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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4月25日，
文昌小伙詹达永突然
瘫倒在地，被诊断为

“急性脑动脉血栓栓
塞”，这种病从发病到
治疗时间如果超过6个
小时，病人将终身瘫
痪。幸运的詹达永在
同济文昌医院及时接
受了介入微创手术。

“没想到文昌市人
民医院会有这么好的医
生！”詹达永不知道，给
他看病的医生是深圳市
人民医院介入中心学术
带头人窦永充教授。

2014 年，同济托
管文昌医院挂牌运作
后，实现了文昌老百姓
口中“疑难杂症不用
愁，同济专家在文城”
的质的飞跃。

医改5年来，建设
村卫生室、以托管形式
提升市县医疗服务水
平、引进高端医疗机构
帮扶海南拥有高水平
医疗技术……

“为海南百姓创造
一个病有所医、医有所
保的就医环境。”成为
全省卫生计生工作者
追求不懈的目标。

建设村卫生室、以托管形式提升市县医疗水平、引进高端医疗机构

百姓病有所医病有良医

从去年7月开始，改革后便捷

的生育服务证申领方式在全省铺

开。我省也成为全国推进生育服

务证改革后第一个使用便民服务

系统实施就近领证的地区。

程序的简化并不意味着放松

管理，而是依托省全员人口数据

库、省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综合管

理系统、国家人口宏观决策管理

系统流动人口子系统核查相关信

息，核实工作全部由电脑完成，不

再要求群众提供书面证明材料，

同时把工作人员从繁杂的人工审

核中释放出来。

今年，我省免费孕优检查和

地贫筛查服务对象，由农村扩展

到城镇，即城乡符合生育政策计

划怀孕夫妇每孩次都可以享受 1

次免费孕前优生健康检查和地

贫筛诊服务，实现了孕前优生项

目和地贫筛诊服务全省城乡全

覆盖。

统计数据显示，截至去年 10

月底，我省已阻断了31例重型地

贫胎儿的出生。2011年至2015年

10月底，我省共为18.13万对计划

怀孕夫妇免费提供了孕前优生健

康检查，为39.3万人（19.7万对夫

妇）免费提供了地中海贫血初筛

服务，共阻断73例重症地贫儿的

出生，让73个家庭免于地贫悲剧。

村卫生室标准化率96.1%
老百姓看病不出村

琼海石壁镇南通村，一个步行到石
壁镇上需要5个小时的苗村。1986年，
凌家范被派到这里当抗疟员时，这里正
是疟疾肆虐的重灾区。他的到来，结束
了这个苗村没有村医的历史。

“当时来了一两天就想跑了。”凌家
范坦言，那时的卫生室是一间用木板搭
起的简陋小屋，只有一张小床和一张桌
子。每天下班后，还要捡拾柴火，在屋
外用三块石块垒起简易灶台生火做
饭。8年后，村里才帮忙盖起了低矮瓦
房。到2010年才有了现在的村卫生
室，如今凌家范已经有了一间非常漂亮
的标准化卫生室。

“基层医疗条件确实比以前好了太
多太多”凌家范不禁感叹道。

说起以前的乡村卫生室，陵水黎族
自治县卫生局局长詹良用“看了都要流
泪”来形容。“几乎破败不堪，没有像样的
村卫生室，满院子长着野草。”詹良知道，
这样的基层卫生条件，意味着老百姓看
病，就不得不跑到离家里很远的地方去。

如今，陵水椰林镇联丰村卫生室
里，63岁的村医胡茂椿做梦也没想到，
自己不但拥有了一间标准化卫生室，还
能够借着陵水乡村卫生服务一体化改
革的春风，上起了大学。

“我能靠自身水平的提高，给村民
提供更好更专业的医疗和公共卫生服
务，让村民也享受家庭医生的服务。”胡
茂椿自信满满地说道。

过去，由于村卫生室设施和医疗技
术有限，陵水黎安镇大墩村的村民们时
常要跑到镇卫生院或者县人民医院看
病，这不是一件容易事，通往外界的中
巴车1个小时才有1班，坐上车后还要
颠簸半小时。

受益于改革，村卫生室医疗硬件和
软件水平不断提升，“老病号”吴玉英说
自己以后看病再也不折腾了。

据了解，近年来，中央财政投入
2.13亿元用于我省卫生院业务用房、周
转房建设。省财政投入资金6505.8万
元用于标准化村卫生室建设，累计建设
60平方米标准化村卫生室2332间，村
卫生室标准化率96.1%。中央、省财政

投入2014万元用于村卫生室信息化建
设，为2476所卫生室配备电脑、打印
机，并开通网络宽带。省、市县财政投
入2352万元为49个乡镇卫生院配置
院前急救标准化救护车和车载设备。

