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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歲入伍 與醫結緣
出生於1955年2月的易學明祖籍山西省和順縣。在

安徽六安蘇家埠軍營中長大的他，15 歲便被父親送進
軍隊，成為某部軍墾農場一名戰士。

工作之餘，易學明把書籍當作最好的夥伴和老師。
他廣泛涉獵《鋼鐵是怎樣煉成的》、《母親》等世界名
著和心理學、法醫學、哲學等書籍。這些精神食糧，讓
他的學識和內心世界豐富起來。

農場領導發現易學明是個勤奮好學的戰士，就推薦
他參加軍醫訓練隊學習。1972 年，18 歲的易學明榮立
了軍旅生涯中第一個三等功。那年，他剛從醫訓班畢業
回農場任助理軍醫，駐地一個農婦難產，易學明火速趕
到產婦家裡。孩子儘管生了出來，但被羊水嗆得窒息
了。易學明毫不猶豫嘴對嘴吸掉孩子口裡的羊水，男嬰
得救了，他的父母很感動，當即給孩子起了個名字叫
「軍生」。

上世紀 70 年代初，成群的黑線脊鼠在軍墾農場猖
狂出沒。它們身上的蟎蟲一旦接觸人體，就會引發出血
熱。這是一種很可怕的疾病，上百名戰友因此喪失了年
輕而寶貴的生命。

戰友們沒有犧牲在戰場上，卻被那些可恨的小老鼠
奪去了生命！易學明暗下決心，一定要戰勝黑線脊鼠和
出血熱。他連續上了幾個月夜班，盡自己最大的努力，
減輕患者的病痛，挽救戰友的生命。他還利用休息時
間，和戰友們奔波於田間滅鼠，斬斷出血熱疾病源，農
場防治出血熱的經驗和成果曾多次獲獎。

36歲當上全軍最年輕的「小院長」
1974年，易學明考入解放軍第七軍醫大學。近4年

的大學生涯，他潛心學習醫學基礎理論和臨床知識，在
外科技術操作考試中拿到了全年級第一名。

畢業後，易學明主動回到軍墾農場衛生隊當了一名
軍醫。他認為，基層才是施展才華的好地方。

1984 年，組織上決定，讓易學明由外科醫生改行
做醫院管理工作，他一度很失落——自己已經是主治醫
師了，突然改行業務肯定要丟。可當他想起做管理工作
可更大程度推動醫院建設，並給廣大患者帶來利益時，
他坦然了。

1988年，農場退墾還湖，32歲的易學明調任第123
醫院副院長，四年後又被任命為該院院長，成為當時全
軍最年輕的院長。

這個醫院的科主任，大多是 50 歲以上的老同志，
他們都叫易學明 「小院長」。 「小院長」甘當 「小學
生」，想方設法和科主任們交朋友，以真誠的服務，贏
得他們的支持。他們說起易學明，總是讚譽有加， 「學
明能容人，樂於接受大家的意見建議，不管是醫生還是
護士，只要敢想敢幹，他都全力支持。」

易學明常說， 「在醫院工作，你越想樹立自己的威
信，你越難得到威信；你不太注重這個，反倒能獲得
它。就像小狗追尾巴一樣，你刻意要追它，永遠得不到
它。但你不追它，狗尾巴總在身後。」

1995 年，易學明調任南京軍區南京總醫院醫務部
主任，1997年擔任副院長，2003年，擔任了院長。

從 「小院長」幹到 「大院長」、 「老院長」，當對
一些年輕的科室領導，完全可以發號施令時，易學明仍
然把他們當朋友一樣對待。

在 「南總人」眼裡，易學明是一個謙和、儒雅的
人。他不僅甘當 「小學生」，而且主動放下架子，與領
導班子成員坦誠相對、和諧相處。他先後與七位政委搭
檔，班子成員都能做到 「聚是一團火，散是滿天星」。

作為一院之長，大事、要事、敏感事，易學明從不
搞集權，搞個人說了算。醫院的藥品、設備採購、營房
建設等涉及大項經費進出的項目，全部由相關院領導分

管，黨委集中統管。這樣一來，權力分出去了，易學明
的威信反而更高。

許多大醫院院長都說，當了院長，頭髮掉光，業務
丟光，人得罪光。如今，易學明的頭髮沒有掉光，倒是
白了不少；他也沒有把業務丟光，而是利用節假日、休
息時間忙着 「充電」，先後獲得7項軍隊科技進步獎，
主編《執業藥師必備手冊》、《無償獻血與輸血知識問
答》、《聯合國維和醫療分隊中國二級醫院工作程序指
南》、《戰爭藉口》等書。

