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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小时的采访中，“目标”这个词被
裘华森提及了三十余次。这位投身医学领域

几十年的人，是如何一步步成为了一个目标

导向者？采访过程中面对笔者的提问，裘华
森平铺直叙的回答像是标准答案，逻辑清

晰，要点明确，不做多余的赘述。如果可以打
个比方，这场谈话就像冬天里的树木，躯干

笔直，枝杈分明，稳稳地抓着大地。

银人生浅描
裘华森是文化大革命后第一届高考生。

有人说，77耀78 级大学生是中国当时 2000
多万青年的精英，是一个时代的符号。在中

断 11 年高考后，加上 77 年应届高中毕业

生，以及允许 1978 级高中生的优秀者提前
报考，起初预计 13 个年级累积的考生有可

能达到 2000 多万人，但是原定计划招生人

数只有 20 万人，77 届录取率是 1%。裘华森
在这样的情况下突出重围，通知书下来之

后，裘华森步入当时的温州医学院，成为了

一名大学生。
“1982 年大学毕业之后，我就被分配到

浙江省人民医院。”裘华森对大学时光没有
片刻停留，随即便“滑”到了毕业之后参加工

作，“当时我是浙江省人民医院第一批正式

被分进去的学生。”他的话语中，这项“第一”
被加入了强调符号，并且加粗加黑。可以看

出，裘华森很看重这项经历。

随后在省人民医院，裘华森一干就是 20
年，从一名医生做到了医院的业务副院长。

2002 年，民营医院的浪潮刚刚兴起，抱

着试试看的心态，裘华森决定去做第一批
“冲浪者”。他辞去了公职和干部身份，在浙

江金华广福医院做起了第一任院长。在任期

间，裘华森帮助浙江金华广福医院的各项工
作进入正轨，为其打牢了今后发展的基础。

当时社会办医的浪潮刚刚兴起，无论是

政策还是社会环境都还不能满足民营医院健
康发展的需求，体制机制尚不健全。裘华森举

了一个例子，从医生的角度而言，在公立医院

可以在学术委员会任职，但是私立医院的医
生并不享受官方的认证，缺少进入的资格。

这也是民营医院缺少人才的限制因素之一。

在民营医院三年，裘华森逐渐认识到当
前投身民营医院并不是最佳的时机，便辞去

了浙江金华广福医院院长的职务。来到浙江
省中医院，做了业务副院长。除了医院的常

规工作，裘华森开始从事教学工作，评了教

授，做了硕导、博导。

在浙江省中医院从医、管理、教学，作为
一个医生，裘华森几乎完成了这一职业内所

有的身份转换。2015 年，裘华森从浙江省中

医院退休。

银再次投身民营医院
经过三年的筹备，长兴县第二人民医院

于 2016 年正式开张，这是一家由浙江和康

医疗投资管理（集团）有限公司与长兴县人
民政府合作共建的“民办公助”型非营利性

医疗机构。集团董事长钱培鑫邀请裘华森去

管理这家医院，裘华森应允了。
长兴县第二人民医院的前身是一家乡

镇卫生院，当时医院的医疗水平、工作理念

都严重滞后。裘华森到任之后先理顺了医院
的各种关系，为其制定了第一个年度目标：

控制成本，养活自己。一年之后，长兴县第二
人民医院基本实现目标，医院的发展进入正

轨。之后，裘华森回到了和康医疗总部，做了

医管部的总经理。

2017 年，和康医疗集团已经布局了 5
家医院。作为医管部总经理，裘华森与这 5
家医院的执行院长同心同德，取得了“历史

上最好的成绩”———每一家医院都完成了当
年的目标任务；并且与浙江省的医疗政策保

持同步，顺利安稳地度过了这一年。“尤其是
2017 年的医保管理，在次年的年度审核中

过关达标。这是很振奋人心的事情，说明和

康的道路是正确的。必须要依法依规地管理
医院，不能走粗犷型的路线。医疗行业都是

干实事的，把老百姓的病看好，服务好，根据

医保政策公开透明收费，这就行了，来不得
