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侨界贡献奖”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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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牌人

她让患者用上质优价廉的国产血透机

人物：

尹良红

，暨南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肾内科主任，获“中国侨界贡献奖”一等奖

信息时报讯 （记者 何小敏 通讯员

李梅 杜明灿）

近日，为大力弘扬广大侨界

人才的爱国奉献精神， 宣传他们立足本

职、创新发展的先进事迹，中国侨联在人

民大会堂举行第八届中国侨界贡献奖颁

奖仪式。 暨南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肾内科

主任尹良红教授荣获“中国侨界贡献奖”

一等奖。 这是对她多年来在医疗领域坚

持、奉献、创新的肯定和鼓励。

据了解，“中国侨界贡献奖” 由中国

侨联于 2003 年设立，是面向中国侨界创

新创业的重大奖项。 第八届“中国侨界贡

献奖”一等奖获得者共 59 人，二等奖获

得者 66 人。 他们当中，有的奋斗在科研

一线， 切实推动了中国科研实力提升和

高科技产业发展；有的活跃在产业前沿，

代表了中国最具创新力和增长性的力

量；还有的在疫情中争做“最美逆行者”，

在科研攻关和诊疗救治等领域作出了杰

出贡献。

听到了祖国的呼唤

始于责任，忠于情感。 尹良红曾放弃

海外定居机会，怀抱决心和使命，毅然回

国投入国产血透机研发。

谈起当初回国的理由， 尹良红说：

“为中国做国内自主血透析机，打破国际

垄断，帮助更多有需要的人，让中国人受

惠，是我的心愿。 ”怀着这份对祖国的热

爱以及对医学健康事业的追求，1998 年，

拿到博士学位的尹良红踏上了回国的路

途。

当时， 中国驻德国柏林大使馆为尹

良红团队提供了首笔创业基金。 此后，尹

良红陆续得到政府机构以及暨南大学的

大力支持， 在 1999 年创立了广州市暨华

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第一台国产血透机

由此诞生，更获得多项专利，打破了多年

来进口血透机对中国医疗市场的垄断局

面。

尹良红以身为范， 鼓励更多海外人

员回来服务祖国， 在自己喜爱的工作中

贡献智慧、热情，为更多需要的人造福。

国产血透机打破国外机垄断局面

谈起为何要研制国产血透机， 尹良

红算了一笔账， 按患者每周治疗 3 次、一

次需四五百元计，不算药价，每月至少就

要花五六千元。

“血透价格高的重要原因，是我国的

血透机一直受制于人。 ”她说，国际市场

上，血透机的生产都由德国、日本、美国、

瑞士、意大利等 5 国垄断。 我国开展血透

治疗 20 多年来，设备都来自这些国家。昂

贵的进口设备，造成治疗费用居高不下。

要减轻患者负担， 研制出国产血透机势

在必行。

2000 年 5 月， 暨南大学携手广药集

团、广州科技风险投资公司，斥资千万元

创立广州市暨华医疗器械有限公司，主

攻国产血透机研发。 经过数年艰苦努力，

终于研制成功，并获得国家认证。 中国因

此成为第 6 个能自主研制血透机的国家。

当然，他们也遇到过“非原装进口不

要”这类对国产血透机的“身份歧视”。 经

过多方的不懈努力，“本土制造”突破层层

检验，因为“质优价廉”终于得到市场认

可。

一直以来，尹良红团队所研发推出的

血透机产品在全国应用后备受好评，其血

液净化系列产品 JH-2000 血液透析机、

AISO-3038 多功能血液净化仪（CRRT

机

）、JHBP-2000 血液灌流机填补了国内

空白， 帮助无数中国患者克服病痛的折

磨。

尹良红

作为暨南大学附属第一

医院肾内科主任、 血液净化分会主委，

曾荣获

2016

年第十二批 “国家重大人

才工程 ”创业人才 ，多次获得教育部科

学技术奖励技术进步一 、二等奖 ，广东

省科学技术奖励技术进步奖，多次获评

