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开业至今
医院共接诊病人 78302人次
其中15532名为义诊患者

完成手术 7129例
其中赴市县进行免费贫困白内障

手术1072例

出院病人5667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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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不仅是生态岛，还要建
设名副其实的健康岛，这迫切需
要现代化的医疗康复体系作为
保障和支撑。希望通过与国内
知名医院合作，不断提升海南的
医疗康复水平，既造福海南本地
群众又吸引更多中外游客。

——省委书记罗保铭 6月
21日会见天津市肿瘤医院院长
王平时指出

6月14日上午，中山
大学中山眼科中心海南省
眼科医院7楼的一间病房
内，蒙在文昌老人王禄雄
眼睛上的纱布，被护士一
层层地拆下。病房里空气
似乎都凝固了，所有人屏
住呼吸，直到王禄雄用手
遮住左眼喊出一声：“看见
了！右眼能看见了！”

为了这一刻，王禄雄
和家人足足等了 5 年，也
在去广州的求医路上奔波
了5年。令王禄雄没想到
的是，重见光明的这一刻，
竟定格在自己的故乡。

曾经，因为海南眼科
医疗技术水平薄弱，有无
数眼疾患者为寻求光明，
无奈踏上岛外求医之旅。
路途颠簸、费用高筑、心力
交瘁……种种辛酸，无疑
加重了患者负担。

2012 年 12 月 22 日，
中山大学中山眼科中心海
南省眼科医院正式运营。
它的诞生、成长，结束了一
段海南眼疾患者出岛求医
的历史。 现实矛盾

眼病高发 技术薄弱
患者无奈“远飞”

“由于地理位置、日照时间长及紫外
线强等多种因素，海南成为眼病高发区，
特别是白内障致盲者占双眼盲的绝大多
数。全省每年新发白内障患者约3000
人。据不完全统计，截至2009年初，海
南有白内障盲患者近4万名。”中山大学
中山眼科中心海南省眼科医院副院长
（原海南省人民医院眼科主任）陈海波给
了记者这样一组数据。

然而，与眼病高发区相对应的，却是
省内眼科医疗技术水平的“不给力”。陈
海波称，虽然海南眼科水平也在逐步提
升，但相比全国而言，一直处于偏低位
置。“人才、设备都欠缺，省内各医院的眼
科加起来，每年就连新增的白内障患者
都做不完，并且只能解决常见、普通的眼
科病例。”陈海波曾经看着无数复杂眼病
患者奔波到省外求医，心里是说不出的
难受。“有些患者没能力出岛求医，只能
默默地在黑暗中度过，作为医生却无能
为力，心里很愧疚。”陈海波摇着头说道。

56岁的琼中人蔡南海，便是一个为
治眼病到岛外求医的患者。2011年初，
因为一次工作意外，有异物掉到他眼睛
里，由于一时疏忽不在意，直到眼睛感觉
不舒服时，他才到医院检查，最后被诊断
为眼角膜溃疡。“这种眼病当时在海南是
没能力治疗的。”蔡南海郁闷地说，当时
他在岛内医院治疗了两个月后，医生建
议他出岛，转院到广州的中山眼科医院
治疗。

2012年春节前后，蔡南海坐车一路
颠簸到了广州中山眼科医院。因为第一
次出岛看病，没有经验，临行前没有提前
预约专家号，蔡南海连排了几天队，都没
能挂上专家号。“本来生病就很痛苦了，
加上挂不到号，这种煎熬别人无法想
象。”蔡南海说，当时他在医院附近租下
房子，每天都去排队挂号，等了将近半个
月才终于挂上专家号。由于预约太慢，
他的手术被安排到了几个月后。

“出岛看病，折腾人不说，还多花不
少钱，这对于岛内的普通病人而言是很
痛苦的事情。”蔡南海说，他第一次去广
州诊断病情，一共花了1.3万元，其中医
药费6000元左右，而日常生活花销却达
到了7000元。术后，蔡南海回到海南，
大概隔一个月就得去广州复查一次，每
次都要花费不少钱。

儋州农民郑国成今年 73 岁
了，老爷子仍保持着每天喝茶看报
纸的习惯。能看报纸，对于郑国成
而言，是受益于5年前的一次白内
障复明手术。“我得白内障4年，看
东西都是模糊的，别说看报纸了，
就连生活自理都成问题，在家里总
是撞到东西。”2009 年 5 月，郑国
成在村干部的组织下，到儋州市人
民医院接受免费的手术，恢复了视
力。“那个手术叫‘亮睛’！”郑国成
回忆着。

郑国成口中的“亮睛”，是2009
年2月，海南省政府和琼籍港商邢李

创办的言爱基金会合作，在海南启
动的白内障患者免费复明手术项
目。言爱基金会捐助4000万元，让3
万多例海南患者免费接受了白内障
复明手术。

2009年，无论是对海南老百姓，
还是眼耳鼻咽喉医护工作者来说，注

定是一个好年头。
6 月 6 日，时任省长罗保铭与

香港言爱基金邢李 先生商定，海
南省政府和香港言爱基金按 1：1
共同投资建设“海南省眼耳鼻喉科
医院”。11月 1日，时任省长罗保
铭与香港言爱基金邢李 先生再
次商定，海南省眼科医院中加进耳
鼻喉科，选址在省人民医院秀英院
区内。