半点虚伪，要实实在在。”裘华森说。

2017 年各医院目标的实现，极大地增

强了集团执行院长们的信心。之后裘华森曾
回想起在和康工作的这段时间，他认为能够

与大家齐心协力，把医院制定的目标完成
好，就是最有成就感的事情。

2019 年和康医疗已经得到了长足的发

展，目前已经有 17 家医院，正式开张的有

13 家。这么多家医院的统筹管理重任，再次
落在了裘华森的肩上。裘华森被委任为和康

医疗集团的副总裁，即集团各家医院的总院

长，“我的工作就是负责统筹管理这些医院，
确保医院走在民营医院健康发展的道路上，

完成集团的工作目标”。
根据医院的方针，把病人服务好，把员

工服务好。这就是裘华森对集团各医院执行

院长的要求。许多事情知易行难，管理一家

医院集团更是不易。在繁杂的事务面前，裘
华森开始抽丝剥茧，仔细梳理。他首先为每

一家医院，每一个部门制定明确可落地的细
则与措施。再把大的目标分解成一个个阶段

性的、稳步推进的小目标，化繁为简，“这些

目标必须是要看得见，摸得着的。然后脚踏
实地一步一步走下去”。医院三个月会进行

一次评估，对组织和员工工作目标的完成情

况进行检查，以便督促目标的实现。对于检
查的结果奖惩并施，以保证员工团体的活力

和积极性。

谈到具体的管理，裘华森认为，管理首
先要管人，任务要非常明确，工作要非常认

真，整个目标的执行力要非常强。为了集团

做强做大的事业，要给予员工具体的发展愿
景，良好的发展平台，合理的待遇，用事业留

人，用感情留人，用待遇留人。对于和康的员
工而言，这里是可以让自己发挥作用的地

方，是个可以认认真真工作的地方。员工之

间不搞帮派没有内斗，都是朝着自己的目标

去工作。然后通过企业形象的塑造，通过组
织各种各样的活动，整个集团就能团结一

心，凝聚力量。

让每个员工自觉地根据自己的工作职
能，开心、努力地去工作，是裘华森设想中员

工的理想状态，他坦言，达到这样的状态还
有一段距离。这也是他为之努力的管理目标

之一。和康未来三年的发展目标已经很明

确，裘华森展望着，在和康稳步发展下，三年
之后肯定能成为浙江省民营医院的龙头。创

办一家三甲康复医院，和温医大联合创办康

复学院。不过裘华森也有担忧，和康的高管

和员工能否适应集团快速发展的脚步，达到

目标？这也对集团的核心管理人员提出了更

高的要求，“也要求我们继续努力学习，不断

在工作中提高自己的能力，才能达到未来三

年集团的发展要求”。

当然，裘华森也会有压力时刻。他曾跟

医院的执行院长谈过，在民营医院工作，不

管是年纪大的还是年纪小的，每个人都必须

面面俱到，没有压力是不会发展的。纵观中

国社会，全民都在创业，都在积极地工作，整

个中国社会都在积极地发展，中国社会都处

在一种快节奏的发展中。民营医院在社会发

展的浪潮中，自然也会受到这种氛围的影

响，医院的员工每个人都有压力。而正是有
这些压力，才会化为动力去完成目标。

银管理者的迷茫与试错
管理能力的形成不是一蹴而就的。时间

拉回到似乎很遥远的 1995 年，还是浙江省

人民医院科室副主任的裘华森被任命为医

院副院长，一开始他也迷茫了，偌大一家医

院要怎么管理？没想到到了这个岗位上之后

就开始了忙忙碌碌，流转不同的医院，直到

现在。

裘华森曾在浙江金华广福医院任职院

长，一开始裘华森亲自上阵，给员工培训、上

课。三个月的时间，裘华森的嗓子都讲哑了，

但是却收效甚微，底下的员工甚至还产生了

抵触情绪。裘华森开始反思自己，是哪里出

了问题？

细细思索之后，裘华森找到了问题的根

源：目标的实施缺少阶段性。裘华森一心想

帮助员工快速成长，但是每个人对于快速成

长的接受能力是不一样的，甚至会有抵抗

性。所以裘华森及时调整进度，改为阶段性

的目标管理。三年之后，金华广福医院的医

护人员在金华地区的医院考核中稳居第一

名。从三个月时候的反对到三年之后的认

