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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灿结石微创造福三湘

������专业， 创新， 是每一个领域
“大成者” 都必会具有的品质。 蒋
先镇教授 48 年如一日， 潜心钻研
泌尿外科疾病的诊治， 历来重视
和倡导新技术， 以独到的眼光敏
锐地抓住国内外学科的新动态 ，
成为技术精湛的人体 “管道工”，

������医院作为高技术人才的聚集
地， 人才培养模式与专科建设水
平直接决定了人才的技术水平。

2014 年， 董事长莫军波在长
沙星灿医院的基础上， 引入医疗
基金， 成立湖南星灿医疗管理有
限公司 （简称 “星灿医疗”）， 星
灿进入转型跨越， 连锁布局， 品
牌升级的关键阶段， 确立了 “优
先发展流动医院及合作中心、 中
长期发展股权并购、 择机启动高
端医院” 的品牌连锁经营发展路
线。

此时， 高端医疗技术人才引

进困难是星灿必须面临的重要问
题。 而蒋教授的青睐和加入， 犹
如一颗耀眼的明星在星灿的天空
散发出魅力的光芒， 形成了巨大
的品牌效应和号召力， 医院核心
技术团队更加完善和稳固。

退休前， 作为中南大学博士
研究生导师， 蒋教授不仅为学生
“传道授业解惑 ”， 更是以身作
则、 言传身教， 尤其重视学术研
究， 培养学生德行兼备、 尊重生
命的高尚的职业操守。 去到星灿
后， 蒋教授献言建策， 非常重视
青年医生队伍的学术建设， 利用

大医精诚 匠心育才

��������2015年， 在经过近十年的观察和多次交流后， 在同行专家朋友的普遍认同和看好下，
在医院创始人莫军波董事长的诚挚邀请下， 历任湖南省泌尿外科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湖南省男科学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的著名泌尿外科专家， 湘雅三医院泌尿外科创始人、 第
一任主任， 年近古稀的蒋先镇教授加入长沙星灿医院医疗专家平台， 担任长沙星灿医院专
家委员会主任委员、 技术总顾问。

蒋先镇教授的老师———已故国内泌尿外科著名专家， 湘雅医院原泌尿外科主任， 长沙星灿医
院终身名誉顾问申鹏飞教授， 认为“星灿在微创 （无创） 手术治疗结石患者方面大有作为”， 曾
在星灿查房讲学十年， 非常重视学术课题研究， 为星灿的发展注入了强大的学术基因和专业精
神。 作为申老的杰出门生， 现代泌尿外科领域重量级专家， 蒋先镇教授的加入， 无疑是对申老生
前在星灿事业的发扬与继承， 也是对长沙星灿医院十多年来泌尿微创技术发展的高度认可， 为星
灿在此后 3年里跳跃式发展提供了强大的技术指导与学术支撑， 营造和积累了深厚的学识底蕴。

������在业内 ， 蒋教授是一个重信
誉， 求品质， 固执求真， 眼里容不
下沙子的老学者， 对破坏行业的魑
魅魍魉更是嫉恶如仇。 在不了解他
的外人眼里 ， 是一个难以接触的
“傲老头”。 要得到他的认可， 更是
难上加难， 星灿是其中为数不多之
一。 而他与毕业于南华大学医学院
临床医学系的星灿医疗董事长莫军
波更是相交匪浅， 源于彼此有着共
同的信念， 认为 “让广大老百姓有
医可就， 为更多的结石患者解除病
痛是医院的价值所在”， 对星灿 14
年坚持 “老老实实办医院， 踏踏实
实树品牌” 的办医宗旨大为赞赏。

“这里有一群正直善良的好人，
在做一件有价值的事情。” 正如星
灿医疗董事长莫军波所言， 诚信是
最基本的， 是医院发展的生命线和
道德底线。 蒋先镇教授深以为然，
对于坑蒙拐骗， 不学无术之风， 蒋
教授向来嗤之以鼻。 在他对星灿多
年的了解中 ， 星灿 “打造干净团
队， 挺直腰杆做事， 让员工有尊严
走出去” 的诚信务实作风也深深打
动了他。

“做老实人， 说老实话， 做老
实事。” 是蒋教授对星灿常常说的。
诚信， 是他认可一家医院的最基本
原则， 是他继续指导星灿技术创新
发展的第一要素。 “坚持诚信， 就
是守住本分， 坚持诚信， 就是守住
良心， 坚持诚信， 就是造福于民。”
对于专科医院 ， 蒋教授要求得更
多、 更高。 星灿也一直在前进的路
上坚守专业队伍的节操， 坚守白衣
大褂的圣洁。

