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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院“杏林论坛”系列学术报告之
近日，医学院“杏林论坛”
分别邀请了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基础医学院鲁友明教授、
哈尔滨医科大学校长杨宝峰院士、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张志 教授、脑与认知科
学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陈霖院士作了题为
“脑转录组功能图谱”、
“科学创新的几点思考”
“痴呆的早期诊断和鉴别诊断”、
、
“奠定认知科学不可替代学科地位的三大基石及其对脑疾病
研究不可替代的作用”的学术报告会。

鲁 友 明 教 授 、杨 宝 峰 院士、
张志 教授、陈霖院 士 报 告 会
鲁友明，华
中科技大学同
济基础医学院
院长、
国家特聘
专 家、国家“ 千
人计划”入选
者 。 长 期从 事
兴奋性神经突
触传递效率在
生理和病理条
件下改变的分
子机理研究。

张志 ，东南大
学附属中大医院神
经内科主任、东南大
学神经精神医学研
究所所长、东南大学
医学院神经精神病
学系主任、国家杰出
青年科学基金获得
者。主要从事神经
内科常见病、多发病
的诊治和危急重症
的抢救工作。

杨宝峰，
中国工程
院院士、
哈尔滨医科大
学校长、
国家重点学科
药理学科带头人、
中华
医学会副会长。主要从
事心血管系统药物研
究，
发现心脏离子通道
的作用特性并提出离
子通道作用靶点假
说，研究并评价了 20
余种作用于心血管系
统药物等。

陈霖，中国科
学院院士、脑与认
知科学国家重点实
验室 (挂靠中国科
学院生物物理研究
所)主任、中国科学
院 研究 生院教 授 、
国家大型科学设备
中心北京磁共振脑
成像中心主任。主
要从事拓扑性质知
觉理论研究。

医学院附属医院新院区介绍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儿童医院滨江院区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儿童医院滨江院区是浙
江省一项重点民生工程，由省政府划拨滨江区省
属用地 91.5 亩进行建设，项目于 2009 年动工，规
划建筑面积 15.9 万平方米，规划床位 1250 张，其
中一期建筑面积约 13.05 万平方米，投资约 7.44
亿元人民币，是国内单体面积最大的儿童医院。
2014 年，滨江院区一期工程竣工并通过验收。
为了满足服务需求，
分流老院区病人，
2014 年
4 月，
滨江院区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处置中心作为专
家门诊部率先启用，开设了包括呼吸科等在内的
共 8 类专家门诊及普通内科门诊服务，一定程度
上缓解了患儿看病难问题。2014 年 12 月 27 日，滨
江院区全面投入运行。作为儿童医院主院区，
滨江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滨江院区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滨江院
区于 2008 年 1 月奠基，建筑面积 17.69 万平
方米，床位 1200 张。滨江院区学科发展是以
解放路院区的心脏、外科、肿瘤、眼科、神经
内外科、骨科等 13 个国家级重点学科和临床
重点专科建设项目为延伸，同时设立产科、
儿科、生殖医学、血管外科、综合 ICU 等新兴
学科，形成与解放路院区互补的格局，实现
学科全覆盖。
该院区于 2012 年底建成，
2013 年 3 月门
诊试运行，同年 6 月和 9 月分别启用了病房
和手术室。2014 年 9 月急诊中心启用。2015
年 3 月启用的国际医学部可满足国内外各界
人士的健康体检和医疗保健服务。同年 4 月，

产科更是迎来了医院首位宝宝的降临。短短
两年，
滨江院区已在各方面迈向成熟。
目前院区已开放床位 1000 余张，
年门诊
量近 43 万人次，年急诊量 1.8 万余人次，年
住院病人近 2.6 万人次，发展成就居于国内
同等级别医院的前列。滨江院区依托于解放
路院区强大的品牌实力和技术支持，在两院
区一体化框架下进行同质化管理，实现资源
共享，从学科建设、技术创新到管理运营，均
接轨世界最强医院。未来，新院区将继续导
入全球最高标准和管理要素，使之与解放路
院区共同成为具有鲜明学科特色的国际品
牌医院，让百姓不出国门便可享受国际品质
的医疗体验。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下沙院区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下沙院
区于 2008 年 3 月 28 日开工建设，占地 196
亩，建筑面积 17.57 万平方米，规划床位数
1200 张。目前已开设普外科、神经外科、骨
科、泌尿外科、胸外科、肿瘤外科、妇科、呼吸
内科、肿瘤内科、肾内科、心内科、神经内科、
精神卫生科等 28 个科室门诊以及门诊体检
和特需门诊。
该院区于 2013 年 8 月 28 日开业运行以
来，坚持创新管理理念，实施多学科联合的
“六大诊疗中心”建设战略，现已完成脑科中
心、腔镜中心、肿瘤综合诊治中心、康复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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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院区儿科学亚专业齐全，各项设施设备、环境流
程等均达到国内一流水准。
滨江新院区目前规划有门诊中心、急诊中心、
实验检验中心、住院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处置中
心、行政中心七大功能区块，院区设置床位 900
张，拥有 22 间手术室，
并设置停车位 900 余个。滨
江院区全面运行 5 个月以来，共诊治门诊病人 53
万人次，收治住院病人 1.6 万人次，实施手术 4600
余台。随着新院区的全面运营，浙江大学医学院附
属儿童医院迈入全新的发展时代，儿院人也将秉
承勤奋敬业的精神为患儿提供更为优质的医疗服
务，并以更饱满的热情为我省乃至国内的儿童卫
生健康事业做出更大的贡献。

E-mail:rensangsang@zju.edu.cn

中心、血透中心、健康促进中心的组建。同时，
医院根据管理、人才、学科特色和空间等要
素，
实施两院区学科发展交叉设置策略，将产
科由庆春院区整体搬迁到下沙院区并新建
NICU（新生儿监护病房），开放了省内最大
的核素治疗中心和血透中心。
目前，该院区已开放 18 个病区、核素治
疗病房和 EICU，共计 723 张床位，年门诊量
30 余万人次，年住院人次 2 万余人。新院区
为缓解杭城东南部地区群众
“看病难”问题发
挥了积极作用，实现了该院区作为区域性医
疗中心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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