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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南大学——匹兹堡大学合作十周年回顾和展望 

中南大学作为教育部直属国家重点综合性大学，是首批进入国家“211 工程”、“985 工

程”重点建设的高校。中南大学湘雅医学院由湖南育群学会与美国雅礼协会于 1914 年

联合创建，是中国创办最早的西医高等学校之一，享有“南湘雅、北协和”的盛誉。湘雅

医院创建于 1906 年，是我国最早的西医院之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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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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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南大学                              中南大学湘雅医学院 

 

 

 

 

 

 

 

湘雅新医疗大楼，亚洲最大
的单体医疗建筑之一 

湘雅医院原址-红楼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5%99%E8%82%B2%E9%83%A8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8%AD%E5%9B%BD%E9%87%8D%E7%82%B9%E5%A4%A7%E5%AD%A6
https://zh.wikipedia.org/wiki/211%E5%B7%A5%E7%A8%8B
https://zh.wikipedia.org/wiki/985%E5%B7%A5%E7%A8%8B
https://zh.wikipedia.org/wiki/985%E5%B7%A5%E7%A8%8B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9B%85%E7%A4%BC%E5%8D%8F%E4%BC%9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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匹兹堡大学成立于 1787 年，是美国最早的十所大学之一，现已发展成世界闻名的

顶尖大学，拥有非常高的学术声望，为“公立常春藤”院校以及美国大学协会成员。 

匹兹堡大学医学院作为全美顶尖的医学院校，其强大的科研能力和高水平的医疗教育闻

名全球。匹兹堡大学医学中心（UPMC）是美国领先的非营利性医疗机构，也是全美最

知名的研究型医学中心之一，它是全美最大的以学术型医疗为主体的集医疗健康服务和

保险供给为一体（Integrated Delivery and Finance System, IDFS）的医疗集团，集团

目前旗下运营 25 多家各类学术专科社区医院和 500 多家门诊部，拥有 60,000 多名员

工包括 3,600 名医生， 2016 年营运额预计超过 140 多亿美元，曾连续多年被《美国新

闻与世界报道》评为“美国最佳医院”之一。 

     

中南大学和匹兹堡大学的友好交往可以追溯到十多年前，从那时起，来自这两个大

学多个机构的医生、护士、学者就开始在临床医疗和科研领域展开合作。而自 2009 年

起，双方更是在学校（中南大学-匹兹堡大学）、医学院（湘雅医学院—匹大医学院）及

医院（湘雅医院—匹兹堡大学医疗中心 UPMC）多个层面展开了三位一体的综合性合

作，这一系列大胆而富有创新型的合作更是在不同角度相辅相成，相互促进，对于两校

甚至中美医疗合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匹兹堡大学医学院 
匹兹堡大学标志性建筑 Cathedral of 

Learning 学习大教堂 

http://baike.baidu.com/view/7021465.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3028660.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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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中南大学与匹兹堡大学签署校级合作协议，携手探索大数据云平台 

1.1 中南大学匹兹堡大学深度合作，签署校级合作协议 

  在湘雅海外校友会会长、UPMC 麻醉系章利铭教授的积极努力下，2009 年我校与

匹兹堡大学共同签署了模拟医学教学研究合作的校级备忘录，这也是匹兹堡大学与中

国大学签署的第一份正式的校级合作协议。协议由时任中南大学校长黄伯云院士，副

校长兼湘雅医学院院长田勇泉教授与匹兹堡大学校长 Nordenberg 教授，匹大资深副

校长兼医学院院长 Levine 教授共同签署。此后，中南大学临床技能培训中心也成为

首批“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 2009 年以来，中南大学多次选派医生赴匹兹堡大

学接受模拟医学培训，在与匹兹堡大学的良好合作下成为国内领先，国际一流的中国

临床技能培训中心。 

2014 年 10 月，中南大学张尧学校长率团访问匹兹堡大学。访问中张校长与匹兹

堡大学校长 Patrick Gallagher 博士，匹兹堡大学资深副校长兼医学院院长 Arthur 

Levine 医学博士及匹兹堡医学中心行政副总裁，全球商业服务总裁 Charles Bogosta

UPMC 总部 
匹兹堡市标志性建筑美国钢铁大厦 

国际培训中心 UPMC 东区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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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进行了卓有成效的会谈，在教学、科研及临床大数据开发项目等方面的合作进行

