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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世纪的主流是经济社会，国家的竞争是企业实力的竞

争。文明的复兴呼唤企业家群体的崛起，国家的强大需要企业家

群体的壮大。人是生产力诸要素中最为活跃的因素，而企业家是

最重要的生产力要素。伴随着中国经济的腾飞，中国企业家也付

出了健康乃至生命的代价，“企业家综合症”像乌云笼罩着企业

家群体。

企业家的健康，决定了企业的兴衰，决定了企业的现在和未

来。为此，我们在中国企业联合会、中国企业家协会的指导下，联

合企业界、医疗界等共同发起成立了中国企业家健康联盟，旨在

为优秀的企业家提供一流的医疗服务，解决“企业家综合症”这

一世界性难题。

我们倡议，各级领导、政府有关部门关心企业家健康危机，

拥有健康的企业家群体，才能保证健康的、绿色的、持续的 GDP。

我们倡议，社会各界关注企业家健康问题，健康的企业家群

体，是源源不断创造社会财富、谋求社会福祉的发动机。

我们倡议，医疗工作者研究“企业家综合症”，为企业家健康

提供可靠的医疗保障和一流的健康管理服务。

我们倡议，企业家要重视自身健康问题，转变健康观念，改

善生活习惯，遵循“预防为先，防治结合，全过程健康管理”的理

念，保持年轻的心态、健康的身体与旺盛的精力，为社会创造更

多的财富，为国家做更大的贡献。

中国企业家健康联盟首批发起单位

中国企业报社、济宁老年血管病医院

2013年 8 月于北京

中国企业家健康联盟倡议书

本报记者 李骏

通讯员马莉孙广楼 陈娜

征服“企业家综合症”的医学思想家

早在上世纪 90年代，王保平
就关注中国企业家健康问题，率

先提出“企业家综合症”的概念，

并在人民大会堂做过专题学术

报告。20多年中，他积累了为一
万余名企业家做健康管理的经

验。今天，他参与发起成立了中

国企业家健康联盟……

在山东、在全国甚至国际医

学界，王保平绝对是个传奇人物。

———上世纪 70年代末，王保
平是济宁医学院附属医院的一名

外科医生，亲眼目睹父亲、岳父等

身边多位老人饱尝心脑血管疾病

折磨后相继辞世，孝心和责任感

激发了他向这个世界级医学难题

发起挑战的强烈愿望，从此改行

学习心血管内科，走上潜心研究

心脑血管疾病的道路。

———身在孔孟之乡，王保平

深受中华传统文化的熏陶，吸收

了儒家思想的中庸之道，以中医

学理论为基础，结合现代高科技，

首创了血液平衡医学及血液健康

疗法，最初王保平的这一创新医

学和疗法广受质疑。但随着技术

日臻成熟和完善，帮助越来越多

的患者恢复健康，血液健康疗法

逐渐得到推广和应用，在国际上

被称为“中国式的王氏血液疗

法”。

———以血液健康疗法为核

心，王保平创建了国内外闻名的

济宁老年血管病医院。早年的市

级血液稀释研究所也有幸被众

多专家和各级领导赏识，破例升

格为省级济宁医学院血液稀释

研究所。从创业伊始，固定资产

不足 10万元，在简陋的平房里艰
苦奋斗，到搬迁至总建筑面积 1.3
万平方米、拥有 100多台套国际
先进设备、固定资产 7000万元的
中型花园式医院，现正筹建 6.6
万 m2五星级国际健康中心 BBM
（血液平衡医学的英文缩写）医院

集团，王保平实现了创新型学者

和专家型院长的完美结合。

———王保平率先提出“企业

家综合症”的概念，一直情系企业

家的安危，关注企业家的健康，三

十年磨一剑，破解了“企业家综

合症”的世界性难题。2013年参
与发起成立中国企业家健康联

盟，以“早检查、早诊断、早干预、

早治疗、早康复”为特点，为不同

要求的企业家提供高水平、高标

准、高速度的心脑血管健康管理

服务。

30多年来，无论是医学研究，
还是医院发展，王保平屡屡在困

境中突围，在争议中前行，始终坚

守着追求创新的医学理想和扶伤

济困的医者情怀。

———记中国企业家健康联盟常务副主席、济宁老年血管病医院院长王保平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来自孔孟之乡的王保平，

