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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星灿医院董事长 莫军波

申鹏飞教授生前照

2014 年 2 月 24 日， 我国著名泌尿外科专
家、 湘雅医院名医申鹏飞教授与世长辞， 享年
82 岁。

申鹏飞教授 1932 年出生于云南省玉溪市，
系中华医学会湖南分会原常务理事、 湖南省泌
尿外科专业委员会原主任委员、 中南大学湘雅
医院泌尿外科原主任、 《国际泌尿系统杂志》
原主编、 一级主任医师、 博士生导师， 在湘雅
医院从医执教 50 多年， 其理论被编入全国高
等医药院校教材外科学第三、 四、 五版中， 并
获教育部级科技成果一等奖， 湖南省优秀论文
一等奖。 发表学术论文 １００ 多篇， 参编专著
１２ 部。 １９８５-１９８６ 年应美国 Colrado 大学邀请
作为访问学者赴美访问。

这位在泌尿外科行业具有崇高威望的专
家， 同长沙星灿医院的相遇、 相知始于 2004
年初。 那时候， 我的大学同窗好友、 泌尿微创
外科手术的后起之秀曾国华教授应邀来长沙星
灿医院进行学术指导和手术示范， 曾教授和我
一起拜访了国内泌尿外科的泰斗———湘雅医院
申鹏飞教授。 此后我又多次请教过德高望重的
申教授， 在我心里， 他就是我一生的老师。 一
晃就到了 2006 年， 这年长沙市卫生局委托岳
麓区卫生局组织湘雅医院、 湘雅三医院和省市
的其他医院专家对长沙星灿医院检查和验收，
同意更名为长沙星灿泌尿微创外科医院， 这是
湖南省的第一家泌尿微创外科医院。 申教授作
为这次验收的首席专家， 看到长沙星灿医院一
直秉承 “老老实实办医院、 踏踏实实树品牌”
的理念， 经过几年的发展， 已经崛起为湖南省
泌尿微创外科领域的龙头专科医院， 他深有感
慨地说： “长沙星灿医院是一家很正派的医院。
我考察了国内外众多泌尿外科医院， 得出结论：
世界最大的泌尿外科医院， 就是从私人诊所发
展起来的。 对长沙星灿医院的病人之多、 手术
量之大、 结石清除率之高、 病人满意度之高、
医疗理念之超前和良好的发展势头感到振奋。
星灿医院未来前景无限， 完全可以做大做强，
坚信长沙星灿医院可以成为全国泌尿微创外科
的标杆医院。” 申老师的这一席话， 一直记在我
心头， 一直在鼓励我们做大做强， 成为行业内
名副其实的全国一流的泌尿微创外科医院。

内行看门道。 在泌尿微创外科专家吴开俊
教授 （中国经皮肾手术的奠基人之一、 泌尿外
科最高荣誉奖吴阶平医学奖获奖者）、 李逊教
授 （国内腔内泌尿外科最高荣誉奖 “金膀胱镜
奖”、 第十六届 “恩德思” 国际内镜奖———泌
尿外科奖获得者） 和曾国华教授的鼎力支持
下， 致力于打造全国一流泌尿微创外科医院的
长沙星灿医院， 经过几年的艰辛开拓、 发展，
已成为湖南省内泌尿微创外科领域的一个受人
尊敬的品牌。 星灿医院的未来发展趋势， 申老
师非常看好。 正所谓英雄惜英雄： 当时处于发

展快车道的长沙星灿医院， 需要一位德高望重
的泌尿外科专家作技术指导， 共同发展泌尿微
创外科事业， 70 多岁的申老师甘愿发挥余热，
很高兴应允当顾问。 申老师认为： 湘雅医院可
以在收治高收入泌尿外科病人方面发展， 长沙
星灿医院在收治中低收入肾结石患者方面大有
作为， 星灿医院如果做大做强了， 能够更好地
服务广大的中低收入患者， 造福于广大病人，
使各层次的肾结石患者有医可就。 此前、 此
后， 好几家医院请申老师当顾问， 申老师都婉
言拒绝了。 申老师甘愿把自己宝贵的时光， 花
费到了有共同理想的长沙星灿医院。

申老师不顾年事已高， 每个星期一， 都坚
持来医院讲学、 到病房查房， 面对面亲自回答
病人的咨询、 分析病例， 为医生布置新作业、
检查上周功课复习和掌握情况， 以及疑难病症
会诊。 每隔一段时间我都要去拜访、 看望、 请
教申老师， 与申老师沟通长沙星灿医院的发展
情况， 申老师都会告诉我近段时间来长沙星灿
医院的讲课内容、 哪些医生认真听讲、 哪些医
生完成功课到位、 还有哪些需要加强， 等等。
每次去看望申老师， 他都在看专著或者写文章，
好学、 敬业的精神令人感佩！

