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M Hospital CEO
与院长同行

an
ag
e
m
e
n
t

·中国医院院长  CHINA HOSPITAL CEO  70

“中医看病强调整体、辨证施治，这

与医院管理也有相通的地方。”

“有些医院管理者觉得医院重科研

轻技术似乎是跑偏了，我觉着这个看法

倒是有些偏颇。”

“人是最重要的，要想建平台必须

要有人。” ……

8月的一个下午，我们见到了江苏

大学附属医院院长陈德玉，他儒雅风

度，侃侃而谈。

2014年6月，陈德玉

掌舵医院，带领新一届领

导班子翻开了江苏大学

附属医院蓬勃发展的新

篇章：通过整合专学科建

平台，带动全院专学科提

升；加强科研成果向临床

实际应用的转化，打造医院发展新引

擎；将中医理论融会贯通于医院管理，

科学辩证解决医院发展问题；打造结合

更为紧密的医疗集团，医院资源得以更

好利用，人人得实惠……

格局决定战略，而格局的形成往

往由经历锻造而成。对于陈德玉来讲，

不管是中医的学习，还是国外求学的经

历，亦或职业化管理的洗礼，都在影响

着他今日的管理风格。

翻开他从医路上的种种经历，我们

试图对今日的这位儒帅作出更为客观

的注脚。

求学时代

对陈德玉来讲，学医是命运的安

排。

1980年，陈德玉接到高考录取通知

书时很是诧异。原本，在

他的志愿栏里填满了各

类工科院校，然而通知书

上却写明是医学院校，并

且还是中医，对他来讲，

多少也会有些失落。

陈德玉向《中国医院

院长》如实地回忆着那场经历。“中医属

于越老越值钱，越年轻越没有市场，去

还是不去，当时还是有些思想斗争的。”

“或许可以去看看。”最终他做出了

选择。而这个选择成为他踏入医疗行业

的第一步，也翻开了他与医疗行业的不

解之缘。

然而，在当时，中医的魅力并未能

吸引陈德玉，他对西医的肿瘤治疗产生

了兴趣。“相比中医的治疗效果，西医治

疗立竿见影，特别是肿瘤治疗，一旦得

到治疗，疾病就能被控制。”陈德玉希望

自己在年轻时就可以妙手回春。

1994年，在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工

作一段时间后，陈德玉继续求学，考取

了上海医科大学，开始了肿瘤治疗方面

的学习与研究。

中医与西医相互交融的学习经历

对日后陈德玉在肿瘤治疗方面的建树

与理解产生了影响。今日，再去回忆当

初对中医与西医的认识，陈德玉反而更

为看重中医了。“西医治疗肿瘤主要是

把肿瘤细胞杀死，但是，要消灭癌细胞

最终要靠患者自身的力量，有时候过分

的治疗，癌细胞被杀掉了，人也没有了，

两败俱伤。过去一直在讲药物细胞的治

疗，讲靶向治疗，现在提倡细胞免疫治

疗，我觉得这一块跟中医是吻合的。西

医需要向中医学习。”

1996年，在上海医科大学学习期

间，陈德玉成为学校第一位公派生，前

往美国做访问学者。这段经历让他感受

颇深。

对于陈德玉来讲，不

管是中医的学习，还

是国外求学的经历，

亦或职业化管理的洗

礼，都在影响着他今

日的管理风格。

陈德玉：医路漫漫 孜孜求索
“路漫漫其修远，吾将上下而求索”,这是陈德玉行走在医疗之路上的真实写照。

文/本刊记者 许定河 杨晓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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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德玉
中共党员，教授，主任医师，博士生导师，现任江苏江滨

医疗集团院长，江苏大学附属医院院长，江苏大学第一临

床医学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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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觉着在国内做医生很苦，实

际上在国外更苦。”陈德玉至今还记得

实验室里的各位老师没日没夜地做着

实验。有位老师为了等待一个PCR实验

结果，甚至妻子在夜里生孩子时也没能

前往去照顾。

令他印象最为深刻的便是科研水

平的差距。当时的美国已经开始了PCR

技术的研究，而在国内，PCR技术才刚

刚起步。别说高科技，即便一个很小的

课题，如果带回国内也会是一项比较新

的科技。“落后”，陈德玉深深体会到了

这一点。

医院里医生和研究人员的人数对

比也让陈德玉吃惊不小。“你知道吗，

包括哈佛医学院、麻省总医院这些美

国最好的医院，他们只有800多张床

位，医生也就800多位，但是，研究人员

却有2000多位，我当时都不能相信这

个事实，医生怎么这么少，研究人员反

而这么多呢。”

