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绛帐传薪 生生不息

在近些年中国医院排行榜中，烧伤科综
合排行榜前几位的几乎都是部队医院，这和
部队医院要承担军队重大突发事件的战备应
急救治任务有直接关系，所以黎鳌、肖光夏、
杨宗城等我国烧伤医学的泰斗级人物都是戎
装院士、教授。

而熟悉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建院历史
的人都知道，该院以前就是部队医院，曾命名
过第六军医大学教学医院、第四军医学院附
属医院等院名。在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东
湖院区东侧，仍保留着几栋别具特色的“红
楼”，这里是第六军医大学教学医院的前身，
走出了黎鳌、肖光夏、杨宗城等我国烧伤医学
的开拓者和奠基人。

正是由于这一历史沿革，1959年，南昌大
学第一附属医院在普外科设立烧伤病床，开
始收治烧伤患者，烧伤科由此诞生并开启了
一个甲子的发展历程，成为全国最早成立并
发展烧伤学科的医院之一。师从黎鳌院士的
医院大外科主任吴燮卿，担任烧伤科及烧伤
中心第一任主任、所长。经过吴燮卿、苏子
毅、李国辉等几代学科带头人的艰苦奋斗，学
科建设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1989年成立江
西省烧伤中心，1990年成立江西省烧伤研究
所，1998年被批准为江西省卫生系统第一个
博士学位授予点，先后被评为江西省高校重
点建设学科、江西省医学领先学科、江西省高
校高水平重点学科。

百尺竿头，更进一步。2006年起，烧伤外
科团队在学科带头人郭光华教授、博士生导
师的带领下，学科建设得到进一步发展，综合
服务能力明显增强，临床、教学、科研等方面
实现了历史性跨越。

学科的发展离不开人才，烧伤科十分重
视人才梯队建设，立足国内、面向全球，积极

选派优秀人员到国内外知名高校和医疗机构
进修学习，始终和世界烧伤医学先进的理念
和学术保持同步，培养造就了国家级、省级各
类学术带头人，其中不乏国务院特殊津贴获
得者、国家卫健委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等，数
位学科带头人、亚专科带头人和学术骨干在
国家级学会担任副主任委员；在稳固人才的
同时，科室还为全国输送了大批烧伤医学的
优秀人才。

聚焦前沿 创新引领

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烧伤
科从诞生起至今，始终聚焦
疑难危重疾病，致力医疗
技术创新，不仅在江西
烧伤学界独占鳌头，并
向国内及国际纵深挺
进。

1962年，吴燮卿
教授与黎鳌等教授
一起救治过多位特
重度烧伤患者，形成
了江西省烧伤救治网
络，促进了江西烧伤
学科的发展；上世纪八
十年代，曹勇教授自主研
发了高频呼吸机，在国内率
先开展了高频通气防治吸入性
损伤的研究，揭示了吸入性损伤高频
通气过程涡流形成是气体交换的重要因素，
达到国内领先、国际先进水平；李国辉教授在
传统的辐照猪皮基础上添加氟哌酸和银离子
研制成辐照氟银猪皮，显著增加了猪皮的抗
感染性，该成果经鉴定达国际先进水平，并被
原国家科委批准为国家级科技成果重点推广
项目，且在全国14个省、市推广应用。

“国家临床重点专科的含金量主要体现
在专科服务能力、学科建设、人才培养、科研
创新等方面。”作为烧伤科主任（江西省烧伤
中心主任）、江西省烧伤研究所所长，郭光华
十分重视临床与科研深度融合，推动研究成
果转化。他结合曹勇、李国辉等医院老一辈
专家教授的科研成果，在国内首次使用异种
皮（猪皮）结合高频通气方法治愈过一位烧伤
面积100%且合并重度吸入性损伤的患者。

在创新精神的引导下，郭光华带领科室
同仁不断突破技术瓶颈，开展了多项新技术、
新项目研究。2008年，郭光华因吸入性损伤

的系列研究成果荣获第四届“黎鳌烧伤
医学奖”二等奖（唯一来自地方院

校，其余获奖者均来自部队医
院）；2012年，郭光华与第二

军医大学(现海军军医大
学)夏照帆院士联合申
报的《烧伤相关肺损伤
系统控制技术的研究》
荣获国家科学技术进
步二等奖，实现历史
性的突破；由郭光华领
衔执笔的《吸入性损伤
临床诊疗全国专家共识

（2018 版）》和《糖尿病足
合并难愈性创面外科治疗

全国专家共识（2020 版）》，已
成为业界重要的参考依据。烧伤

科先后被授予“南昌大学医学院烧伤外
科优秀创新团队”“江西省优势科技创新团
队”“南昌大学一流团队”称号。与此同时，烧
伤科还与国外科研院所建立长期稳定的合作
关系，将国外前沿医疗技术引进国内，造福广
大患者。