是君子，是仁者，是智者，更是一位贯通中西医两大领域

的医学家和拥有现代经营管理意识的企业家。王保平是
始终保持创业激情的企业家，沉淀多年的梦想已插上双

翼，站在新的起点上，王保平规划着造福国民、惠及人类

的事业版图，信心百倍。

作为医院的创业者、管理者，

他深知企业家的甘苦，深知企业的

发展，让多少企业家付出了健康乃

至生命的代价。王保平认为，社会

的经济发展需要一个素质良好的

企业家集团，但越来越多的事实表

明，以亚健康和心、脑血管病等为

代表的“企业家综合症”正全面降

低企业家的体力能、反应能、应激

能、耐久能及决策能，困扰着当代

企业家，影响着企业的开拓与发

展。

王保平在国内率先提出“企

业家综合症”的定义：由于高度紧

张的工作压力、高频率的应激反

应、高频度的烟酒应酬、高度的享

受以及高营养的过量摄入，引发了

心理与代谢的失调，导致高血压、

高血糖、高血脂、血液粘稠以及内

分泌的干扰，从而发生心脑血管

病、心因性疾病及免疫力低下等代

谢性失衡性疾病。“企业家综合症”

的症状复杂、多症并发，给治愈带

来极大困难，加之企业家奔波于日

常繁重的业务而忽略了自身保健，

致使许多优秀企业家由于身体的

原因，不得不过早退出领导岗位，

给企业和社会留下太多遗憾。有的

企业家患病坚持工作，终日靠“化

学药物”、“兴奋剂”、“镇静剂”、“降

压药”、“强心药”维持生命，心、脑

损害加重，药物反应又“火上浇

油”，易导致指挥决策失误。

2013年 8月，王保平与中国
企业联合会、中国企业家协会主

管的中国企业报社作为首批发

起人，倡导并成立“中国企业家

健康联盟”。就中国企业家健康

联盟请王保平阐明了宗旨和方

向。

中国企业家健康联盟的宗旨

是以企业家健康为本，针对企业家

群体中发病率、致残率、死亡率最

高的心脑血管病和糖尿病、癌症等

慢性病，以早检查、早诊断、早干

预、早治疗、早康复为特点，为不同

要求的企业家提供高水平、高标

准、高速度的心脑血管健康管理服

务。为中国企业家的健康保驾护

航，为中国经济的健康发展贡献力

量，就是对全社会负责。

“中国企业家(心脑)健康联盟”
不仅是我国一项新兴的健康管理

模式，也是与心脑血管病的产学研

紧密连接的共同学术团体，更是我

国企业家以健康管理为媒搭建的

唯一创新、合作、发展的交流平台，

也是产业战略研究和产业公共服

务平台；以总部 6.6万 m2、1200张
床位的五星级国际健康大厦为依

托，在未来的五到十年创建以经济

发达地区为核心，以环境优美、适

宜养生的区域为基地的 10家“中
国企业家 (心脑) 健康查体中心”、
“国际健康养老中心”等，为企业家

和全社会提供高水平、高品质、高

标准、高疗效、高速度的心脑血管

健康服务，让辛劳几十年的企业家

身体更健康、更充满活力与激情，

从而为企业多工作 10年、20 年！
为国家做出更大的贡献！

谈起企业家的健康，王保平

感慨不已：“中国的大多数企业家

是在带病参加激烈残酷的市场竞

争，焉能取胜？！防治“企业家综合

症”，已是关系到国计民生的重大

问题。”谈起“企业家综合症”，王保

平又信心百倍：“中外医学家已证

实，抓住了血液健康就是抓住了心

脑血管健康，抓住了心脑血管健康

就是抓住了企业家的整体健康。就

可能实现再干 20年、30年的企业
家梦想，实现长寿 120岁不是梦的
梦想！”

与面对患者时的耐心细致

截然不同的是，当谈到他一手创

办起来的济宁市老年血管病医

院时，王保平又显露出一丝不苟

的严格和说一不二的霸气。

“评判一家医院的好坏与

否，不光是看它建了多高的楼，

有多少先进的医疗设备，更重要

的是看它能为老百姓的健康做

多少实事。”王保平所说的实事，

首先是指高质量的疗效和服务。

在王保平的严格要求下，医

院建立了以科室为单位的全面

流程化质量管理模式，重点抓病

历质量、优质服务、控制药费等

综合考核措施，有效提高了临床

治愈率。20多年来，医院没有出
现医疗事故，基本没有医疗纠

纷，病人出院后调查满意率达

99豫，并且是山东省唯一连续 12
年获“山东省级消费者满意单

位”及“中国十大知名专科医院”