了深入交流，达成了共识。 

 

匹兹堡大学 Patrick Gallagher 校长接见中南大学代表团成员 

 

中南大学张尧学校长与 UPMC 行政副总裁 Charles Bogosta 会谈

 

中南大学张尧学校长与匹兹堡大学 Patrick Gallagher 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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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中南大学携手匹兹堡大学，共同探索大数据云平台 

2015 年 1 月，中南大学湘雅大数据代表团对匹兹堡大学医学中心和医学院进行了

两天半的正式访问，代表团成员与美国匹兹堡大学医学中心及医学院高层及大数据有关

的负责人员进行了广泛的接触，并实地参观了匹兹堡大学医学中心的信息资源存储中心

（Data Center)，信息资源共享中心(Center for Connected Medicine)，运营一体化中

心(Integrated Operations Center）,远程医疗中心(Telemedicine Center)及技术发展中

心(Technology Development Center)。通过参观访问交流，双方增进了了解，为进一步

在医疗数据平台的合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中南大学副校长陈翔教授介绍中南大学湘雅医疗系统 

 

  

UPMC 首席信息执行官 Landman
女士介绍 UPMC 信息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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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雅大数据代表团与 UPMC 专家们交流讨论 

 

湘雅大数据代表团与 UPMC 及匹兹堡大学医学院高层领导会谈后合影 

Berg 教授介绍匹大医
学院大数据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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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中南大学湘雅医学院和匹堡大学医学院就医学教育达成合作协议，共同开展八年

制医学生科研与临床培训及临床模拟教学研究 

2.1 湘雅二医院长期深度合作匹大 WISER 模拟中心，建立国家级教学示范中心 

2004 年，中南大学将原来分散在三所附属医院的临床技能教学进行整合，创建了

中南大学临床技能训练中心。2008 年，由湘雅三医院牵头申报，获得国家级实验教学

示范中心建设单位。2011 年 6 月，湘雅二医院临床技能中心负责牵头中南大学临床技

能训练中心的工作，中南大学临床技能训练中心成为卫生部全科医师临床培养基地并

获得重点建设投资。2012 年，通过湖南省和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验收，正式挂牌

湖南省和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中南大学临床技能中心现位于湘雅二医院，中心

现有专任教师 48 名、专业技术人员 17 名，其中博士 16 名、硕士 19 名，教学用房

10000 多平方米，配备有高级模拟仿真人、局部仿真训练模型、内镜虚拟练习机等

2200 多台套，设备总资产达 3000 余万元。 

美国匹兹堡大学医学模拟教学研究所（The  Peter M. Winter Institute for  

Simulation Education and Research, WISER) 由当时匹兹堡大学麻醉和重症医学系主

任 Peter Winter 博士领导创建于 1994 年，是全世界最早建立的两个医学模拟教学中心

之一，引领了模拟医学教育在美国及全球的发展，在医学教育和临床工作中发挥了重要

作用，至今仍保持卓越的影响力, 是享有盛名的世界级多学科模拟训练与研究基地。中

南大学自 2005 年成立以来，在美国匹兹堡大学医学中心麻醉系章利铭教授的帮助下，

与 WISER 建立了长期友好合作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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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利铭教授是湘雅 80 级校友，湘雅海外校友会会长，中南大学临床技能中心和麻

醉系客座教授，也是 WISER 麻醉课程导师，在医学模拟教学方面具有丰富的经验。早

在九十年代末, 在哈佛大学医学模拟中心接受麻醉住院医生培训期间，他就充分意识到

模拟培训在医学临床教学中的重要性，率先提出将模拟培训引入到中国医学教育，并提

议中南大学湘雅医学院尽早建立自己的模拟培训中心，力求成为中国医学教育的领头羊。 

在章利铭教授的精心安排下，湘雅代表团多次访问匹兹堡大学,对模拟教学在医学教育

中的重要性达成共识。  

 