創以疾病為中心的全新診治模式
從衛生員到將軍，一路走來，每個崗位都是挑戰。
豐富的經歷，讓易學明找到了獨特的管理智慧：用

中庸拒絕極端，用務實發揮影響，用冷靜選擇決策，用
自覺端正態度，用勇氣拋棄包袱，用真心追隨智慧。

21 世紀醫療市場多元化帶來的激烈競爭，是擺在
大醫院院長面前一個嚴峻課題。

發展是硬道理，但硬發展沒有道理。易學明推行
「內涵發展，規模適度，綠色醫院」的管理理念，醫院

一年一個主題，深入開展 「質量效益年」、 「醫院文化
年」、 「安全發展年」、 「數字化醫院年」、 「綠色醫
療年」等主題年活動，全面建設水平一年一個新台階，
先後被表彰為全軍 「為部隊服務先進醫院」、 「全軍先
進醫院」等，被表彰為 「全國擁政愛民模範單位」、
「全軍國家級應急專業力量建設先進單位」。

如今，南京總醫院年門急診量近200萬人次，住院
量近6萬人次。以往，中國醫院一直沿用以治療專業劃
分專科的診療模式。隨着各專業學科研究範圍的深入拓
展，以及病人個體化治療的需求變化，這一傳統治療模
式，逐漸凸現流程僵化、效率低下的弊病。易學明倡導
打破學科界限，率先在內地開設 「以疾病鏈為紐帶的多
學科聯合診治中心」，以此提高專病診治的質量和水
平，實現多學科大協作的優勢互補。

推行這一全新診治模式，最終受益的是病人。病人
按照患病種類 「點醫生」，不僅能夠在第一時間得到準
確快捷的診斷、經濟合理的檢查、科學高效的治療，而
且從根本上杜絕了單科診療流程反覆、技術單一、人才
潰乏、平台分散的局限性。

這一變革，還帶來了學科建設的整體躍升，醫院先
後開設肺癌、冠心病等 12 個疾病鏈治療中心，開設多
型腎臟病、高血壓等200多個專病門診；每個醫生都有
了主攻方向， 「初級醫師全科化、中級醫師專科化、高
級醫師專病化」得到全面落實。

重成本核算 成 「理財專家」
很多人都說，易學明做軍人當到了將軍，做管理做

得全國知名，在理財上又十足是一個包賺不賠的儒商。
在123醫院院長任上，曾經有家醫院更新設備出售

舊CT，易學明拍板要買。好多人不理解，買人家淘汰
的東西不掉價？

易學明說，掉啥價，人家不用，不等於我們沒用。
買新CT一時拿不出那麼多錢，買個舊的，不僅省錢，
還可以填補項目空白、在人才和技術上打好基礎。

就是這台舊 CT，進門就引來不少病人。從那以
後，醫院經濟效益逐步改善，換了新CT，添了彩超、
腹腔手術鏡等大型設備，醫療技術也上了新台階。

有段時間，科室常反映營房壞了得不到及時維修。
如何解決這一問題？易學明變營房維修 「科室找機關」
為 「機關找科室」。院務部門按營房面積，給科室包干
發放維修代用券，超支費用自理。這樣一來情況變了，
各科室主動加強營房管理，力求把損耗降到最低；機關
與科室矛盾少了，醫院每年還能節約營房維修費用數萬
元。

當了南京總醫院院長，易學明更是把自己的經濟謀
略用到了極致。在醫院毛收入達到3個億的時候，他大
膽提出全年門診量突破 100 萬，毛收突破 5 個億的目
標。當時，許多人對這一目標持懷疑態度。

易學明把眼光鎖定在成本核算上，不斷創新管理手
段，優化管理模式。一年後，醫院毛收入、收容量都達
到了預期目標。

近年中，醫院先後投資6.5億元，新建和改造門診
大樓、幹部住院樓、內科住院部大樓、兩個研究所等；
投資近7億元，引進手術機器人、射波刀、PET／CT、
雙源CT等高端醫療設備，建成軍內一流的信息化網絡
平台，為醫院在新起點上的發展增加了後勁。

合格醫生：技術、責任與愛心
易學明十分重視醫務人員的醫德醫風建設，他始終

認為醫術精湛是衡量醫德水平的重要尺度，德術並舉是
「南總人」的永恆標準。

他經常教育醫護人員，病人該做什麼檢查、用什麼
藥，必須遵循科學規律，不要盡考慮能不能賺錢。醫院
不實行經濟收入與醫生獎金單純掛鈎的分配機制，藥品
收入比重持續保持在較低水平。

生命之托，重如泰山。易學明十分推崇已故的黎磊
石院士關於 「好醫生」的價值評判：如果你的從醫生涯
中，從沒有解決不了病人病痛就食不甘味、夜不能寐的
經歷；從沒有半夜三更打電話到病房，查探病人病情的
經歷，就不是一個好醫生。

他還說， 「醫院不能以創收多少論成敗，誤導醫務
人員盯着經濟指標幹工作。」

對此，不同意見不絕於耳，包括一些院級領導都
說，人家都在抓創收，你反要控制，多點錢不好嗎？

易學明一錘定音： 「醫院不能把經濟效益擺到不適
當的位置。因為醫患之間信息嚴重不對稱，病人消費全
聽醫生的，如果醫生一心想創收，必然會出現過度醫
療，收費必然會往上竄。」