引入高端医疗
实现大病不出岛

曾经，文昌市人民医院的医疗技术
水平相对落后，许多危重病人只能转往
海口的三甲医院进行治疗，不但增加了
病人负担，医院的发展也受到了极大的
限制。

2014年11月28日，完善了硬件条
件的文昌市人民医院正式挂牌同济文
昌医院，委托华中科技大学附属同济医
院管理，常驻5名专家并带来先进的管
理及医疗技术。

介入微创医学，文昌市人民医院原
是一片空白。同济文昌医院挂牌运作
后，与国内介入微创技术发展领先的深
圳市人民医院签订了帮扶合作协议，引
进该院介入微创中心学术带头人窦永
充教授来院帮扶指导。

在窦永充的指导下，医院成立了介
入微创诊疗中心，并先后开展多项先进
诊断和治疗技术，使医院的介入微创技
术达到省内领先水平。

同济医院派出5名专家常驻同济
文昌医院工作。8个月来，在同济专家
的努力下，医院共发展了49项新技术，
呈井喷式发展，手术范围不断拓展，技
术难度不断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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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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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年7月13日这一天，国内知名

眼科专家、中山大学眼科中心原主任钟
兴武记忆犹新。他离开中山大学中山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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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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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和基金会联手投资，引
进高水平医院托管，这种模式在全国尚
属首次尝试！”钟兴武说，这种全新的模
式令他眼前一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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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今医院早已结束了海南眼疾患
者出岛求医的历史。

除此之外，解放军301医院在海南
建立分院，开诊以来，日门诊量从50人
次上升至近 3000 人次，累计接诊
128.23万人次 。开展各类新技术246
项 其中七十项填补海南空白。机器
人外科手术等10余项创新技术，不仅
填补岛内空白，有些达到世界先进水
平。助推海南老百姓大病不出岛的健
康梦逐步实现。

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人民医院托
管给山东齐鲁医院、海南省肿瘤医院开
业……越来越多的病患，不用再受岛外
求医颠簸之苦。

省卫生计生委主任韩英伟告诉记
者，在海南省内整体的医疗改革大框架
下，将会打造东西南北中5个重点区域
建设规划，力求用区域的先进医疗水平
辐射全省。如今海口市、三亚市都有着
较高的医疗水平和基础设施。

“现在海南眼科病人基本上结束了
出岛求医的历史，相信未来海南患者不
再出岛的目标也能加速实现。”韩英伟
说道。

专科医院从无到有

2015年12月25日，海南省肿瘤医
院正式建成开业，结束了我省没有肿瘤

专科医院的历史。
海口患者，长期在广东治疗的夏海

东，早早便来到了医院。眼前没有嘈杂
和拥挤，只有如酒店一样干净明亮的环
境和医护人员亲切的笑脸。“来这里每
走几步路都有引导员，这么大的医院我
都没迷路，哈哈。”夏东海笑了，他说自
己终于找到了可以托付生命的医院。

“我是个病人，也经不起折腾了。
可曾经去的医院床少，人多，放疗的时
候排队、等床，别提多折腾了！”说到这，
老人摆了摆手。

看到省肿瘤医院开业的消息，夏东
海立即让儿子预约了专家。

12 月 30 日，在琼海市国营东红
农场医院内，随着一场简约开工奠基
仪式的完成，我省东部精神卫生中心
项目正式开工。这个项目的开工，让
省内重性精神疾病患者病有所医成
为可能。

据了解，近年来，省委、省政府高度
重视精神卫生工作，采取了一系列政策
措施，取得了明显成效。但我省精神卫
生防治工作仍面临着比较严峻的形势，
存在患者人数多，诊疗体系不完善，诊
治能力严重不足等问题。

海南省东部精神卫生中心项目的
开工建设，是我省精神卫生事业发展史
上一个新的里程碑，更是一项惠及百姓
的“民心工程”。项目的建设将从根本
上改变东部地区特别是琼海市精神卫
生服务体系的架构和服务能力。

继海南省眼科医院，省耳鼻喉头颈
外科医院等专科医院外，2015年我着
手建设或已完成了省肿瘤医院、省结核
病医院、东部精神卫生中心、省儿童医
院、西部中心医院、三亚妇幼保健院整
体搬迁、省人民医院秀英门诊楼及内科
楼建设、海南医学院附属医院门急诊大
楼建设项目、昌江中西医结合医院综合
大楼等九大重点项目，又成为岛内患者
新的期盼。

同时，我省大力推动社会资本办
医，2014年我省共批准社会资本设置
医疗机构20家，床位共4251张，力度
前所未有。社会资本办医所带来的精
细化服务和管理或将倒逼公立医院提
升服务意识，推动公立医疗机构的深化
改革。

（本报海口1月26日讯）

■ 本报记者 马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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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财政投入资金6505.8万元

用于标准化村卫生室建设，

累计建设60平方米标准化村卫生室2332间，

村卫生室标准化率96.1%。

便民惠民
让百姓少折腾

昌江南岭村卫生室医生正在给小患者诊病。本报记者 苏晓杰 通讯员 黄宾虹 摄海南省肿瘤医院暨天津肿瘤医院海南分院去年底建成开业。本报记者 陈元才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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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

中央财政投入2.13亿元

用于我省卫生院业务用房、

周转房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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