2011 年湘雅代表团访问匹兹堡大学医学模拟教学研究所 (WISER) 

    

2015 年刘延东副总理访问匹兹
堡大学医学院和匹兹堡大学医
学中心 UPM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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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利铭教授应邀回母校进行临床技能教学座谈 

2011 年，中南大学选派李瑛、黄丹玲两名医生赴 WISER 进行为期两年的医学模

拟训练培训，回国后均在临床技能训练中心工作。同期在美国匹兹堡大学访问学习的

肾移植科谢续标教授、呼吸科陈燕副教授、麻醉科李志坚副教授和普外科文宇副教授

均在 WISER 接受了模拟教学短期培训，成为目前中心模拟教学兼职导师。2012 年学

校选派麻醉科章璐医生赴 WISER 学习麻醉有关模拟训练课程，2013 年选派了外科常

实教授和信息专家张妮妮来 WISER 学习，2015 和 2016 年中南大学临床技能中心副

主任陈旭东医生和麻醉科张燕玲医生赴 WISER 分别学习一年。2015 年 10 月，湘雅

三医院临床技能中心副主任唐晓鸿教授赴 WISER 培训，回国后继续投身临床技能培

训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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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陶立坚院长率团访问匹大 WISER 

    

 

 

 

 

                                        

 

 

 

 

 

 

 

 

 

2014 年张尧学校长率团参观 WISER 模拟中心 

 

章利铭教授在 WISER 模拟中心给湘雅八年制同学们上课 

 



11 
 

2.2 湘雅三医院资助八年制医学生赴匹大进行科研和临床培训 

中南大学与匹兹堡大学两校在模拟医学教学科研合作的基础上，2012 年中南大学

湘雅医学院与匹兹堡大学医学院达成了每年选送 10-12 名八年制学生赴美进行两年研

究学习的合作协议, 更进一步加深双方在医学教育领域的合作。  

2014 年张尧学校长访问匹兹堡大学，为进一步全面加深中南大学及湘雅医疗系统

与匹兹堡大学医学院和医学中心的合作和交流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并看望在匹兹堡学

习的八年制同学。 

 

2014 年张尧学校长访问匹兹堡并看望湘雅医学生 

在匹兹堡大学医学院同学们各自进入自己感兴趣方向的实验室轮转，通过与导师的

双向选择，定下自己未来两年工作学习的实验室。同时，匹大医学院还为同学们开设了

两门课程：生物医学方法逻辑学(MLB, Method and Logical of Biomedicine）和生物信

息学。 

MLB 课程是一门综合性很强的课程，其目的是帮助医学生开始科研学习。课程大

致分为两部分：学术讨论和学术讲座。学术讨论是每两周有一名同学做正式的学术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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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为同学在匹大的课题），其他同学根据提前上传的汇报资料完成书面评议并在课

程前反馈给汇报的同学。每次上课汇报同学结束后其它同学提问，最后由该课程的教授

点评研究计划,评议,汇报和提问。学术讲座是一些非常实用的内容，如“如何做好学术汇

报--服装，语速的选择和节奏的把握”，“学术汇报幻灯片制作字体颜色图形的选择”“怎样

避免实验设计中存在的逻辑错误”“如何阅读科研文献”等一系列主题。生物信息学课程是

匹兹堡大学医学院 FALK 图书馆开设的一门课程，会介绍一些很好的搜索引擎和技巧，

以及如何查找基因数据等等。 

更为难得的是，匹大医学院除了安排专业的科研训练，还为同学们安排了为临床课

程和临床实践，由临床带教医生授课，为同学们介绍了美国医学教育的发展历史，美国

的电子医疗记录系统；由科室总住院为同学们讲解心电图、影像学、和进行病例汇报。

最受同学欢迎的是标准化病人课程（SP）。标准化病人是受过专业训练的、由演员扮演

的病人，医学生通过和标准化病人的交流，学习与患者沟通的技巧，是美国医学生教育

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同学四人一组，每组有 SP 病人和一位老师。同学们会向 SP