的医疗机构。王保平总结出独特

的 6000多字的“医院文化手册”，
用独特的医院文化塑造人、管理

人。

医院依托血液平衡的核心

技术，网络化管理及网站建设，

长期将药占比严格控制在 35%
以下。在血液平衡治疗中，使用

的药品多为中医专家几十年积

累研制的中药或中药提纯物，配

合少部分的微量元素等西药，极

大地降低了患者的治疗成本。同

时，也使医院避免了当前大多数

公立医院经营过度依赖药品加

成的问题。出院病人随机抽查满

意率达 99%！
2002年，济宁老年血管病医

院成为山东省第一家加入医保

定点单位的民营医院。2008年 3
月，济宁老年血管病医院又被批

准为全市新农合定点医院，为医

院带来了更多的病源，促进了医

随着王保平和他的血液健

康疗法蜚声中外，慕名到济宁找

王保平学术交流、保健治疗的人

士络绎不绝，其中不乏国内外医

学界名家、政商文化界的知名人

士。

诺贝尔医学奖获得者盖蒂

赛克教授不远万里来到医院考

察，对医院治疗心脑血管病、糖

尿病的方法和效果进行了考察

研究，他说：“我完全赞成糖尿病

不是糖的新观点，中国的医学很

有道理，应当传播到美国和世界

各地。”

中国协和大学杨子斌院士、

陆莉娜教授，301 医院赵霖教
授、卫生部培训中心李传俊教授

更是多次来医院考察交流，均称

“血液健康疗法是可以获国家大

奖的成果”，“应当获诺贝尔奖提

名”！联合国和平基金会副主席

杨帼兰二次来院亲身体验血液

健康治疗，称“降低血胆固醇效

果神奇！”

“还是那句话，让疗效说话。

患者经过治疗，感受到切实的疗

效，自然对我们的医术信服。”王

保平对此并不谦虚，“让每一个

接受治疗的患者满意而归，是我

作为医生的职责所在，也是我们

医院对所有患者的承诺。”

企业家患心脑血管病、糖

尿病的较多。 20 多年来，国内
外 1 万余名企业家来医院治病
保健，都满意而归。王保平也

积累了丰富的经验，逐渐形成

了成立“中国企业家健康联

盟”思路。全天候、一对一的企

业家健康管理服务模式，也日

臻完善。

深夜，当通明的万家灯火悄

然熄灭，63岁的王保平依然在灯
下伏案工作。35年来，从开始心
脑血管疾病研究的那一刻起，他

几乎每天只睡四五个小时，将大

部分的时间投入到对这些世界

顶级疑难重病的创新研究和治

疗上。经过几十年坚持不懈的努

力，进行了上百次动物实验、上

万例临床观察、几百万字的科研

记录、上千万字的文献研读，他

形成了独立的血液平衡思想，并

开创了全新的血液健康疗法。

1999年，卫生部及中国保健科技
学会组织了在京的 20 多位知名
医学专家、院士在中国科学会堂

这一神圣殿堂举办了“中国血液

平衡医学与血液平衡疗法研讨

会”，与会专家充分肯定了这一

创新医学的诞生，提出“血液平

衡疗法可能会是一场医学革命”