可，一边是裘华森对医院管理的实施，一边

是医护人员的成长与提升。“他们已经很认

可我对医院的管理方法了。”裘华森平静地

说着，“面对不同的人群，要采用不同的管理

方式，制定与之相适应的管理目标”。

一个肯做事业的人，需要有一个良好的

工作环境，在和康，大家都是朝着一个方向，

上下一心，努力奋斗。

处理好对上的关系，就可以一心一意抓

好对下的管理。没有不好的员工，只有不好

的管理者。如果员工不够优秀，首先要从管

理者身上找原因———这就是裘华森的管理

理念。不管在金华广福医院、长兴县第二人

民医院，还是他所供职过的其他医院，把员

工培养出来，是裘华森放在目标管理中的奠

基之石。每个人都有发展潜力，给员工制定

合理的工作目标，提供充分的学习机会，只

要是力求上进的人，一定会在时间的积累中

产生改变的力量。

银外科医生依然是最爱
裘华森是医生、教师、院长，是研究者，

也是管理者，不同身份之间的交叉、过渡、相

融，让他的身上体现出一种层次感和厚重感。

“在这么多的身份中，选择一个作为终

生的追求，会是哪一个？”笔者问道。
“我当然选外科医生。作为一个医生，把

病人的手术做好，身体恢复健康，这就是对
我而言最大的成就感。我的专业就是一个普

外科医生。”提问的话音未落，裘华森就已经

脱口而出。

在浙江省人民医院当业务院长期间，裘
华森积极地学习引进新的技术。微创手术刚

刚在国内兴起的时候，裘华森就组织相关科
室的医生培训学习。

微创，顾名思义，就是微小的创口、创

伤，手术治疗过程中只对病人造成微小创
伤、术后只留下微小创口的技术。微创手术

包括各种使用各种内镜操作的手术，像腹腔

镜、胸腔镜、关节镜等。美国外科学院在回顾
其 100 年来的成就时，认为前 75 年是传统

外科，越是伟大的医生，手术切口越大；而近

25 年是微创外科，越优秀的医生切口更小。
“微创手术和一般外科手术相比，优势

很明显。”作为肿瘤外科专家的裘华森说，比

如说做一个胃癌手术，如果是普通外科，如
果做开腹手术，需要在腹部开一个 20耀30 厘

米的大口子，病人在病床上起码躺一个星
期。切口越大，手术并发症、感染的机会越

高。如果是微创手术，用腹腔镜切除肿瘤，手

术的口子只有 3 厘米左右，病人手术第二天

就可以下床。手术中出血小、风险小，手术并
发症和感染的机会都大大降低。以前高龄老

人查出肿瘤，要不要动手术成为家人和医生

都非常难办的问题。有了肿瘤总得治吧，但
如果开刀，刀口太大，病人年纪大不一定能

恢复，还可能有其它疾病的发生。微创手术
的应用对患有恶性肿瘤的高龄老人来说，是

非常可行的办法。

说起医学专业领域，裘华森显得更加认

真、沉稳、自信。医生，是他丰富人生中最基

础也是最重要的社会身份。

裘华森在公立医院工作多年，又在民营

医院继续从事管理工作，对这二者都有充分

的认识。他认为，从办院理念而言，这两者没

有什么区别，都是为人民服务，为百姓看病

医治。但是工作理念是完全不一样的，公立

医院做得更多的是针对疾病的工作，民营医

院大多数在做健康产业。服务的目标人群不

一样，国家政策也不一样，所以民营医院着

重在服务和常规的医疗方面发挥作用，提供

个体差异化的医疗服务。

“随着人生发展的不同阶段，体验不同

的工作岗位，也是人所要追求的。根据历史

发展的规律，做出不同的选择。在学习中成

长，提高自己各阶段的能力。现在仍在学习、

总结、管理，以适应民营医疗机构在当前社

会快速发展的需要，适应是很重要的。所以
我们也没有‘倚老卖老’。”裘华森的话逗笑

了众人。

银幸福时刻
对于裘华森而言，每完成一个目标，就

是对他而言的幸福时刻，是一种充实的感

觉。“到我这个年纪，家庭和睦，身体健康，在

工作中把一个个目标完成，这就是最大的价

值，也是我现在的幸福观。”
多层次的经历让裘华森拥有“立体的幸

福感”。在浙江省中医院，他带了四十多个硕
