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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望医者初心 践行医者匠心

———上饶县“优秀医疗人才”称号获得者，上饶中山医院泌尿外科带

头人、院长聂兴华

坚守医者初心

，

勇担医者

使命

行医， 是技能的锤炼，也

是一场人生“修行”。“做医生，

还是得有点理想。 ”上饶中山

医院院长聂兴华不止一次地

提到“理想”。“选择了从医就

选择了奉献和实干，就意味着

每时每刻都要尽心尽责，医术

上精益求精，尽我所能解除患

者的疾苦。 ”这是聂兴华的行

医格言。 今年

45

岁的聂兴华

系九江市人，

1998

年从南昌

大学医学院临床医学专业毕

业后， 就选择来上饶工作，自

参加工作起就从事泌尿外科

专业工作。他师从国内著名专

家、 江西省泌外业界泰斗、南

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王共先

教授，由于勤奋好学，善于钻

研，取得硕士学位，成为当时

上饶市首位泌尿外科专业硕

士研究生。从刚毕业时的住院

医生， 到原江西凤凰医院、原

南昌大学上饶医院（现江西医

专第一附属医院）中坚力量的

主治医生，再到如今专家级的

副主任医师、 上饶市政协委

员，以及而今领衔创办民营医

院。 岗位、职称不断在变化提

升，但他的从医初心、他的行

医理想却从未改变。

在

2014

年初， 聂兴华搭

上国家力促社会办医健康发

展，鼓励社会力量兴办健康服

务业政策的顺风车，领衔创办

了以“仁爱精诚”为院训的上

饶中山医院， 秉承以人为本、

以技术为核心、 以特色为标

杆、 以服务于市场的理念，致

力于打造最专业、 最优秀、最

完整的泌尿外科团队，使得广

大患者在家门口享受到精准、

便捷、优质的医疗服务，在激

烈的医疗市场竞争中赢得一

席之地。凭借已有的临床经验

和不断进修学习积累掌握的

扎实知识，聂兴华在上饶中山

医院率先开展泌尿外科临床

诊疗工作，使医院泌尿外科微

创治疗从无到有， 迅速发展，

并取得了良好的治疗效果。特

别是在体外碎石、三镜联合微

创取石术、前列腺肥大等泌尿

外科疾病诊治方面，积累了丰

富的临床经验，他和同事创造

性地开展了三镜联合微创取

石术和腔镜微创技术，使泌尿

外科诊疗技术水平得到了跨

越式提升。

精诚所至，金石为开。 他

还注重招贤纳士，

2018

年

2

月， 引来原江西凤凰医院院

长、上饶市泌尿外科学会副主

任委员、副主任医师游建平教

授的倾情加盟， 让医院拥有

了更强大的精英技术团队，

在泌尿外科领域厚积薄发，

上饶中山医院现已成为上饶

地区体外碎石和泌尿系统的

品牌之一， 在泌尿外科领域

取得不俗的业绩， 赢得了大

家的一致好评。

“我们无论在哪个岗位

上，都一定要真正为患者办实

事，解决实际问题

!