在这种锲而不舍、孜孜以求的创新精神
驱动下，烧伤科在临床和科研上有了长足进

步，2012年烧伤科荣膺“国家临床重点学科”，
研究所升格为“江西省烧伤研究所”，同时成
立“江西省创面修复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实
现“三年一小步，六年一大步”的历史性跨越。

使命在肩 初心如磐

作为国家临床重点专科、突发重大公共
卫生事件紧急医学救援的先锋队，南昌大学
第一附属医院“烧伤人”时刻准备接受国家赋
予的使命任务。

2014 年 8 月，江苏昆山发生特大爆炸事
故。受国家卫生健康行政主管部门的委派，
由郭光华任总队长，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烧伤科、重症医学科和急诊医学科 8 名专家
组成的国家医疗队，奔赴苏州大学附属第一
医院，接管烧伤面积分别为 98%、99%、100%
合并呼吸道烧伤、烧伤休克、爆炸性损伤的3
名极危重伤员。

谈起这次极危重烧伤患者的救治，业界
称其为奇迹。郭光华介绍，苏州大学附属第
一医院收治的是爆炸中伤情最重的患者，这3
名大面积烧伤患者更是重中之重，理论上应
该在 5 天内接受第一次手术。然而，团队并
没有一味遵循“教科书”给患者手术，而是根
据患者的实际情况，制定了个体化治疗方案，
待其生命体征稳定后再行手术。

郭光华带领的医疗队与来自浙江大学医
学院附属第一医院的重症医学团队通力合
作，一边给患者做烧伤创面处理，一边对其进
行重症监护。郭光华团队还创新性延长了异
体皮覆盖时间，一点点消除创面，郭光华凭借
自己对特大面积烧伤治疗的丰富经验和高超
手术技巧，以及多次参与突发火灾爆炸救治
的经验优势，使患者伤情逐步好转，避免了脓
毒血症等严重并发症的发生，也赢得国内烧
伤同行的赞许。

经过3批队员前后近两个月的奋战，这3
名极危重伤员最终转危为安，顺利进入康复
治疗，创造了 3 名极危重患者零死亡的医学
奇迹，一时在全国烧伤医学界名声大振，受
到国家卫生健康行政主管部门和当地政府
的表彰，烧伤科也因此获得当年江西省卫生
健康行政主管部门颁发的优秀卫生计生科
室称号。

实际上，不仅是2014年昆山特大爆炸事
故，每次重大突发爆炸等事件中，都有南昌
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烧伤科医务人员的身影，
他们闻令而动，勇挑重担。正是由于在烧伤
等突发事件救治中屡立战功，2018年5月，郭
光华教授入选国家卫生应急处置专家库烧
伤科专业组成员，参与哈尔滨“8·25”火灾事
故重症伤员会诊救治，同年 11 月，烧伤科通
过江西省省级突发事件紧急医学烧伤救治
基地评审。

“作为医生，我们希望这样的突发事件不
要发生；同样作为医生，一旦接到突发救援任
务，我们将义无反顾第一时间赶到现场，以专
业的救治为人民群众送去安康。”这句话道出
了郭光华的医者仁心和果敢决心。 (汪清林)

1959年，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原江西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在普外科设立烧伤病床，开始收

治烧伤患者，烧伤科由此诞生并开启了一个甲子的发展历程。

数十年来，这里星光璀璨，黎鳌、肖光夏、杨宗城等一批我国烧伤医学的开拓者和奠基人曾在这

里留下工作的足迹；数十年来，这里硕果累累，科室建设成集专科救治、科学研究、成果转化、人才培

养于一体的国家临床重点专科；数十年来，这里橘井泉香，一代代“烧伤人”遍施慈心仁术，无数个烈

焰吞噬过的机体和心灵被赋予生之希望。

（本文图片由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提供）

峥嵘一甲子 薪火代代传
——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烧伤科高质量跨越式发展纪实（上）

烧伤研究所烧伤研究所

烧伤科国家医疗队参加烧伤科国家医疗队参加
昆山特大爆炸事故救援昆山特大爆炸事故救援

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烧伤科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烧伤科（（江西烧伤中心江西烧伤中心））

宜丰县黄岗镇大力推行“一线工作
法”，构建起力量在一线汇聚、资源在一线
整合、问题在一线解决的服务群众新模
式，力求做到“身子扑下去，人心暖起来”。

担当，让力量在一线汇聚。“黄岗曾经
也是明星乡镇，为什么如今落伍了？”“全
镇干群都有一颗上进之心，为什么没形成
合力？”群众的心声，可谓针针见血、直指
缺乏担当的要害。镇党委书记带头开展