士，十多个博士。如何带学生裘华森很明确，

一是临床，二是科研。通过裘华森的言传身

教，学生们的临床实力已经达到相当的水
平。指导学生做科研，首先是选题，培养其问

题意识与独立操作课题的能力，并且在关键

的地方予以指导。裘华森说，“就像人体结构
图，骨架搭好，具体的血肉需要学生自己去

填充。”一名医生的比喻，也颇有医学色彩。

学生学有所成，得到社会的认可，他感
到幸福。曾有一名研究生，被国家卫健局公

派出国留学，学成归来五家省级医院抢着要
人。谈到这里，裘华森言谈间的自豪之情溢

于言表。

裘华森也看书，但是以管理类的书居
多，偶尔也看历史类的书籍。但即便是读历

史，也是为了“以史为鉴”，学习历史人物的

管理之道，提升自己的管理能力。

在学习中，裘华森也感到幸福与充实。
2012 年，裘华森曾参加长江商学院的国际

管理培训班。对哈佛大学印度裔教授的课程
印象尤为深刻。这位教授每天上课就拿一张

纸，讲了一个星期，裘华森连眼睛都不愿意

多眨一下，完完全全被吸引。到现在回想起
来，裘华森还能不假思索地说起课程的内

容：人脑的四个颜色以及对应的性格及管

理。人脑有四个功能分区，对应有四种不同
的性格色彩，基于此对不同的人群进行管

理，发挥各自的特长。

回到医院之后，裘华森很快就开始学以
致用。发挥个人的优势作用，整个团队都会

释放巨大的动能。后来裘华森还在医院的管

理中举一反三，对于医院组织的高层培训，
每个管理人员都要学一件可以落地推广的

内容。“有一次培训去了 100 多个中层干部，

这 100 多个人，每人做一件，就能实施 100
多件。边学习，边教育，边发展，医院才能快
速壮大。每个人一小步，积少成多，就是对于

集团医院发展的一大步。”
裘华森为什么会有这么强的目标导向

性？他坦言是在公立医院的时候被培训出来

的，当时学的就是 ISO9000 质量管理体系。
“任何管理的起步首先就是目标管理。”裘华

森说。
梳理集团中各家医院的工作目标、完成

的状况、进度的推进情况，是现在裘华森每天

的工作常态。晚上回到家之后，还要静心思
考，继续进行脑力劳动。虽然人离开了医院，

心里却仍然牵挂着医院的管理工作。“在家里

干活做家务就算是放松了。”他打趣地说。
在当今社会，分工已经极其精细，并且

各个领域都在飞速发展。谷歌董事长施密特

说过一串数据：人类从直立行走到 2003 年
的四百万年间，一共创造了 5 艾字节的信

息，这个存储量相当于 50 亿部 1G 电影。而
到了 2010 年，人类每两天就会创造 5 艾字

节。再到了 2013 年，人类每 10 分钟就创造

5 艾字节，再到今天，人类每 1 分钟就创造 5
艾字节。知识的裂变速度令人瞠目。

庄子说：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

涯随无涯，殆已！我们的先哲几千年前就已

经认识到了这个问题，拿有限的生命去追逐
无限的知识，是很危险的事情。

在这样一个知识爆炸时代，最好的办法
就是像裘华森一样，做一个目标管理者。最

好的学习不是追求成为一部百科全书，而是

成为某个领域的专家。最有效的学习也并不
是碎片化学习，而是学会树立目标意识，在

目标的框架内充实自己。沿着一个一个的目

标走下去，等到回望的时候就会发现，背后

早已鲜花满地，芳香四溢。

《浙江社会办医发展史》一书由中国非
公医疗机构协会作为指导单位，由浙江和康
医疗集团与杭商传媒联袂编写，以亲历者与
见证者的视角，记录浙江社会办医的曲折历
程及辉煌成果，勾勒出一批具有典型代表性
的社会办医先行者形象，反思过去，启迪未
来，开创浙江地区社会办医的新时代。

裘华森：目标导向者
浙江社会办医发展史·人物

荫和康医疗集团副总裁裘华森 高 宇 /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