”这是聂兴

华经常挂在嘴边的话。在上饶

中山医院，聂兴华正是凭着这

份高尚的职业坚守、对医术精

益求精的“工匠精神”以及对

患者的真情实意， 荣获

2019

年上饶县第二个中国医师节

“优秀医疗人才”称号，成为所

有医生学习的榜样。

品质源于专注

，

服务永无

止境

从医以来，聂兴华一直在

市域内二级以上综合医院从

事泌尿外科，他深知泌尿系统

疾病患者的苦楚，立志用最好

的医术、最优的服务，为更多

的患者解除痛苦。作为一名医

生， 他要求自己精益求精，不

断提高业务水平，做到精、准、

细、快，让就诊患者得到满意

的治疗。 作为泌尿外科带头

人， 让每位患者得到最快、最

好的治疗， 是他肩上的责任。

聂兴华具备很好的团队精神，

对上级医师的指导， 谦虚领

教， 对下级医师他给与充分、

安全的发展空间，将泌尿外科

专业更加细化， 更加专业，使

泌尿外科得到了科学、高效的

运转。

时间回溯到

2018

年

4

月

2

号， 一名来自上饶县清水乡

的妊娠

8

个多月，

33

岁的孕妇

周某，因右输尿管上段结石堵

塞尿路、 肾积水和剧烈肾绞

痛， 并反复发烧高达

39℃

，求

医多地无果，慕名而来，聂兴

华、 游建平二位专家反复权

衡，慎重考虑，确有难度，因为

晚期妊娠胎儿可能压迫输尿

管， 输尿管镜很可能进不去，

但又没有其它更好的办法，获

得家属和病人充分理解后，当

晚急诊行输尿管镜下钬激光

碎石术。 手术不过半小时，大

人小孩安然无恙，手术非常成

功，病人十分满意，得到了患

者和家属的高度赞扬和认可。

他始终把患者的生命安

全放在第一位，对待每一位病

人，都能做到认真细查、对症

治疗。 那是去年

9

月

15

日下

午

5

时左右，上饶中山医院迎

来了几位脸上充满焦虑紧张

神色的就诊者和家属。 经问

诊，得知患者女性，

66

岁，双肾

结石，右输尿管下段结石并息

肉、狭窄、高血压糖尿病。 患者

曾辗转多家医院就诊，

2

个月

前在上饶某大医院进行手术，

手术中因下段输尿管狭窄进

镜困难，突发感染性休克等危

象只匆匆行置管术而作罢，术

后到

ICU

抢救才转危为安。结

石又返入肾脏，纹丝没动。 患

者及患者家属心急如焚，到处

打听， 慕名而来上饶中山医

院。 聂兴华院长、游建平教授

当时考虑到手术难度确实高，

决定采用操作简便穿透力强、

副损伤小、目前效率最高的钬

激光碎石术。

9

月

16

号

10

时，

聂兴华院长亲自主刀，在全麻

下行经尿道软镜钬激光碎石

术，彻底解决了患者的“结石”

心头之患。

一份耕耘，一份收获。 他

是上饶市泌尿外科学会常委、

秘书，先后发表了《

B

超引导下

一期双通道经皮肾镜取石术

治疗复杂性肾结石》、《后腹腔

镜输尿管切开取石术》、《超声

引导结合

CT

三维定位“两针

法”

PCNL

治疗复杂性肾结石

的临床研究》、《电切镜下经尿

道前列腺条状剜除术的运用

探索》等国家级、省级课题及

论文多篇，其中《

B

超引导下一

期双通道经皮肾镜取石术治

疗复杂性肾结石》 荣获

2007

年度上饶市科技进步三等奖。

勤钻研医术精湛

，

悯情怀

妙手仁心

“能在门诊解决的问题，

就不让患者住院；能用一种药

解决问题的， 就不用两种；能

用便宜的药，就不用贵的。 ”这

是上饶中山医院院长、泌尿外

科主任、副主任医师聂兴华多

年来的行医准则。 多年来，他

时刻牢记“健康所系，生命所

托”的希波克拉底誓言，秉着

“医者仁心、有治无类，爱岗敬

业、医德高尚”的态度，时时为

病人着想， 想尽可能帮助病

人，减轻他们的痛苦。

作为学科带头人，在聂兴

华看来， 一支独秀不是春，百

花齐放春满园。 除了要求自己

技术上精益求精，他还积极发

挥传帮带作用，手把手将自己

积累的临床经验和技术毫无

保留地传授给年轻医生，培养

下级医师掌握先进技术，打造

精英团队，不断为人民群众健

康保驾护航。遇到院内的危重

症病人， 他总是亲自过问，不

厌其烦对患者的咨询进行解

答并提出临床诊疗意见，尽可

能满足病人需求。每逢遇到疑

难杂症的检查、会诊，临床医

生大多会邀请他来参加。他最

开心的事情就是听到某个病

例由于及时准确的诊断、处理

而转危为安。当患者病愈好转

康复出院，每当那一刻，一切

的劳累与委屈都烟消云散。近

年来，经他会诊、手术配合抢

救成功的急危重症患者及疑

难杂症患者数千上万计。

古话说得好： 人老三不

才，拉尿打湿鞋！

2018

年国庆

节那天，一位家住茶亭镇的

87

岁高龄的男性患者， 就因为

“排尿不出” 由孝顺的子女匆

忙送来上饶中山医院就诊。细

问缘由， 原来患者

20

多年前

就出现尿频、尿急、尿痛，夜尿

增多（

6

—

7

次），排尿等待、滴

沥不尽、 尿线无力等症状；在

多家医院反复治疗，依然反复

发作， 已发生尿潴留并导尿

3

次，

1

周前再次发病，到多地治

疗效果欠佳， 病情不断加重，

家人心急如焚， 四处打听，慕

名而来。 医生接诊后，马上无

菌导尿，认为“前列腺增生症”

