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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进教授谈捐 1 亿元奖励
和夫人商量后做出决定

9月28 日 ，“川大华西
医院获捐 1 个亿 ”

登上微博热搜。
9 月 27 日，四川大学华西医

院麻醉手术中心主任刘进向医
院捐赠 1 亿元，设立规培专项基
金 ，用于激励住院医师 、带教师
资，提高住院医师临床能力。 这
笔资金来自刘进的科技成果转
化所得，这也是我国首个由个人
捐赠设立的专项规培发展基金。

对于这笔数额不小的捐赠 ，
65 岁的刘进坦言：“1 亿元 ，不是
个小数目。 如果把这笔钱用于我
们一个小小的普通家庭去度过
更为舒适的退休生活，我们认为
是一种浪费，而捐赠给住院医生
规划培训的事业，更具有社会意
义， 更能体现我们的人生价值 。
因此我与夫人商量，做出了这个
决定。 ”

1 亿元捐款，从何而来？

捐赠的 1 亿元，来自刘进及
其带领的团队完成的两次科技
成果转化所得。

2020 年至 2021 年， 四川大
学华西医院与宜昌人福药业签
署了两项专利许可及项目合作
开发合同， 合同总金额为 7.5 亿
元。 因两项合同涉及专利均由刘
进及其团队研发产出，按照华西
医院“科技成果转化九条激励政
策”， 刘进个人获得了 1 亿元奖
励资金。

作为我国著名的临床麻醉
学专家，刘进带领团队一直致力
于麻药相关研究。 上述两项成功
转化的成果分别是“新型骨骼肌
松弛药物”“超长效局麻药”两类
麻醉新药。

2021 年，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与宜昌人福药业以总额 5 亿元
人民币签定 2 项联合开发新型
骨骼肌松药技术合同，其中包括
合作开发协议 4 亿元人民币以
及 5%的年销售收入提成，专利许
可协议 1 亿元人民币（中国范
围）。 该药是全麻用药中的一类，
具有起效快、恢复快、蓄积小等
特点。

此前一年，双方就“超长效
局麻药”达成合作，签署了价值
2.5 亿元的专利许可与合作开发
技术合同。 在当时，这不仅创下

了华西医院技术转让费之最，也
是四川省医院的专利许可费最
高纪录。 该药的最大亮点在于药
效可达 50 小时以上， 是现有品
种作用时间的 2~5 倍。

据川大华西医院微信公众
号披露， 上述 2.5 亿元包括专利
排他许可费用 5000 万元和合作
开发合同金额 2 亿元。 按照该院
规定，一线科研团队可获得专利
许可费的 80%奖励， 即 4000 万
元。 另外 2 亿元研发经费，除医
院提取 10%管理费和资源占用费
外，90%将由科研团队在研发该
项目时自主支配， 即团队支配
1.8 亿元用于项目研发。

这笔钱为何投用于规培？

捐赠仪式上，刘进表示：“我
从事研究和转化 20 多年了，在
规范化培训这条路上也走了 20
多年了，希望这笔钱能让更多的
规培医生和老师们在这条路上
继续前进，为基层培养更多合格
的‘健康守门人’。 ”

除了是麻醉领域的权威专
家，刘进还是我国现代住院医师
规范化培训的倡导者和实践者
之一。

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就是
让毕业的医学生在医院经过规
范且“魔鬼”的临床训练，尽快进
入医生的角色。

刘进认为，合格的医学院毕

业生就是“毛坯”，实施规范化培
训的意义在于要把他们培养成
能独立行医的合格医生，同时能
促进医院的学科发展。

按照此次捐赠协议，凡是在
国家和省级住培平台上注册培
训基地为华西医院的所有身份
住院医师，包括社会人、本院职
工、外院委培（含西藏委培、全科
定向生）、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
华西医院住院医师带教师资（含
住培导师）将在评优、出国交流
学习等方面获得基金支持。

之所以长期致力于规培制
度建设，源于刘进的经历。

刘进是中国医学科学院第
一位硕博连读的临床型医学博
士， 也是我国第一位临床麻醉
学博士。 他于 1982 年从湖北民
族学院医学院毕业，1988 年在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后更名为
北京协和医学院） 获医学博士
学位。 1989 年至 1993 年前往美
国做博士后、 研究学者和访问
助理教授， 从事麻醉学的科研
和临床工作。