暨南大学及华侨医院科研之星，发表高

质量论文百余篇，出版及参编专业著作

多部。

担任 《中华现代临床医药杂志》执

行编委，《临床肾脏病杂志 》 特约编委

等，兼任全国医用体外循环设备标准化

技术委员会（

SAC/TC158

） 及中华医院

管理学会血液净化专业委员会等多个

国家

/

省级学会的常务理事

/

主委。

作为产学研结合的优秀代表及国

产透析设备行业的领军人物，尹良红自主

研发的血液透析机获广东省知识产权局优

秀专利奖，

2006

年全国发明展览会金奖。

多项技术专利已实现临床转化并获得

市场准入资格，惠及广大透析患者。

扎根石牌小学 传承岭南非遗文化

人物：

唐亮平

，石牌小学德育主任、音乐教师、石牌小学非遗工作室负责人

信息时报讯 （记者 唐硕

）1996 年，

唐亮平从越秀区调到天河区石牌小学

任教；2005 年， 唐亮平担任石牌小学德

育主任， 负责学校德育和特色建设工

作，曾荣获“天河区优秀辅导员”“广州

市优秀教育工作者”等称号。

辛勤耕耘25年， 致力传承岭南

非遗文化

传承优秀传统文化、创建岭南特色

学校，身为德育主任，唐亮平任职 25 年

间对学校的特色建设责无旁贷。 作为

见证者和推动者， 她伴随着学校岭南

非遗文化特色教育的发展而成长，亲

历了石牌小学传承醒狮、 粤剧等地方

文化的过程， 见证了石牌小学成立非

遗文化特色社团的历史。

“1997 年在当时的德育主任陈女

的支持下，石牌小学成立了醒狮队，至

今已有 24 年历史；2000 年为丰富醒狮

队，我们又成立了彩龙队，二队合一正式

更名为‘醒狮彩龙社团’，2008 年，我们

学校的龙狮队还代表天河区参加了奥

运圣火传递活动。 ”回忆起学校龙狮队

曾经的风采，唐亮平充满了自豪。石

牌小学醒狮彩龙社团先后 7 次获广

东省龙狮锦标赛金奖，被评为全国红

领巾优秀社团，在广州市申办亚运会、

天河区迎春花会、 奥运会亚洲区拳击

资格赛开幕式、 在多届天河区运动会

开幕式等活动上都得到了精彩亮相。

2008 年， 石牌小学全体师生怀着

责任担当的情怀，成立“南国小红豆”粤

剧社团， 成为天河首间具有粤剧艺术

特色的学校；2013 年， 机缘巧合下，

粤剧社的学生们得到了“粤剧泰斗”

红线女粤剧大师的亲自指导 ，2017

年，石牌小学顺利成为广州市首批粤

剧传统教育特色学校 。“南国小红

豆”粤剧社团 3 次获全国蒲公英戏曲

艺术大赛金奖，6 次获广东省小梅花艺

术大赛金奖、银奖。

石牌小学积极引领学生学习和传

承岭南优秀传统艺术，唐亮平说：“我们

学校对学生的非遗文化传承教育是浸

入式的，平时我们会将非遗文化项目

课程融入课堂教学中，让学生了解岭

南文化的内涵，还会将粤剧、醒狮的

动作技巧融入课间操中，让学生们在

锻炼身体的同时自觉接受岭南文化

的熏陶。 节庆活动时，我们会以游戏

的方式， 让学生亲身体验醒狮、彩

龙、粤剧项目，培养起学生们对岭南传

统文化项目的兴趣。 ”

成立非遗文化工作室， 多次获

得优异成绩

2019 年， 为更好的传承非遗文化，

在校长陈玉娟的指导下，石牌小学成立

了非遗文化工作室，近年来，在工作室

的推动下，石牌小学非遗文化社团蓬勃

发展，分别在国家、省、市、区各项比赛

中都荣获优异成绩。

“我们学校的成就源自于学生、学

校和社会力量的共同努力。 ”唐亮平说：

“小学生天性活泼好动， 上课时注意力

容易分散，特别是基功课需要解决腰腿

部的软开度和灵活协调性，刚开始学生

都会觉得辛苦， 但经过一段时间适应

后，他们都坚持了下来，在实践中不断

得以提升，不断得以进步。 ”

2019 年 7 月，石牌小学自编粤剧剧

目《粤韵生色》参加全国蒲公英艺术人

才选拔赛荣获金奖，该节目参加了环球

直播，向世界宣传中华优秀文化，传递出

中国孩子的自信自强与家国情怀。 2020年

1月，学校彩龙、醒狮队应邀参加广州市

“非遗过大年、文化进万家”开幕仪式演

出。

唐亮平说： “石牌小学将继续深

耕岭南文化， 努力争取大湾区的交流

机会， 把视角放眼世界， 让中华传统

文化传播出去， 提升学生的艺术素养、

树立文化自信 ， 为更美好的明天奠

基。”

人物名片

唐亮平。 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