“一线工作法”，以密切联系群众为目标，
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8月份，20
余名年轻干部在镇村书记的带领下，走访
116户共 434人，收集到各类意见 50余条，
反映的各种问题 23 个。下大力气解决不
少村级党组织当前无人可用和今后又后
继乏人的问题，着力培育一支政治坚定、
作风优良、素质过硬的村级后备干部队
伍。

创新，让资源在一线整合。黄岗有得
天独厚的生态优势、有传承百年的传统技
艺，这些资源为黄岗经济发展提供了优越
的客观条件。镇党委、政府决定因地制
宜，以特色点心为切入口，将全镇各村资
源进行整合，突出“一村一品”，形成约
1700 余亩的原材料基地，按照保价包购，
由村集体流转土地，设高山果蔬、有机大
米、纯手工豆腐乳等七大产业点，贫困户
可以通过土地入股分红和务工赚取劳务
费，同时，年底还拿出全年收益中利润的
10%分红给全镇贫困户，让群众脱贫致富
的内生动力得到释放。为实现村民小组
资金管理效益的最优化，在全镇推行村民
小组账务、资金统一由镇三资中心代管的

“组账镇代管”模式，提高村民小组资金的
安全和使用效益。目前全镇 90 个村民小
组已经完成85个，纳入率达94%。

实干，让问题在一
线解决。“一线工作”不
是喊口号、做样子，而是
哪里问题多，就到哪里
去。自脱贫攻坚工作开
展以来，该镇因村制宜，
因户施策，始终将“输
血”与“造血”相结合，实
施了一大批受益面广、
见效明显的扶贫项目。
全镇仅光伏发电站就达
80 座，惠及 214 户贫困
人口，户均年增收 300
元。针对今年县委巡察“回头看”所反馈
的问题，以及“优环境、促发展”大讨论活
动中发现的问题，镇党委迅速组织镇村干
部到村组一线，对所有问题第一时间进行
研判分析、统筹协调、有效处置。目前，33

个问题全部认领到位、责任到人，并明确
整改措施、整改时限。目前，全镇农村安
全饮用水覆盖率、达标率均为 100%；全镇
无害化卫生厕所覆盖率达 90%，群众幸福
感不断增强。 （李国样 刘亚强 张海燕）

身子扑下去 人心暖起来
——宜丰县黄岗镇党委开展一线工作法侧记

镇村干部与百姓面对面交流镇村干部与百姓面对面交流 魏伟滔魏伟滔摄摄

在江苏盐城，有一个以烈士名字命名的
乡镇——郭猛镇，以纪念革命烈士郭猛。

1913年，郭猛出生于吉水县富滩镇垂裕
村一户贫苦农民家庭，1929 年参加革命，同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0 年加入红四军，
1933 年 6 月，担任红一军团第二师第六团政
治委员。1934年4月，在广昌保卫战中，郭猛
右手负伤致残，被转移到青原山红一方面军
卫生部总医院休养，并担任了总医院政委兼
党总支书记。

1934 年 10 月，红军主力长征后，郭猛留
在苏区，带领伤病员坚持斗争。1937 年 10
月，郭猛调任中共吉安中心县委书记，后又
兼任新四军吉安通讯处主任，为湘赣边红军
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恢复和发展党组织，
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宣传党关于团结抗
日的主张，营救红军被捕人员做了大量、具
体而又艰苦的工作。

1938年春，郭猛任新四军第一支队第二
团副团长，随粟裕率领的先遣部队挺进苏南
敌后，进入茅山根据地，活跃在金坛、高淳、
溧水等县。

1938 年 6 月中旬，郭猛率 6 个步兵班在
粟裕的直接指挥下，在韦岗伏击日军运输
队，仅用半个小时就取得了胜利，烧毁敌军
汽车 5辆，击毙日军 30余人。这一仗是新四
军挺进苏南敌后的第一仗，狠狠打击了日军
的骄横淫威，震惊了沪宁线一带，打破了日
军不可战胜的神话。郭猛后任新四军挺进
纵队政治部主任兼一支队政委，对一支队进
行了深入扎实的政治思想工作，整顿了组
织，加强了纪律，提高了部队的战斗力。

1940年，已任新四军挺进纵队第二团政
治委员的郭猛，率部随新四军一部北渡东
进，攻占姜堰，为黄桥战役胜利创造了条件。

1941年皖南事变后，郭猛任新四军第一师第二旅第四团政
委，转战盐阜地区开展抗日敌后工作，同时投入东台、东桥、曹
甸等战役，横扫盐城、上冈、兴化、东台之敌，被誉为“白虎团”。

1941年9月，郭猛率部攻打秦南据点，击毙日军小队长，缴
获机枪4挺，步枪150多支，俘敌160余人，打通了南北交通。

1941年 12月 29日，郭猛率部在盐城唐刘河畔与敌激战，
不幸中弹光荣牺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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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龚艳平）记者7日从省文化和旅游厅获悉，
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5周年，
国务院公布第三批国家级抗战纪念设施、遗址名录，全国共80
处入选，位于高安市龙潭镇龙潭村的老虎山抗日英烈陵园位
列其中。至此，我省共有6处国家级抗战纪念设施、遗址。