“最关键的是很多科研人员与临床

密切结合，他的转化率做得非常好，他

研发出相应的药，然后再跟药厂结合生

产，再应用于临床，这对医院的贡献非

常大。”陈德玉边回忆边感叹，惊叹于国

外科研成果的临床转化能力。

相比于当下国内对重临床与重科

研的争议，陈德玉坦言，强调重临床轻

科研的观点有失偏颇。

“现在很多医疗机构的学科带头人

不仅仅科研做得好，临床也做得好，所

有的领军人才开刀一流，科研也是一

流，这个是不能否认的。最起码得知道

现在这个专业在国际上是什么水平，

你自己达到了什么水平，如果你不搞

这些科学研究，你不知道将来怎么发

展，你觉得你自己是最好的，那是最可

怕的，这个是相辅相成的事情。所以，

问题的关键还在于科研怎样更好地与

临床结合。”

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当陈德玉回

国，江苏大学附属医院、镇江市第一人

民医院等多家医院向他伸出橄榄枝时，

他选择了江苏大学附属医院。

死磕肿瘤

2001年，镇江市的肿瘤学科建设

刚刚起步，各大医院都瞄准了这一领

域。当时被称为镇江医学院附属医院

的江苏大学附属医院，其肿瘤治疗方

面正在筹建肿瘤科，同时向全国招募

学科带头人。

“这里条件虽然一般，学科建设刚

刚起步，但是学术氛围相比周边医院更

厚重一些，再加上本来自己学的就是这

个专业，所以，就决定过来了。”

来到医院，陈德玉立刻被委以重

任，担任肿瘤科主任，负责肿瘤科的建

设与发展。

在陈德玉的带领下，肿瘤科于2003

年升级为江苏大学肿瘤研究院，2004年

成为镇江市临床重点专科，2005年成功

申请为江苏大学肿瘤学科硕士培养点，

2006年成为江苏省临床重点专科。

在这个基础上，陈德玉带领团队在

肿瘤治疗领域继续发力。

他瞄准了国际水准，2014年，医院

购买了亚洲第一台直线加速器，加强

精准治疗。不仅如此，医院还与美国

肿瘤放射治疗协会组织RTOG开展合

作，参与肿瘤放射治疗的多中心临床

实验。据悉，为了保证多中心研究的一

致性，确保研究结果的可信度，RTOG

要求各成员单位必须获得其下属的医

学物理组织认可。加盟RTOG组织标

志着医院放射治疗科的物理质控及临

床相关工作已经达到国际一流放疗中

2014年6月，陈德玉掌舵医院，带领新一届领导班子翻开了江苏大学附属医院
蓬勃发展的新篇章。

加盟RTOG组织标志着医院放射治疗科的物理质控及临床相关工作已经达到国际一流
放疗中心的水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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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的水准。