病人询问病史，并学习如何尊重并在病人倾诉的时候表达同情和理解，以及在各种复杂

的状况下如何处理。每次的 SP 课程后同学们会到住院部向真正的病人询问病史，并向

老师做出口头的病例汇报，之后写好住院病例，由老师修改后再进行小组病例讨论。在

下次的 SP 课程中老师会针对之前与真实病人交流中遇到的问题进行针对性的训练，两

周课程后同学们都有了很大的提高。同时大家每天早晨都会参加医院的病例讨论，中午

是边吃午饭边听讲座中度过，并且每名同学都去了自己感兴趣的的临床门诊进行见习和

实习。通过这一系列的临床实践，大家对美国的医疗体系有更多了解和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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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雅 2008 级八年制学生两年培训完成被授予学业证书 

  

湘雅八年制同学在匹大医学院上 SP 课程      临床带教老师 Dr. Heist 给大家上课 

 

自 2012 年至今，中南大学已资助近 50 名八年制同学赴匹兹堡大学学习，通过在美国两年

的科研临床培训，这些同学已发表 SCI 文章 20 余篇，其中最高影响因子达 11.841。而自 2012

起，中南大学已资助超过 200 名湘雅医学生赴美国交流学习，湘雅医学生共发表文章 62 篇，

其中影响因子 10 分以上 6 篇，5 分以上 17 篇；以第一作者发表文章影响因子最高 14.976，其

中单人以第一作者发表文章影响因子总分最高达 36.184 分。同学们在国际交流中取得的成绩

充分显示了中南大学领导层在中国医学教育领域的重视和远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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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 课程结束后湘雅医学生同 SP 病人合影 

 

三、 双方合作建立湘雅医院国际医疗部，通过 JCI 国际权威验证，共同探索国际先进 
 
医疗合作模式 

3.1 湘雅医院国际医疗部成立，湘雅打造国际化医疗服务中心 

2013 年 12 月 11 日中南大学湘雅医院代表团对匹兹堡大学医学中心 (UPMC) 进

行了友好访问。中南大学湘雅医院与匹兹堡大学医学中心开展国际医学合作和医学人才

培养事宜进行了会谈，为湘雅医院今后建立与国际先进的医疗制度接轨的国际医疗中心

开启了良好的尝试。 

2014 年 8 月 21 日，中南大学湘雅医院与匹兹堡大学医学中心正式签约了合建国

际医疗中心并使其成为与国际医疗水平接轨的一揽子五年计划，携手共建湘雅医院国际

医疗中心（Xiangya International Medical Center, XIMC），打造符合国际医院管理标准

的国际化医疗服务中心。UPMC 全球商务服务总裁 Charles Bogosta 先生表示“与湘雅

医院的合作将是 UPMC 目前在中国最全面的一次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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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雅代表团与匹兹堡大学医学中心国际合商业事务部高层主管会谈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院长孙虹与 UPMC 全球商业服务总裁 Bogosta 先生签约 

UPMC 派出常驻湘雅医院的技术与管理团队成员均具有在 UPMC 从事医院行政管

理和/或医疗业务管理（临床管理）5 年以上的经验，将全程参与湘雅医院国际医疗部筹

建工作，并在日后的工作中，将 UPMC 国际一流的管理和医疗制度、规范、流程和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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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等引进湘雅医院。此外，湘雅医院将与 UPMC 在美国匹兹堡和意大利的临床中心建

立远程医疗联系，提供临床咨询服务与合作。 

“国际医疗部将成为湘雅医院国际化的‘快车道’，是加快推进医院国际化进程的‘国际

学校’。” 孙虹院长表示，通过 UPMC 顾问的指导和湘雅医院技术人员、管理骨干的出

国进修学习，可以更直接地将国际一流的管理模式和技术标准“移植”到湘雅国际医疗部；

在这个“国际学校”中学习的医护人员、管理人员和医院其他科室职工之间还可以实行定

期轮转，将影响逐步扩大到整个医院，进而有力地推动湘雅医院医疗管理和服务的国际

化。 

 

 

 

 

 

 

 

 

 

 

 

 