第三批国家级抗战纪念设施、遗址名录公布

我省老虎山抗日英烈陵园入选

“ 中 国 将 坚 定 不 移 扩 大 对 外 开
放”——习近平主席在2020年中国国际服
务贸易交易会全球服务贸易峰会上的致
辞，向世界传递中国以开放促合作的信心
和力量。

掷地有声的话语激励社会各界更加
坚定迎难而上、打造更高层次改革开放新
格局的决心和行动，携手努力不断开创互
利共赢合作的新局面。

坚定信心
以高水平开放激发更大动力

“共同营造开放包容的合作环境”“构建
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高水平开放平台，带动形
成更高层次改革开放新格局”……在习近平
主席的致辞中，“开放”一词被反复提及。

“习近平主席的致辞，彰显了中国坚持
扩大开放的决心和信心，传递出中国坚持
经济全球化、推动合作共赢的积极信号。”
普华永道中国市场主管合伙人梁伟坚说。

“中国将坚定不移扩大对外开放，建
立健全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管理制度，
推进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开放平台建
设，继续放宽服务业市场准入，主动扩大
优质服务进口。”习近平主席提出深化服

务业开放合作的新举措新主张，赋予中国
更高水平对外开放新内涵。

“我们深刻感受到中国推动更高层次
对外开放、鼓励创新、打造更优营商环境
的决心，备受鼓舞。”赛诺菲巴斯德中国区
总经理张和平说，公司计划2021年初在深
圳落成一个国际化的疫苗创新中心，建立
与展示“互联网+疫苗”全流程服务体系，
积极开展国际合作交流，携手各界共促免
疫预防事业发展。

北京国家会计学院财税政策与应用研
究所所长李旭红表示，在当前国内外复杂
多变形势下，中国通过服贸会释放出坚持
开放、加强合作的积极信号，中国必将以高
水平对外开放促改革、促发展、促创新，定
会给中国和全球经济发展带来新机遇。

开拓创新
打造更高层次改革开放新格局

“支持北京打造国家服务业扩大开放
综合示范区”“设立以科技创新、服务业开
放、数字经济为主要特征的自由贸易试验
区”“构建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高水平开放
平台”……习近平主席在致辞中提出扩大
开放新举措，给北京市的改革创新、促进

服务贸易不断升级赋予新使命。
“未来，北京市商务系统将抓紧研究

制定支持建设国家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
示范区的具体政策措施，聚焦重点领域，
为全国服务业改革创新、扩大开放积累更
多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北京市商务局
局长闫立刚说。

“京津冀要进一步推进要素流动，结
合三地不同的定位和产业优势，利用好天
津自贸区、河北自贸区等制度创新‘新高
地’，释放更多制度红利，为企业营造更好
营商环境，打造新的增长极。”中国贸促会
研究院副院长赵萍说。

从去年我国自贸试验区扩围至18个，
到今年《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
发布；从《关于金融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建
设的意见》发布，到 2020 年版外商投资准
入负面清单进一步缩减……我国正在把
构建新发展格局与区域协调发展战略、自
贸试验区等衔接起来，在有条件的区域率
先探索形成新发展格局。

携手前行
开启合作共赢发展新局面

走进服贸会综合展区序厅，24个柱状

屏幕里“住着”不同行业的“讲述者”。来
自云南的咖啡豆种植农户润荣，通过跨境
电子商务把云南的优质咖啡卖到了世界
各地。“一颗颗小小的咖啡豆，连接了我们
和外面广阔世界。”润荣说。

“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各国经济彼此
依存，利益交融前所未有，以诚相待、普
惠共享是根本之计。”习近平主席致辞
让社会各界更加坚定了携手奋进的前
行方向。

在上海浦东新区，ABB 集团的机器
人工厂正在加紧建设。“投入运营后它
将成为 ABB 最先进的机器人工厂，服
务于中国和全球市场。”ABB 集团首席
执行官罗必昂表示，中国已成为 ABB
集团的全球第二大市场，为 ABB 等全
球化企业提供了良机，未来将继续扩大
在华投资。

“我们需要保持开放、合作和协同，这
需要各国之间相互信任，而不是只关注自
身利益。”波士顿咨询公司全球主席汉斯
保罗·博克纳表示，只有做到这一点，才能
持续推动经济发展，促进全球货物、服务
贸易增长，让所有人从中获益。

（据新华社北京9月7日电）

以更高层次改革开放开创互利共赢合作新局面
——习近平主席在2020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全球服务贸易峰会上的致辞彰显中国以开放促合作的信心和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