的预言。

“血液平衡”，源自王保平对

中华传统医学文化精髓的继承

和发展。生活在孔孟之乡，深受

儒家文化的滋养，让王保平对中

国传统文化，尤其是传统医学文

化有着深刻的理解。在深入研读

“整体医学”、“活血化瘀”、“辨证

施治”等中医理论的基础上，王

保平结合现代医学对心脑血管

疾病病因病理的研究，重新分析

了血液与血管的因果关系，提出

了血液平衡医学理论。他认为，

心脑血管疾病的病根在血液而

不在血管，是血液首先出现了病

理性改变，导致血管发生损伤、

堵塞、出血、坏死，从而引发各类

心脑血管疾病。因此，治疗应从

血液入手，“解决上游问题”，通

过“改善血液质量”，使衰老的病

态血液变为年轻而充满活力的

健康血液，激活人体的细胞潜

能，产生机体免疫力，促进血管

软化、修复和血管再生，进而达

到“整体生命平衡”，从根本上治

愈心脑血管疾病的目的。

王保平用血液健康疗法为

10 万多例心脑血管病患者解除
了痛苦，发表了 100多篇论文和
参编 20多部专著，这一理论在艰
难奋斗和争议中渐渐得到关注

和认可。

王保平的医学创新还不止

于此。随着研究和治疗的不断深

入，王保平形成了一整套与众不

同的观点和学说，其中最为世人

瞩目的是他提出的十大医学反

观点：

血 管 病 不 能 单 纯 治 血

管———治血液是根本；

脑 出 血 不 能 单 纯 治 出

血———治缺血疗效高；

动 脉 病 不 能 单 纯 治 动

脉———治静脉是疏导；

脑 血 栓 不 能 单 纯 治 血

栓———治出血是关键；

高血压不能单纯使用降压

药———软化动脉见奇效；

高血脂 不宜单纯 用降粘

药———血液年轻效果好；

高血糖 不宜单纯 用降糖

药———降血脂最明显；

冠心病最好不开刀———修

复、代偿、内搭桥；

癌症治疗不能靠手术与化

疗———提高抗体，平衡血液最重

要。

王保平的许多预言都被证

实是正确的。王保平不赞成使用

大剂量溶栓药或内支架手术治

疗心脑血管病，也不赞成长期服

用化学药来控制血压或降低血

脂，他认为这些都是“治标不治

本”的方法，并且由于白种人、黄

种人肝脏内药物代谢酶———P450
酶的活性有 10倍的差异，进口西
药未必适合中国人！依据他的理

论，心脑血管病、外周血管病、糖

尿病、高血压等近百种疾病，都有

共同的病理变化：一是血液高粘

滞、高脂血、低灌流、低代谢、局部

缺氧、淤血、酸血症；二是微血管

内微血栓形成，出渗血及无复流；

三是细胞内及血管内水肿，能量

交换障碍；四是血管内皮损伤形

成及动脉粥样斑块等改变。因此，

他认为只有改善血液质量，才能

达到根治疾病的目的。

1999年，王保平带着他的十
大医学反观点在人民大会堂作

专题报告，一语震惊四座。他的

十大医学反观点被逐一证实是

有价值的领先的新观点。他提出

的平衡医学九大章法、王氏八大

医学观、五大健康观念、五大长

寿观、五好医生标准也都一一得

到了验证。2012年，在中国心脏
大会期间，美国 SCAI（心血管造
影和介入学会）联合主席 Apple原
gate在接受《中国医学论坛报》记
者采访时说，“我希望 50 年后介
入心脏病医生不再是‘管道工’，

理想境界是从上游预防血管堵

塞的发生，如果不能，也希望用

更有效的治疗手段促进整个血

管系统的康复，而不仅是局部修

补和疏通。”看罢报道，王保平自

豪地说，“我们的血液健康疗法

至少领先欧美 50年。”
从事血液平衡研究 30 多年

来，王保平承担了十余个省级课

题的研究，随着研究成果的转

化，血液平衡技术也得到创新和

提高，给预防和治疗各类心脑血

管病等慢性病打开了一条希望

之路，王保平也因此扬名海内外

医学讲坛。

血液平衡医学和血液健康

疗法先后获得国家科委、中华医

学会、山东省科委及卫生厅等多

项科技成果奖以及国家专利 3
项。王保平在海内外获奖 200多
项，发表论文 100多篇，合作著书
20 多部，先后 8 次在人民大会
堂、4次在钓鱼台国宾馆演讲。美
国、日本、德国、法国、澳大利亚等

十余个国家的医学组织邀请王

保平前去讲学或进行科技合作。

王保平受邀代表中国医学专家

在联合国和平与健康大会、世

界中医药大会、世界健康大会、

美国第 81 届国医节、意大利、
马来西亚、澳洲等国家以及中

国香港、中国台湾地区国际医

学大会进行专题演讲 50 多场。
在台北大学医学院召开的“国

际医学论坛”主题发言后，台湾

卫生署中医医师会长张成国和

西医医师会长石曜堂分别以

“对西医学的颠覆”和“极为震

撼”抒发了对王保平发言的高

度评价。随后，台湾医师会组团

参观访问了济宁老年血管病医

院后评价说，“济宁老年血管病

医院是大陆为数不多的具有人

文文化和管理优秀的医院，台

湾同行应多来学习”。王保平的

演讲在国际医学界一次次掀起

中国创新医学的热潮，他也成为

山东省医疗界在全国乃至国际

最知名的医学专家之一。

院的快速发展。

为了让更多患者能够通过

血液健康疗法找回健康，也为了

血液健康疗法能得到更大程度

的推广和应用，王保平还开创了

一条医疗科技成果产业化之路。

20多年来，他们先后与黑龙江牡
丹江市劳动局医院、内蒙古南木

林业局医院、广西桂林市卫生局

等 200多家中小医疗机构开展医
疗科技成果合作，王保平成为国

内实现医疗科技成果产业化的第

一人。王保平引入连锁经营的管

理理念，成立了 BBM 医院集团，
已成功发展陕西省红十字会医

院、浙江省温州市友好医院、河南

省信阳市红十字会医院、昆明市

城南老年病医院等 30 余家品牌
连锁合作医院。随着 BBM医院集
团的版图不断扩张，王保平坚信，

“血液健康疗法将造福更多的患

者”。

一个孜孜不倦、勇于创新的学者

一名技艺超群、誉满海内外的医者

一位关注“企业家综合症”的智者

一位管理有方、经营有道的院长

王保平院长咨询电话：13305478819

mailto:liulinglim@163.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