留美期间，让他印象最深刻
的是：美国临床医学的各个专科
都有成熟的统一的住院医师规
范化培训制度，只有经过规范化
培训的医师才能独立行医。

在他看来，中国医师的培养
应该由小作坊里师傅带徒弟的
方式，向大规模的住院医师规范
化培训的方式转化。

2000 年，刘进被四川大学华
西医院作为优秀人才引进时，提
出了要在华西医院全面开展“住
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的计划。

目前，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已
成为中国最大的住院医师规范
培训基地之一，在国家基地评估
中名列前茅。 该院麻醉科也已连
续 11 年在复旦大学医院管理研
究所的《中国医院最佳专科综合
榜》排名全国第一。

20 年来，刘进所在的麻醉科
专业基地已经培养出约全国 5%
的青年麻醉医师、 约 40%的麻醉
科主任。 据不完全统计，全国每
20 个麻醉医生中，就有 1 人在华
西接受过一年及以上的培训。

在担任全国人大代表期间，
刘进曾在 2003 年~2013 年连续
十年提出“建立国家住院医师规
范化培训制度，并将其费用纳入
国家财政预算” 的议案和建议，
并最终为国家采纳。 2013 年底，
七部委联合正式发文，在我国全
面实行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制
度，财政部每年也为此从国家财
政预算中下拨专款。

在刘进看来，顶层设计缺陷
和国家投入不足是目前住院医
师规培发展滞后的两大障碍。 刘
进曾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如果
一个学医的孩子出来，工资连当
地平均水平都达不到，那怎么吸
引更多优秀的孩子从事医学？ ”

（据科学网微信公众号）

以“支教”之名作秀？
“长期支教减轻学校负担”

“善吟共益”公众号显示，机
构的公益项目包括希野计划、支
教旅行、童心空间，以及一年一
度的 ODP 创新支教项目。 其中，

“希野计划”为长期支教（周期为
一学期）；童心空间为校舍改造；
ODP 创新支教项则面向留学生、
大学生群体， 开展暑期助学活
动。 龙晶睛表示，“希野计划”是
机构的主要运营项目。

目前，“希野计划”已在腾讯
公益平台上线，收款机构为无锡
灵山慈善基金会， 筹款目标为
50.3 万元，已收到 7.2 万元。 项目
预算显示，1.5 万元用于教具、体
育器材购买；2.7 万元用于培训；
19 万元用于补贴长期支教老师，
每人 1000 元/月，19 万元用于老
师们的房租、水电、餐补等，每人
380 元/月，2.4 万元用于支教老
师生活器具准备；5 万元用于支
付项目经理，每人 1000 元/月。公
募机构管理费为 1.5%。

龙晶睛告诉记者，传到网上
的视频里，部分横屏视频是商业
摄影团队自己带设备，免费帮忙
拍摄的，“包括帮我们拍纪录片
做推广，他们都是不收取任何一
分钱的。 过去我们没什么钱，他
们以摄影志愿者的身份过来，都

是自己掏腰包过来参加项目。 现
在基本也是。 ”

记者联系到上述摄影团队，
该摄影团队李姓负责人对网上
的质疑颇为不屑：“我们的拍摄
重点怎么会是她？ 我们要记录的
不是她个人。 是我们公司觉得支
教这个事有意义，组织我们去拍
的。 我们自己也认可这个事情。
每次我们就是去 4 到 5 个人，
2019 年的话应该是六七个人。 ”

据他介绍，他们是通过别的
摄影师与龙晶睛认识的，时间是
2017 年，随后受邀到湘西山区帮
忙拍摄。“像这类大规模的，每次
去都是在暑假期间，每年也就去
这么一次，加上行程全部时间应
该是 8 到 10 天吧。 善吟共益也
有好几个队伍， 我们会分批跟，
每支队伍跟 1 到 2 人， 进一个
村。 记录的，应该说是整个十天
下来所有人的行为吧。 ”

湘西州凤凰县板井小学原
校长唐华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
在现有条件下，有支教老师优于
无人到访，“我们这里 95%都是留
守儿童，没有人陪他们玩。 他们
（支教旅行的老师）来的时候，小
孩能有七天的快乐，我认为还是
比较好的，孩子们很缺少关爱。 ”