2015 年 7 月 21 日由中南大学湘雅医院和美国匹兹堡大学医学中心（UPMC）合力

打造的湖南省大型公立医院首家国际医疗部隆重开业。希望通过湘雅国际医疗部的建设，

UPMC 代表团参观湘雅医院红楼 

湘雅医院与 UPMC 代表座谈 
讨论国际医疗部合作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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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步将国际化的管理与运行模式扩展到湘雅全院乃至整个湘雅系统，培养具有国际视野

和国际医疗服务能力的新一代临床医师和医院管理者，形成与国际接轨的“湘雅模式”，

并在国家医改进程中起到积极推动作用，同时也为进一步改善我省外商投资环境、促进

我省经济发展做出贡献。 

UPMC国际商业服务部执行副总裁、意大利 ISMETT医院首席执行官Bruno Gridelli

教授表示通过 XIMC 的建立，湘雅医院将进一步提高其医疗服务水平，医院的声誉也将

得到进一步提升。UPMC 非常自豪能够与湘雅医院合作，开展这一大胆而富有创新性的

项目, 湘雅国际医疗部的成功将在中国乃至世界产生影响。 

   

   

自从 2014 年 8 月 21 日中南大学湘雅医院与 UPMC 正式签约合建湘雅国际医疗中

心(XIMC)到 2015 年 7 月 21 日 XIMC 的隆重开业，双方不断在医疗、教育及培训等方

面展开深层次的合作。为系统学习 UPMC 国际一流医院集团的先进管理经验及以患者

为中心的设计理念和服务流程，湘雅医院每年成批按需派出各类专业骨干前往 UPMC

在匹兹堡总部及各下属医院学习培训, 与此同时, UPMC 也派资深管理人员长住湘雅医

院国际部帮助提升湘雅国际化医疗管理水平。 

UPMC 与湘雅医院合作，合力打造一
家世界级医疗服务国际医疗部 

美国 UPMC 团队在视察湘雅医院国
际医疗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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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雅医院国际部在 UPMC 东区医院学习 

2016 年 4 月，时任中南大学医院管理处处长、湘雅医院皮肤科陈翔教授，与美国

UPMC 皮肤系主任 Falo 教授, 及当时在长沙湘雅医院美国 UPMC 中国医疗副主管，

UPMC 麻醉系主治医生章利铭教授及 UPMC 国际服务部驻湘雅管理主任 David Kroon

先生通过远程连接湘雅医院国际部（XIMC）的远程医疗设施举行了实时会谈，双方围

绕皮肤科远程医疗、医疗大数据、科研成果等话题展开了充分的交流，在临床实践、科

学研究、医学教育包括住院医生培养等方面特别是远程医疗的进一步合作进行了深入探

讨。此次湘雅-UPMC 远程会议积极响应国家政策和发展需求，在湘雅-UPMC 共建的湘

雅国际医疗中心（Xiangya International Medical Center，XIMC）平台上，对远程医疗

会诊从国内扩展至国际做出了良好的探索和尝试。 

为进一步加快湘雅国际化进程,强化学科发展战略，湘雅医院于 2016 年 7 月派出

了与 UPMC 优势学科对应的临床专科带头人, 前往 UPMC 进行为期三周的国际医疗管

理培训项目学习， 此次培训班为 UPMC 联合商业学院专门为学科带头人或医疗管理者

打造的首期国际医疗管理培训项目，学员分别来自中国、新加坡，罗马利亚，哈萨克斯

坦和美国。湘雅医院希望通过此类学习，能够将医疗、教学及管理有机地结合起来，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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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先进的医疗国际化管理理念和模式能够深入到相关基层科室，这充分彰显了湘雅医院

领导层对医院管理理念的国际化视野。 

 