2010年6月8日，香港言爱基金
捐助医院建设项目正式签约。资金
有了，硬件水平不难提升，可人才、技
术怎么办？海南省卫计委主任韩英
伟至今都记得，时任省长罗保铭提出
了一个全新的模式：由政府和基金会
共同出资建设，交给国内一流眼科医
院运营管理。

经过考察，眼科全国排名第一的
中山大学中山眼科中心进入了海南
视线。2010年9月19日，时任省长

罗保铭在出席海南省政府和中山大
学签订合作协议的签约仪式上，向中
山大学黄达人校长提出将医院建成
后委托给中山大学管理运营。

“由政府和基金会共同出资建
设，交给眼科全国排名第一的中山大
学中山眼科中心来运营管理，这种医
改新探索受到了卫生部的肯定。”海
南省眼科医院常务副院长钟兴武表
示，海南省眼科医院建设的模式，是
利用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优势，在
广州中山大学中山眼科中心雄厚的
医疗技术力量以及精英团队支持下，
整合海南省优秀眼科人力资源，引进
国内外先进的眼科设备，具有强大的
发展基础和潜力。

由此，中山大学中山眼科中心海
南眼科医院成为一家功能定位在集
医疗、教学、科研、急救、保健和预防
为一体（“六位一体”）的三级专科医
院。

2012年7月13日这一天，钟兴
武记忆犹新。他离开原广州中山大
学中山眼科中心近视中心主任的位
置，带着“娘家”给的满满一卡车耗
材，正式扎根海南。

“说实话，起初刚接到任务，我还
有些犹豫。”作为国内知名眼科专家
的钟兴武坦言，手头的项目、发展的
平台、家庭的因素等，一度让他徘徊。

可在完全了解这家医院设立的
意义，并亲自来海南“摸底”几次后，
钟兴武扛下了海南省眼科医院常务
副院长这份重任。省卫计委主任（原
卫生厅厅长）韩英伟跟海南省眼科医
院的感情很深。“这个项目时间紧，任
务重，我和吴明（省卫计委副主任，原
卫生厅副厅长）几乎每个星期都要去
一两次工地。”韩英伟说，建设省眼科
医院充分体现了省委、省政府的高瞻
远瞩，容不得半点马虎。

钟兴武告诉记者，医院配置了国
际一流眼科医疗设备，由中山眼科中
心派驻多名知名眼科专家和省人民

医院、省医学院附属医院优秀眼科人
才组成强大诊疗队伍。

新医院运行，摆在钟兴武眼前最
大的难题，就是人才队伍的融合和培
养。“我们希望借助广州中山大学眼
科中心的平台，能够很快地培养起年
轻的医生。”钟兴武说道。

中山大学中山眼科中心海南眼科
医院作为专科医院，打破了综合医院
眼科医生专业方向不细分的模式。医
院分为8大科室，每个医生都向专科化
发展，朝一个研究方向深入地发展。

曾经在省内某三甲医院眼科工
作的医生刘利娜告诉记者，来海南省
眼科医院的1年半里，自己的专业技
术水平提升很快。“曾经我们是‘全科
医生’，什么眼部疾病都要看，但是都
不精。现在我们专业方向分得很明
确，我也找到了适合自己发展的更大
平台。”刘利娜说，“钟兴武院长带头
抓业务，几乎是毫无保留地把技术教
给我们年轻人，让我们成长很快。”

“建院至今，广州中山眼科中心

通过各种形式派出80人次，支持海
南坐诊或对疑难杂症患者会诊，来到
海南的专家都会对年轻的医生进行
传帮带，而年轻医生也可以“走出去”
到广州进修学习，这些方法让年轻医
生得到提升，打造一支技术过硬的海
南眼科医疗力量。”钟兴武说。

医院利用中山大学中山眼科中
心平台和影响，先后举办几次大型
学术专题会议，邀请来自欧美顶级
的国际性眼科专家协助眼科疑难杂
症会诊及授课；邀请来自全国的眼
科专家进行专题讲座，促进眼科交
流。同时，医院每周进行的中小型
学术活动，面向院内外医务人员，吸
引了海南各级眼科医生积极参与，
为整体提升省内的眼科治疗水平起
到了很大的作用。

据了解，目前医院先后引进国内
外医学领域的优秀研究者10人，全
院140余名职工中近20名为高级职
称人员，10 名博士（2 名博士生导
师），9名回国人员。

63岁的文昌老人王禄雄，在海南眼科医
院正式运营的第一天，就慕名找到了钟兴
武。老人患有病毒性角膜炎并伴有大量白
斑，多年以来不仅右眼丧失视力，而且一直
被疼痛折磨。要治好病，必须换眼角膜。可
眼角膜稀缺，而且即便有了角膜材料，海南
也无法进行这样的手术。