唐华还表示， 相处了几个月
的支教老师走时， 孩子们和他都
会很伤心。几轮过后，当形成了未
来会有新老师到来的预期， 学生

们开始能够慢慢习惯这种分离。
在善吟共益的其他项目点，

当地对支教行动的看法又是怎么
样的？ 对拍摄视频的行为是否会
反感？ 记者联系到花垣县边城镇
南太村、磨老村两村的村支书。善
吟共益往两个村庄的小学都派驻
了长期支教老师， 并在当地举行
过支教旅行活动，拍摄过短视频。

意外的是，相对于网络上的
舆论无比汹涌，当地却似乎没有
太多的波澜。

对龙晶睛的支教旅行、 拍视
频和引起的舆论， 村支书们似乎
不太在意， 表示对具情况体不清
楚， 但也称没听过当地人对她的
负面评价。 而提到长期支教的老
师时，他们的话多了起来，且均表
达了认同：“很辛苦， 也很认真”

“真的在做支教、做实事”。其中一
名村支书直言：“（当地）人家对她
（龙晶睛）没有什么评价，人家只
是说那里支教的两个老师很辛
苦。尊重的是支教老师，不评价创
始人。 农村都是讲究实际的。 ”

随后， 记者联系到两村的小
学校长。 对于龙晶睛团队在当地
拍摄短视频， 磨老村小学的龙校
长表示印象里应该是在寒暑假期
间，学校不上课，可能善吟共益的
团队跟孩子约定了去拍照。“校方
不参与。 我对拍视频的情况不清
楚，也不知道她的视频发在哪里。
至于带孩子玩， 大部分家长应该

还是支持的，假期嘛，农村孩子也
没事做。 ”龙校长说道，“比如这个
学期在搞那个夏令营活动， 他们
带长沙的一些孩子和我们村的孩
子互动，还是蛮可以的。 ”

提到长期支教老师时， 龙校
长的话一下子多了起来：“这些老
师工作还是可以的， 在学校实实
在在地做事。非科班出身，没有系
统学过教育心理学等课程， 但这
些孩子热情很高。 ”龙校长表示，
之前学校对教学的要求变严格
后， 有些支教老师还是经受住了
考验， 现在还有老师继续在这里
教书。但他也提到，曾有一学期来
过四个支教老师， 但后续都受不
了，离开了。“他们没有教育局给
的工资，收入和生活费也不高。 ”

磨老村小学共有学前班到
六年级共 7 个年级 132 名学生。
除 8 名本校教师外，这学期来了
三名善吟共益的支教老师。 当记
者提到“支教老师的频繁流动会
不会成为负担”时，龙校长直接
予以否认：“不会， 学校没有负
担。 ”随后，他又补充道：“支教老
师过来肯定还是可以的，能减轻
老师的一些负担。 ”

南太村小学的吴祖恩校长告
诉记者：“我觉得我们的学生是很
喜欢她（龙晶睛）的，因为召集学
生也是她们自己召集。 我一般不
在场，因为她们来（支教旅行）的
时候一般是假期， 像中秋节的时

候也来过。我觉得，她在南太村也
是做善事。 她们的活动不占用上
课时间，什么都不要我们的，就是
来做一些公益事业， 我们学校这
边没有花费什么，没有损失。 ”最
后， 他表示：“不管从什么角度来
说， 龙晶睛对乡村教育应该还是
很关心的。至于网络上说的，那具
体内幕我搞不清楚。 ”

据吴校长介绍， 学校有学前
班到五年级共 6 个年级， 目前加
上 2名善吟共益派过来的长期支
教老师，全部有 8名老师。这些老
师跟其他老师一样，受校方管理，

“每周十六七节课，语数英都教”。
善吟共益是先与当地教育局联
系，再派老师到村里，与学校签订
时长为一学期的合同。 吴校长提
供了一张题为“支教共建协议”的
照片，甲方显示为南太小学，乙方
为长沙市善吟共益助学服务中
心，协议周期为 2021 年 9 月 1 日
到 2022年 1月 28日。

“以前我们是一人一个班，从
早教到晚。 ”吴校长说道，“有支教
老师还是有好处的， 能增加一点
新鲜血液，减轻老师的负担。 ”

发稿当天，记者从善吟共益
获悉， 机构已经召开理事会，进
行复盘整改。 长沙市民政局已经
安排了第三方审计到机构进行
内部审查。 而针对网上不实言
论，龙晶睛表示“正在通过法律
手段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上接 08 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