诚信务实，
结缘星灿的纽带

专业专注，
青睐星灿的缘由

学科建设，致力星灿的跨越

蒋先镇教授指导泌尿外科
医生看片， 讲解病情。

蒋先镇教授和莫军波董事长在 2017 星灿年会上合影。

自身的业内影响力及资源优势 ，
倡导医院积极参与学术会议和研
究 ， 营造医院良好的学术氛围 ，
培养和涌现了一批技术和理论兼
备的优秀人才， 医院的业内形象
与地位得到大幅度提升。

2016 年 9 月， 长沙星灿医院
与湘雅医院联合举办湖南省第五
界泌尿外科学专业委员会结石学
组年会， 医院教授主持学术会议
并分享手术优秀视频。 11 月， 医
院专家教授担任长株潭泌尿外科
年会学术委员会委员， 并受邀在
第 23 届全国泌尿外科年会上做 13
年微创技术经验分享 ， 获组委会
特别提名赞扬。

“把星灿做大做强， 更好地服
务广大患者， 造福于广大病人！”
在 2017 星灿医疗的年会上， 蒋教
授满怀激情， 赞赏星灿的办院模
式和所取得的出色成就， 对星灿
未来的发展充满了期望。

“治结石 ， 到星灿 。” 如今 ，
星灿结石微创品牌闪耀三湘， 并
开始辐射全国， 星灿 14 年专注结
石微创的专业技术和良好口碑得
到业界和民众认可， 越来越多的
医疗机构希望跟星灿合作， 共同
致力泌尿微创事业的发展。 目前
在长沙、 岳阳、 衡阳、 益阳、 邵
阳、 常德、 娄底、 怀化、 永州、 荆
州、 咸宁等省内外地市 （县） 拥有
32 家连锁合作医院。

眼下时至深秋， 已过了结石病
高发的季节， 大多医院或科室开
始进入 “淡季”， 但长沙星灿医院
入院病人数仍居高不下， 病床爆
满周转不过来 ， 可谓一床难求 。
为此 ， 医院准备启动升级改造 ，
拓展硬件设备设施的同时， 不断
完善自身服务 ， 缓解住院压力 ，
满足病友们的迫切需求。

在致力打造中国泌尿结石微
创第一连锁品牌的路上， 星灿将
继续坚持自己 “老老实实办医院，
踏踏实实树品牌” 的理念， 在蒋
先镇教授为代表的医院专家顾问
的指导和支持下， 砥砺奋进， 披
荆斩棘， 积极倡导和发扬专业精
神、 工匠精神， 在泌尿结石微创
领域走出一条独具特色之路， 拓
展泌尿结石微创技术的创新发展。

为众多泌尿系疾病患者解除疾
苦， 他的手术受到国内外同行的
称赞。

1999 年蒋先镇教授带领湘雅
三医院泌尿外科开展腹腔镜技术，
2001 年开展输尿管镜技术， 2003
年开展钬激光碎石， 2004 年开展
经皮肾碎石取石术。 从常见病到
疑难病， 从泌尿系复杂性结石、
泌尿系肿瘤到各种先天性泌尿生
殖系畸形的诊治， 从巨大肾上腺
肿瘤切除、 前列腺癌的根治、 肾
癌根治到肾移植， 只要是患者需
要， 他都能 “手到病除”。 他手术
治疗小儿尿道下裂 1000 余例， 在
数量和质量上可谓湖南第一人，
成功率超过 90%； 他主刀完成湖
南省首例变性手术……鉴于他在
男科学方面的贡献和影响， 中华
医学会男科学会曾授予他 “男科

学十五年贡献奖”。
“为星灿的专业水准而赞叹，

为星灿的敢为人先而鼓掌。” 对
于星灿， 蒋先镇教授看重的正是
专业和创新， 也是他如此青睐星
灿的缘故。 如今， 他每月两次周
六坚持到星灿查房诊断， 技术指
导， 学术交流……给星灿带来了
专业的见解和广阔的视野。

据了解 ， 长沙星灿医院自
2003 年创立以来， 凭着专业和创
新， 创造了许多业内第一， 是省
内实行首例移植肾肾结石微创手
术的医院， 也是省内实行年龄最
小的肾结石微创手术的医院， 还
是省内实施孤独肾结石手术最多
的医院， 完成孤独肾结石微创手
术 400 余例……蒋先镇教授对星
灿专业技术的创新发展赞美有
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