诊断明确，但考虑到患者年老

体弱， 手术风险和难度较大，

聂兴华院长亲自到场，最后决

定实施安全系数更高的经尿

道等离子前列腺电切术。

10

月

3

日， 在聂兴华院长高超而娴

熟的操作下， 历时

1

小时，手

术顺利成功。

此次获评上饶县第二个

“

8

·

19

” 中国医师节优秀医疗

人才，正是对聂兴华二十年如

一日辛勤付出的最大褒奖。

一片丹心在玉壶

，

真情服

务暖人心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年

龄的增大，越来越多的人体内

会产生结石，已经成为中老年

人常见的疾病之一。据聂兴华

介绍，上饶中山医院会根据患

者的病情周期、结石的部位大

小选择有药物、 体外碎石、传

统手术、微创治疗（三镜联合

微创取石术，又好又快打掉结

石）等不同的治疗方案。 目前

三镜联合微创技术已深受广

大患者接受和信赖。

聂兴华时刻牢记人命关

天、生命至重、贵逾千金。 翻看

医院随访簿上的留言：“上饶

中山医院泌尿外科的医生护

士们待病人如亲人，使我花最

少的钱看好了病。 聂大夫医术

高超，医德高尚，待病人如亲

人，是我见到的最好的医生。”

每当做完一例重大手术，他一

颗悬着的心才真正落下，冒险

和苦累终于变成了成功的欢

乐。 一次次，一年年，在与死亡

博弈的战场上，他用冰冷的手

术刀，仁慈的爱心，播撒着生

的希望，救病人于危难之中。

在患者眼里，聂兴华不是

亲人却胜似亲人，凭借过硬的

技术和贴心的服务，让一个又

一个患者收获了健康和温暖。

为了给患者方便，他带领医院

全体医务人员学习医保政策，

做到相关政策患者一问人人

都能及时回答。 他说：“患者无

小事，但是牵涉到患者利益的

事， 必须每个人都了解清楚，

多从他们的角度想想，尽量把

我们的服务做到位，不要让患

者再提醒我们该干什么。 ”在

同事的印象中，他是大家公认

的“拼命三郎”。 他把医院当成

自己的家， 平时除了外出开

会， 基本上没有休过节假日。

周六、周日，人们总能在病房

看到他忙碌的身影，逢年过节

他更是带头值班，遇到紧急情

况需要做手术，一个电话他便

会出现在患者身边……

如今，经过病友们的口碑

相传，越来越多的病人信任上

饶中山医院泌尿外科。他用一

颗仁心和对事业的满腔热忱

换来了丰厚的“回报”———他

不仅多次收到患者家属赠送

的锦旗和表扬信，还被患者亲

切地称为“最令人放心的医

生”；

2016

年至今分别当选为

上饶市第四届政协委员、上饶

县第十六届人大代表，积极为

医疗事业的发展建言献策，贡

献着自己的力量。 生活中，聂

兴华积极乐观， 心态豁达，力

所能及地帮助有需求的人。他

对生活的热爱， 对生命的理

解，促使他在工作中更加充满

激情，发奋图强，将自己最饱

满的状态、最精湛的医术奉献

给他的病人。 对于诸多荣誉，

聂兴华总是淡淡地说，“我是

一名医生， 治病救人是本分，

我的追求是做一名好医生。 ”

医者之初心， 是救死扶

伤之仁心、 是精益求精之匠

心、是不断前进之恒心。 他矢

志不渝、勇攀高峰，追求精益

求精，凭借精湛的医术为众多

患者解除了病痛，用仁爱的医

心赢得了大家的赞誉；他研精

殚思、执着坚定，探索前沿技

术，攻克医学难题，用创新进

步呵护绚丽生命。

在灵山脚下，信水之滨，有这样一位医者：他是一名坚守理

想的行医者，二十年如一日，对医术精心钻研，用心守护患者生

命安全。 他用严谨、耐心、专注、坚持、敬业的“工匠精神”，守望着

一颗医者初心，践行着一颗医者匠心。 他就是上饶县第二个“8·

19”中国医师节“优秀医疗人才”称号获得者，上饶中山医院泌尿

外科带头人、副主任医师、院长聂兴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