王禄雄在家人陪伴下去广州中山大学
中山眼科中心就诊，并排队等待眼角膜，这
一等就是5年。

“老人的痛苦可想而知！”钟兴武告诉记
者，他为老人先进行治疗止疼，再等待眼角
膜资源。

2013年5月，我省首个眼库落户海南眼
科医院。与此同时，海南省首例“穿透性角
膜移植联合白内障摘除和瞳孔成形术”手术
成功，填补海南角膜移植的技术空白。

从美国被钟兴武请回来的刘红山教授
拿出了一个小本子，上面记录的全是登记等
待眼角膜资源的患者名字。“海南省眼库的
建立，对海南省内需要进行更换眼角膜治疗
的患者意义重大。”刘红山说道。

王禄雄无疑是幸运的，他等到了眼角膜
资源，并成功进行了手术，右眼不仅不再疼
痛有白斑，而且视力也恢复到了0.1度。

省眼库成立后，积极引进国内著名角膜
专家和国外深造的归国角膜人才，并积极协
调国内外眼库，通过与斯里兰卡国家眼库、
辛辛那提眼库等国际眼库深度合作，斯里兰
卡国家眼库为医院捐赠了四批共14片眼角
膜，开启国外眼库捐赠我省角膜先例，实现
角膜国际资源共享。

身患20多年脓毒血症的老符（化名），辗
转治疗多年一直没好，转诊到省眼科医院，
病情得到良好控制，眼球回归正常位置，视
力恢复；子弹片嵌入右眼上睑七年未取出的
小张（化名），伤口感染反复发作久治未好，
最终导致眼球萎缩，是来自中大眼科的教授
帮他取出折磨了他七年的“罪魁祸首”……

短短1年半的时间内，海南眼科医院为
海南带来了20多种国内乃至国际的前沿治
疗技术。据统计，海南眼科医院手术量中约
占50%的病例为眼科疑难病例，基本结束了
海南岛内眼病患者出岛看病历史，甚至吸引
了广东湛江、河北、湖南等部分地区的患者
前来就诊。

据了解，依托于省眼科医院而成立的海
南省眼科研究所，将着力开展角膜病及眼表
面疾病的防治、白内障的发病机制与防治、玻
璃体视网膜疾病等热带眼病研究，以及眼科
实验研究，为高级科研人才提供研究平台。

在海南眼科医院未来的规划中，有很多
值得海南眼疾患者期待的内容。

钟兴武希望，依托中山眼科中心团队的
经营管理优势以及品牌效应，合理配置跨地
区的资源，争取在四年内发展成为在部分领
域居国内领先地位的区域复杂疑难眼病的
会诊和治疗中心，并逐步成为群众满意的与
国际接轨的区域医疗中心、热带眼病研究中
心，区域眼科医生培训中心，为眼病患者创
造更高质量的医疗环境，提供更加完善、全
面和人性化的服务，不断提高知名度和影响
力，力争实现成为三级甲等医院，逐步发展
成为与国际接轨的国内一流的现代化眼科
医院。

只是这些还不够，立足于海南天然的旅
游资源优势，海南省眼科医院将眼光放在了
医疗旅游上。

不久前，来自湖北荆州的一对夫妻特意
选择到海南眼科医院做全飞秒激光近视手
术。“我们对比了国内少数有这项先进技术
的医院，海南这家医院的价格适中，而且带
老婆过来还可以玩几天，感觉很不错！”接受
手术休息了1天，丈夫肖先生就迫不及待地
与妻子到三亚去看海了。

类似于肖先生一样，来海南眼科医院做
近视手术顺便旅游的患者并不算少。“只是
现在这样的患者还不成规模，我们希望用我
们优良的技术，搭配上海南得天独厚的自然
条件，能够探索出一条医疗旅游的路径。”钟
兴武说道。 （本报海口7月10日讯）

办医模式

省眼科医院由海南省政府
和言爱基金会共同出资建设，委
托给中山大学中山眼科中心运
营管理。

在省眼科医院的 100多名
职工团队中，其中30多人由中
山大学中山眼科中心委派，其他
人员则来自省人民医院、海南医
学院附属医院以及新进人员，省
人民医院的眼科诊疗服务转至
省眼科医院。

模式创新

人才培养

技术突破
建立海南省眼库
角膜移植手术零突破

新闻
点击

海南建设健康岛
观察（上）

未来规划
力争成为三级甲等
“盯上”医疗旅游

政府和基金会联手
引进高水平医院托管

打破传统培养模式
医生向专科化发展

■ 本报记者 马珂 周元 通讯员 钟友廷

2012年12月22日，由省政府和基金会共同出资建设、中山大学中山眼科中心

托管的省眼科医院成立，从此解除了岛内疑难眼疾患者岛外求医苦旅

海南眼疾患者
在家门口找回光明

海南省眼科医院医生正在进行角膜移植手术。

海南省眼科医院开展防盲义诊活动。

海南省眼科医院大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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