UPMC 首期国际医疗管理培训班成员 

3.2 湘雅国际医疗部顺利通过 JCI 国际权威验证，提供国际接轨的医疗服务 

2016 年 12 月，中南大学湘雅医院国际医疗部以优异成绩顺利通过了全球最严格

的医疗认证体系之一的 JCI 认证，标志着湘雅医院国际医疗部行政管理、医疗质量、患

者安全均达到国际最高标准。 

JCI 是国际医疗卫生机构认证联合委员会 (Joint Commission on Accreditation of 

Healthcare Organizations 简称 JCAHO) 用于对美国以外的医疗机构进行认证的附属

机构，是世界公认的医疗服务标准，不仅代表了国际医院服务和医院管理的最高水平，

也是世界卫生组织 (WHO) 认可的医疗质量与安全“金标准”。 

JCI 认证是一个严谨的体系，其理念是最大限度地实现可达到的标准，以病人为中

心，建立相应的政策、制度和流程以鼓励持续不断的质量改进并符合当地的文化。JCI

标准涵盖 368 个标准（其中 200 个核心标准，168 个非核心标准），每个标准之下又包

含几个衡量要素，共有 1033 小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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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 12 月 6 日至 9 日，JCI 评审专家 Ellen Pentland (管理组/护理组)和 Vishal 

K.Adma (医疗组)分别通过文件审查、领导及员工访谈、系统追踪、科室质量监测追踪、

设施巡查等方式，结合 JCI 300 多条标准、1000 多条测量要素，以“患者安全”为出发

点，从医疗护理、设施环境、院内感染控制、伦理框架、安全文化等各个方面对国际医

疗部进行了细致而全面的审查。 

经过四天紧张有序的评审，评审专家对国际医疗部给予了高度评价。评审组长 Ellen

女士表示，虽然这次评审是对国际医疗部的检查，但其行政管理、药房管理、实验室服

务、后勤服务等涉及 30 多个部门，她看到了整个湘雅医院的团结和努力，并感到由衷

的钦佩。 

 

自 2015 年 2 月 26 日启动国际医疗部 JCI 认证工作以来，湘雅医院与美国匹兹堡

大学医学中心(UPMC)密切合作，历时 22 个月，终于实现了国际医疗部质量、服务、管

理水平与国际接轨。期间，医院邀请 UPMC 专家进行两次模拟评审，积极改进评审专

家提出的问题和建议，主管院领导每周主持工作例会督促整改重点难点问题，形成“主

任负责、专干为主、全员参与，患者至上，安全第一，主动学习，寻找差距，各个击破，

JCI 评审组长 Ellen 女士祝贺湘雅医院孙虹院长 JCI 评审取得优异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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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改进”的工作氛围，在医院管理、标准设置、评审方法、改进工具等方面，达到国际

先进水平。 

这次 JCI 认证让湘雅医院全面、彻底地了解了医院的安全、质量情况，同时也身体

力行地感受了 JCI 求实严谨、科学规范、一丝不苟的精神，通过细化流程、持续改进，

势必将“患者至上”，“质量与安全”等 JCI 理念根植心中。国际医疗部通过 JCI 认证，是

湘雅医院里程碑式的发展，是医院医疗质量和服务水平的一次飞跃，而这一切，与美国

匹兹堡大学医学中心 (UPMC) 的合作密不可分。百年前，湘雅医院与美国雅礼协会携

手共建湘雅，时至今日，湘雅医院再次携手全美最知名的学术研究医学中心之一的

UPMC 合力打造真正高品质的国际医疗中心， 这一极具前瞻性的投资，如今带来了丰

厚的回报，即为广大患者带来更高水平和更安全的医疗服务，为医院带来真正的价值，

具有深刻的影响力。 

随着中南大学和匹兹堡大学的十多年的紧密合作，双方在医学生培养、临床医疗、

科研学术等多个方面进行了一系列大胆而创新的合作，至今为止已有数十名临床医学八

年制学生在匹兹堡大学接受了严谨的科研临床培训，大量医生、护士、管理人员在匹兹

堡大学医学中心接受了国际领先的临床及医院管理培训，湘雅医院国际医疗中心也已开

业一年，顺利通过 JCI 国际权威验证，得到了病友、医疗界的高度评价，双方未来也将

在远程医疗、临床大数据等方面展开更多更深入的合作，我们相信这对两校乃至中美医

疗合作模式都将产生深远的影响。 

 

湘雅海外校友会匹兹堡分会郝蓉报道，湘雅校友徐宇红,章利铭医生审稿。 

二零一七年一月十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