目前，医院与美国杜克大学开展

深入合作，全美首席物理师殷芳芳教

授作为“省特聘医学专家”加盟医院，

其博士生也在医院交流培养；此外，

医院在拥有镇江市唯一一台PET－

CT的基础上，与杜克大学合作开发该

设备在肿瘤治疗领域的应用；当杜克

大学在昆山成立国际分校区时，江苏

大学附属医院凭借雄厚实力成为其教

学基地。

如今的肿瘤科已经发展成为“科

室航母”，拥有3个病区，实际开放床位

200多张，全国各地患者慕名而来。

陈德玉本人也凭借高超的技术成

为行业翘楚，分别担任了中国生物医

学工程学会肿瘤靶向治疗技术分会理

事、江苏省医学会放射肿瘤治疗学分

会委员、江苏省抗癌协会鼻咽癌专业

委员会常务委员、镇江市医学会肿瘤

学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等多种职务。

在带领团队发展的同时，组织也

给予了陈德玉更大的信任。2008年，陈

德玉被提拔为副院长，先后分管了医

务、财务、护理、院感、信息化、药品等

多个部门的工作。

经过六年的锤炼，2014年6月，组织

正式任命其为江苏大学附属医院院长、

江苏江滨医疗集团院长，掌舵这艘满载

期望、拥有巨大发展潜力的医疗集团。

辨证施治

从一名普通的医生到名满四方的

大医，陈德玉追求精益的医学造诣，他

用自身精湛的技术造福患者；从一名

科主任成长为一院之长和集团院长，

陈德玉追求普世情怀，他带领全院及

医疗集团用精湛的技术、人性化的服

务造福一方。

“做院长，身份越大，责任也就越

大。”陈德玉体会到，科主任、副院长、院

长身份不同、责任不同，管理方式也就

不同。管一个科跟管一家医院不是一个

概念，好的科主任要对科室发展有规

划，要发挥每个人的长处，形成合力才

能推动学科发展，互相之间要协作；副

院长主要协助院长做好本职工作，维护

医院利益，完成一把手交代的工作。但

是，作为院长——医院的法人，需要对

所有结果负责，一份权利一份责任。

上任后，陈德玉需要审慎思考如何

能够让医院快速、安全发展，朝更高方

向迈进。他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确定发

展目标。

“团队是一个整体，必须要给大家

一个发展目标，把大家凝聚到一起，共

同发力。”在他的带领下，领导班子全体

成员与职工座谈，了解职工所思所想，

集思广益，最终确定了医院发展目标：

“努力把医院建设成为省内先进、国内

有影响的区域高水平医学中心、健康服

务中心、人才培养中心和医学研究成果

转化中心。”

为了实现“四个中心”的奋斗目标，

陈德玉带领全院职工开始了大刀阔斧

的改革。

医院以专学科建设为切入点，提出

“加大重点专学科建设力度，以点带面，

全面提高专学科建设水平”的发展战略。

根据医院专学科布局以及发展情

况，陈德玉带领团队以国家级、省级临

床重点专科为中心，整合相关专学科，

借助国际先进的设备和技术，着手打造

区域化的心脏病医学中心、肿瘤医学中

心、诊断中心和危急重症诊疗中心。

“肿瘤医学中心拥有世界先进的

PET－CT、光速刀等设备，相关学科借

力发展的潜力巨大；区域诊断中心需要

整合检验科、影像科、病理科等资源，借

助医疗集团的优势，能够更好地落地；

危急重症抢救中心以急诊中心为基础，

能够辐射更大半径。”陈德玉向《中国医

院院长》分析道，每个中心借助各自优

势学科，整合资源，从小层面做宏观，可

以提升一连串的学科发展，提升整体竞

争水平。

在发力学科建设的同时，陈德玉

以绩效改革为抓手，调动员工工作积

极性的同时，促进医务人员收入的合

理增长。

6月初，陈德玉带领班子刚刚完成

关于绩效的全院调研，形成了一份绩效

分配的初稿。“一定要向风险高的科室

去倾斜”，“我们这里20%左右的权重属

于基础工作，这个是不用考核的，用规

章制度来判断，另外70％〜80%都需要

考核。”陈德玉向《中国医院院长》透露

了绩效分配的部分内容，并表示未来医

院还要研发绩效考评软件，提升绩效管

理的科学化、规范化。

“四大中心”的目标下，陈德玉希冀

通过专学科建设、绩效管理两大抓手，

全面提升医院的品牌与管理。

尤其是，通过近年来的专学科建

设，医院重点专科层次与数量位居全

市之首，拥有肿瘤科、影像科、中医科、

心内科、消化科、普外科、烧伤整形科、

儿科、皮肤科、检验科10个省级临床重

点专科，骨科等13个市级临床重点专

科；心内科成为国家级临床重点专科，

中医科成为国家级中医示范专科。

与此同时，医院还先后建成了江苏

省首家血栓中心和再生医学研究中心，

成立了江苏大学创伤医学研究所、心血

管病研究所、血液病研究所和消化道肿

瘤诊疗中心。这使得医院的科研与临床

水平一同发力。

……

在“四大中心”目标引领下，医院发

展硕果累累，综合实力不断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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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贤若渴