申老师从行业发展的高度， 对长沙星灿医
院提出过很多很好的建议。 2008 年 4 月， 中华
医学会主办 《中华泌尿外科杂志》 （月刊） 第
29 卷发表了长沙星灿医院的学术文章： 《上尿
路结石并严重慢性肾功能不全的微创治疗》，
这篇学术文章得到了申老师的指点。 《中华泌
尿外科杂志》 是行业内的主流学术刊物， 长沙
星灿医院的学术水平， 得到了业内专家的充分
认可。 申老师为长沙星灿医院的技术提升和树
立在行业内的 “江湖地位”， 呕心沥血， 披肝
沥胆， 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有时候我去看望申老师， 他也会回忆自己
60 多年职业生涯中的一些人和事。 譬如， 当年
与已故泌尿外科泰斗、 全国人大原副委员长吴
阶平教授的长期友谊与合作； 譬如， 给全国政
协原副主席、 原湖南省委书记毛致用做手术的
一些趣事。 还时常提起自己的学生、 或有师徒
关系的同事、 或在从业生涯中有过密切合作的
同行， 包括齐琳教授、 李逊教授、 曾国华教授、
赵小昆教授、 何乐业教授、 蒋先镇教授、 周方
坚教授等泌尿外科领域的领军人物， 申老师为
他们取得的成就而高兴。 2013 年负责中央首长
的保健机构———中央保健委员会通过在全国筛
选， 曾国华教授被选为原国家领导人江泽民同
志的夫人的肾结石微创手术主刀医生， 申老师
为自己学生的成就感到欣慰。

申老师在泌尿外科领域辛勤耕耘， 60 年
如一日， 到了晚年， 把大量心血倾注于长沙星
灿医院。 他非常注重长沙星灿医院学术水平的
整体提升， 有时候还为我们亲笔修改拟发稿

件。 记得 2004 年申老师领衔长沙星灿医院主
办了一次全国的泌尿微创外科手术讨论峰会，
那次到会的有李逊教授、 曾国华教授、 杨罗艳
教授、 蒋先镇教授、 张选志教授、 戴英波博
士、 龙永福和卢晓刚教授， 等等。 湖南的报纸
《三湘都市报》 要发一个整版报道此次活动，
申老师非常重视， 自己还亲自捉刀修改这篇报
道， 我们非常感动。 经过申老师的精心指导，
长沙星灿医院专家团队的努力， 不仅学术水平
得到了很大提高， 实施的泌尿微创外科手术量
多年位居省内同行业第一， 而且创造了多个业
内、 省内、 国内记录： 是省内最早采用微创手
术方法治疗小儿结石病 （2 岁半） 的医院； 是
省内首次成功完成移植肾结石的微创取石手术
的医院； 是省内采用微创手术方法治疗孤独
肾、 马蹄肾、 多囊肾、 盆腔肾、 脊椎畸形等复
杂肾结石且手术最大的医院。 由于申老师的把
关， 长沙星灿医院始终走在行业的前列， 并不
断超越自己。 5 年前， 长沙星灿医院在全国率
先引进了国际先进的钬激光设备， 专家团队经
过研讨、 实践， 很快形成了批量手术能力， 又
一次站到了肾结石微创技术的至高点。 是省内
较早使用输尿管软镜钬激光碎石取石术方式大
量治疗上尿路结石的专业医院。

长沙星灿医院作为本行业龙头医院， 就在医
院需要进一步彰显独特风格的时候， 我们尊敬的
申老师静静地离开了。 就在申老师去世的前一天
晚上， 我还去看望、 请教过他， 聆听了这位 80
多岁的长者一个多小时的谆谆教诲。 谁知第二
天， 因急性心肌梗塞， 尊敬的老教授就永远离
开了我们， 离开了他钟爱一生的泌尿外科事业。

申老师的逝世， 是我国泌尿外科界的重大
损失， 更是湖南省泌尿外科领域和长沙星灿医
院的重大损失。

我们深切怀念尊敬的申老师。 怀念申老师
60 年如一日的敬业精神， 怀念申老师勤奋好
学的学习精神， 怀念申老师孜孜以求的学者
风范 ， 怀念申老师友爱 、 仁慈的长者胸怀 。
我的手机上至今保留春节期间， 申老师发来
的问候和关爱的短信。 看到这些短信， 申老
师慈祥和蔼的音容， 宛如当初； 看到这些短
信， 我总会唏嘘不已！ 申老师坚信长沙星灿
医院可以做成全国泌尿外科标杆医院的话语，
也时时萦绕在我们的心头， 时时激励长沙星
灿医院做大做强。

我们坚持自己的理念， 虔诚奉行申老师的
教诲， 努力继续保持行业领先地位， 把医院真
正做成全国一流的泌尿微创外科医院， 就是对
申老师最好的告慰。 我们永远怀念申老师， 申
老师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追忆申鹏飞教授在长沙星灿医院的点点滴滴

常有 在心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