為此，他提出對科室綜合效益實行打分制：床位使
用率在 93-98%的加分，在 98-100%時不加分，超過
100%則要被扣分，一般情況下不允許在病區走廊內加
床。這一觀點得到許多國內同行認同。

為了防治開方、提成、拿紅包等 「潛規則」，易學
明從源頭出發，尋找有效辦法。他發現，給醫生送紅包
的，大多是重病者、需做手術的、一時得不到及時治療
的患者，就是想花錢買個踏實。易學明果斷決定，對各
種治療項目實施收費封頂，超出標準要查。此外，病人
該用的藥沒用要查，需做手術的，住院第二天不實施的
要查，該主刀不主刀的也要查。

醫院依託信息化平台，對整個醫療信息實行網絡化
管理，每一個病人的醫療過程，大到做一次手術，小到
服一片藥丸，都可以隨時監控。

持平常心 做普通人
易學明始終認為，自己就是一個普通人，恪守 「高

標準做事，低格調做人」，功名利祿都是 「浮雲」。
40 年過去了，當年的 「娃娃兵」衛生員，已然成

長為共和國的將軍。
易學明對柏拉圖的一句格言極為推崇——學會做

事，先學會做人。走在人生之路上，美德是最好的行
李，與美德同行，因為美德也是一種智慧。

上善若水。易學明追隨這一理念，在為萬千患者帶
來健康福祉的同時，也成就了自己事業追求的光榮與夢
想，收穫了一個充滿愛與和諧的家庭。

妻子溫良賢淑，多年來默默地站在他身後，給他以
支撐，給他以力量，給他一個平靜的、賴以放逐心靈的
港灣。

女兒充滿陽光，是他的貼心小棉襖。在她成長的道
路上，易學明給了堅實的臂膀，卻少有具體、實際的攙
扶。她從南京大學畢業後，到江蘇舜天集團工作，業務
做得風生水起。辭職兩年結婚、生子後，又重新撿拾起
書本，考取了南京海關的公務員。女兒不經意就長大
了，成才了，常常給他驚喜、令他自豪。

2007 年，兩個同胎小外孫呱呱墜地，給易學明帶
來暖暖的天倫之樂。無論工作多忙，回
家後兩個小傢伙往膝前一撲，一切勞
累就全都無影無蹤了。

易學明認定，成功沒有時間表，
只要時刻保持一腔自信，一顆不息的
奮鬥雄心，生命的精采就會永遠如影
隨形。

文：高銘華

受益一生的十句話
易學明

● 把事情當事業來做，才能做大。
● 細節決定成敗。
● 要自己成功，首先讓別人成功。

● 無事須膽小，遇事要膽大。
● 激動是必要的，關鍵是激動後如何收

場。
● 凡事都無絕對好壞，遇事向好處想。
● 平衡是立身成事之基，盡可能不打破

平衡。
● 贊同則積極表態，反對要略緩發言。

● 批評在當面，表揚在背後。
●餡餅愈大，陷阱愈深。

位於六朝古都南京的南京軍區南京總醫院，已有80餘年歷史，前身為1930年建
成的國民政府中央醫院，是第一家由中國人自己創辦的國立西醫院。在內地眾多大醫
院紛紛熱衷於跑馬圈地進行擴張，以收入多少論英雄時，南京總醫院卻沉靜地進行着
內涵建設， 「十一五」 期間，該院推出新項目、新技術 300 餘項，獲得國家
「973」 、 「863」 等課題近300項，獲得國家、軍隊、省部級科研成果89項，獲得
「全國百佳醫院」 等盛譽。這家聞名海內外的醫院院長是易學明。從衛生員成長為共
和國將軍，易學明以獨特的管理智慧帶領這家醫院一次又一次創造了醫學界的輝煌。

【主人公小傳】易學
明，一九五五年二月出生，
山西省和順縣人。教授、主
任醫師、博士研究生導師。
一九六九年十二月入伍。二
零零三年七月任南京軍區南
京總醫院院長。南京大學醫
學院副院長。全軍醫療質量
管理專業委員會主任委員，
江蘇省醫學會副會長，江蘇
省醫院管理學會副會長，南
京軍區醫院管理專業委員會
主任委員，《醫學研究生學
報》主編。中國著名醫院管
理專家，全國優秀院長。二
零零六年被授予少將軍銜。

▲年輕時的易學明——救死扶
傷的外科醫生▲

年輕時的易學明——即將出
診的醫生▲年輕時的易學明——勤奮好學的學員

▲

中國著名醫院管
理專家，全國優秀院長
易學明▲

南京總醫院全貌

與醫院領導在一起

手把手帶教年輕醫務人員

與病人交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