“我们能有现在的实力，与我们的

人才战略息息相关。”谈话中，陈德玉反

复提的一个词“人”，“人才是重中之重”。

谈及人才，陈德玉如数家珍，医院

现有省医学创新团队3个、省医学领军

人才3人、省医学重点人才2人、省双创

人才和特聘医学专家3人、省“333”工程

培养对象14人、省医学会专业委员会主

任委员及副主任委员8人，有博士生导

师10余人、硕士生导师60余人、高级职

称医务人员300余人，博士、硕士占到医

生总数的70%……

为了吸引高层次人才，陈德玉带领

班子想尽办法，筑巢引凤。

在进军医学转化领域时，医院依靠

中心实验室和五个市重点实验室打造

整个医院的转化医学平台，为此，面向

海外公开招聘。

2013年，江苏省以省为单位面向

海外招募海归，从300多名人才中遴选

创新人才与医学专家，经过层层选拔，

18名入围，再经过层层面试，最终确定

了9名。当时，陈德玉亲自赶赴现场，“推

销”医院，并成功“迎娶”3名高技术人

才——两位肿瘤研究领域的专家、一名

皮肤再生医学研究专家。陈德玉如获至

宝、喜上眉梢。

“当时大家都觉着很吃惊，全省

1/3的名额都落在了我们医院，我们凭

什么吸引人才？我们的平台好，政策

好啊。”陈德玉颇有几分得意地炫耀道，

“我们为医生们搭建了优质的平台，就

说我们的实验室，几乎是国内最先进

的，国际上比较先进的仪器设备我们基

本都有，他们想做出一番事业，我们这

个平台就非常吸引人。”

2014年，医院专门成立了人事人才

工作领导小组，重新制定完善了《高层

次人才引进政策及津贴待遇》、《在职研

究生培养管理规定》、《公派出国（境）留

学管理办法》以及《关于提高合同制护

士相关待遇的若干规定》等一系列人才

政策和激励机制，努力创造人尽其才、

才尽其用的用人环境。

今年年初，医院提出了人才“5123

计划”，在5年内计划引进专学科带头人

或者高级的管理人才10名，专学科骨干

20名，培养年轻专学科后备人才30名。 

“在配套措施上我们也下了很大功夫，

对于一些特殊的人才我们都是特殊政

策，包括子女的学习教育、爱人的工作

安排、科研启动基金、住房补贴，我们统

统到位，所以非常有吸引力，最关键的

是提供平台。”

百年之计，莫如树人。陈德玉说要

继续加强省医学创新团队、省医学领军

人才、省重点医学人才、省“333”工程培

养对象以及省高校“青蓝工程”培养对

象建设，努力争取更多人才建设成果。

“最终我们是要构建与研究型大学

附属医院要求相适应的高端人才支撑

体系，这一点是最重要的。”

医疗航母

实力的不断增强也让江苏大学附

属医院赢得了“江湖地位”。以江苏大学

附属医院为核心，联合各级医院成立的

江苏江滨医疗集团在勇趟医改激流的同

时，也为社会提供更多医疗服务保障。

2009年，镇江市成为全国第一批医

改试点城市，作为核心单位，江苏大学

附属医院充分发挥作为国家全科医生

规范化培训基地、省全科医生规范化培

训基地的作用，举办全科医师规范化培

训班以及社区医生临床提高班，提高医

疗集团社区医务人员服务能力和水平；

为了帮助基层医院护理服务水平，医院

每年派出优秀护士到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进行指导和培训，帮助基层社区规范

护理服务流程，开展优质护理。

帮助提升基层医疗服务水平的同

时，各单位之间还能够共享优势资源。

以江苏大学附属医院为龙头，集

团成立了疑难病会诊、病理诊断会诊、

临床检验、医学影像、消毒供应、儿童保

健等多个中心，加强成员单位之间的合

作；医院中心实验室向医疗集团成员单

位免费开放；此外，医院“自掏腰包”为

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租用光纤，建立医

疗健康信息平台，推进网络预约诊疗服

务、远程会诊、健康档案共享。

为了加强双向转诊，医院与各社区

卫生服务中心签订了双向转诊协议，并

深化康复联合病房的建设，将康复期的

病人逐渐转入康复联合病房进行康复

治疗。

为了能够让集团中的各家医院互

惠互助、联系紧密，医疗集团成立了医

改工作执行委员会，下设医改工作医疗

护理执行领导小组以及医改工作后勤

保障执行领导小组，加强医疗与行政后

勤之间的紧密联系。

“建立医疗集团，首先要符合当地

实际，其次要看成员单位之间的关联形

式，最重要的是推进一体化建设。”陈德

玉表示，在他看来，即便是松散型的医

疗集团或者医联体，也应当“形散神不

散”，各单位需要优势互补、资源共享、

互惠互利，从而形成医疗市场中的竞争

实体，全面提高各医院的影响力以及综

合实力。

“我们要做的工作还有很多，学科

建设还要再提升，四个中心的建设也在

逐步推进，人才仍在继续培养，集团工

作还需要更为紧密。”从最初的迷茫到

如今的坚定，行走在从医的这条道路

上，陈德玉越发痴迷，“没有最好，只有

更好”，他希望带领全院职工能够为患

者、社会做得更多、更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