

互动百科 版权所有 Powered by HDwiki © 2016

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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