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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患13种疾病的吉亚梅，盆腔和宫
颈恶性肿瘤导致其腹部肿大如孕妇，行
走呼吸都很困难，多家医院求医都不愿
为她做手术。后其辗转至海南省肿瘤医
院，成功切除了12多斤重的肿瘤；

身患罕见胰腺肿瘤的郑女士，四处
求医无果，在海南省肿瘤医院得到救治，
重新看到生命的希望……

在海南省肿瘤医院，这种得到成功治
疗的病例有很多，这得益于他们“疗效为
王”的办院理念。“手术成功率如此高，治
疗效果如此好，不仅得益于医院拥有一流
的专家团队、一流的诊疗设备，更得益于
医院的发展理念，一切为了患者，疗效为
王，针对不同的患者制定个性化的诊疗方
案。”海南省肿瘤医院业务副院长刘韦淞
说，海南省肿瘤医院非营利性医院的性
质，决定了医院追究的不是经济利益，而
是治疗效果，是社会效益，是最经济最科
学地为患者解除病痛，恢复健康。

一流诊疗设备
现代精准医学的科技保证

建院之初，海南省肿瘤医院就奔着
建设全球一流肿瘤专科医院而去。因
此，医院投资方——海南第一投资控股
集团就斥巨资全球采购顶尖的医疗设
备，投资5亿多元人民币，委托美国GE
公司总采购了PET-CT、3.0T磁共振，
数字成像导管机、肿瘤实验室检测仪器
等1480台套先进的肿瘤诊疗设备。

癌症精准医疗需要基因检测和大数
据分析来进行治疗用药指导，关键是检
测技术的精确性及所检测标本所反映信
息的全面性。今年6月初，海南省肿瘤
医院与美国GE公司再度签署合作协
议，双方共同建立的分子影像中心——
集全球先进的医学影像设备和分子影像
技术，并融资采购一批全球顶尖的医疗
设备，为海南人民提供肿瘤疾病治疗高
水准的医疗服务。院长王铁林介绍，这
批设备到位后，海南省肿瘤医院将具有
高水准的肿瘤诊断、治疗能力，在肿瘤早
检查、早诊断、早治疗、预防为主、精准诊
疗方面有了可靠技术保证。

今年 7 月 1 日上午，参加完博鳌
2016世界医疗旅游与全球健康大会的
来自17个国家的100多专家学者，专程
参观了海南省肿瘤医院，一致称赞医院
先进的医疗设备的治疗理念。一所绿
色、开放、人性化的医院，希望以后能开
展广泛合作。美国印第安纳大学医疗集
团的兰斯教授还表示，“海南省肿瘤医院
很漂亮，设备都是一流的，这样先进的医
院在美国也很少见。”他希望印第安纳大
学医疗集团能和省肿瘤医院开展合作。

先进医疗设备，带来的不仅是精确
的检查结果，更重要的是为实施高难度
手术创造了条件，使过去传统医学难以
救治的病例有了成功抢救的可能。51
岁肺癌患者王先生在住院期间突发大咯
血，短时间内出血达300余毫升，呼吸衰
竭，神志昏迷。经海南省肿瘤医院胸外
科、重症医学科、介入中心、输血科等多
学科3个多小时的联手全力抢救死里逃
生。“这种突发状况非常凶险，如果医院
没有气管镜、微导管等微创设备，后果难
以想像。”海南省肿瘤医院重症医学科主
任鲁金胜操作气管镜寻到了出血点，并
帮助王先生清除了肺内及气道积血。随
后，患者转入医院介入中心行支气管动
脉栓塞术，通过微导管准确用栓塞剂堵
塞（栓塞）出血动脉，彻底止血。目前，患
者已经完全脱离生命危险。

一流专家团队
因患而异定治疗方案

随着分子生物学的不断发展和分子
靶向药物的出现，肿瘤的分子病理标志
在肿瘤的治疗中也凸显出了重要的意
义。在这方面，肿瘤的个体化特性表现
得愈加淋漓尽致，不但不同肿瘤的分子
病理标志存在极大的区别。精准医疗的
理念对癌症的治疗大有裨益。

“对医生来说，一直在坚持个性化治
疗，针对不同的患者制定不同的治疗方案。
精准医疗的提出，使现代医学的治疗理念、
治疗手段、治疗方案更清晰更明确，更有路
径可循。”海南省肿瘤医院妇科主任王俪桦
表示，“医学在发展，但疾病的发展也越来越
复杂。要达到精准治疗的目标，往往需要专
家多学科会诊。”王俪桦认为，在疑难重症治
疗中追求一流疗效，需要一支一流的专家
团队，它不是靠某个专家就可以完成的。

正是基于精准医疗的理念，海南省肿
瘤医院在重视医疗设备投入的同时，更重
视多学科专家队伍的建设。除了国内肿
瘤学科的发源地——天津市肿瘤医院强
大的医疗力量帮扶外，海南省肿瘤医院还
向全国发出百万年薪招聘学科带头人的
征集令：中国医学科学院首席科学家、国内
腹部肿瘤学科泰斗、74岁的邵永孚来了，

受邀出任业务副院长；中国神经外科医师
学术成就奖获得者，全军重大成果奖获得
者，享受政府特殊津贴的李安民来了；中国
协和医院病理科、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
院病理科主任医师、博士生导师何祖根来
了；参与多项美国国立卫生院肿瘤研究课
题、曾在佛吉尼亚大学肿瘤中心和华盛顿
Inova医疗系统微创外科中心从事外科工
作的肝胆外科专家李铎来了……他们担
负起了组建省肿瘤医院神经外科、病理科、
肝胆外科等科室的重任。省肿瘤医院从
国内外聘请的30多名学科带头人中，其中
2/3有欧美发达国家留学或从医经验。

有了如此强大的专家队伍，再复杂的
肿瘤疾病也会有精准的治疗方案与之对
应。以44岁患者吉亚梅为例，她在患有
盆腔和宫颈恶性肿瘤的同时，还有其他
13种并发疾症，入住海南省肿瘤医院时，
已经生命垂危。海南省肿瘤医院先后三
次组织全院13个学科的专家进行会诊。
大家综合分析患者病情，一致认为：如果
不及时手术，患者随时都可能病情恶化而
失去生命。而手术的难度和风险都很大，
最危险的是双下肢的深静脉血栓，万一术
中血栓脱落，就可能导致肺栓塞或心梗、
脑梗，抢救的机率很小，无论是患者、医
院、还是手术医生都将承受极大的风险。

为了保证手术安全，由我国著名的腹
部肿瘤外科泰斗邵永孚教授主持相关科

室专家，仔细分析了术中可能发生的意外，
精心制定了手术方案及多套应急预案。
决定手术分两步进行，手术由王俪桦、邵永
孚主刀，由李铎、刘月玲做助手。王俪桦是
妇科主任，完成上万例妇科手术；邵永孚是
海南省肿瘤医院肝胆外科和胃肠外科首
席专家，我国腹部肿瘤泰斗，享受国务院特
殊津贴；李铎是肝胆外科主任，在美国医院
工作多年，完成了8000多例腹部肿瘤手
术；刘月玲是妇产科硕士，擅长卵巢癌、宫
颈癌、子宫内膜癌根治术，及肿瘤综合治
疗。经过3小时10分钟的手术，吉亚梅体
内12多斤重的肿瘤成功切除。一年来，辗
转省内多家医院得不到救治的吉亚梅，终
于在海南省肿瘤医院寻到了生的希望。

一流管理护理
确保治疗全程精准高效

肿瘤这样的重症疾病，精准治疗应
该贯穿患者从入院开始的每一个治疗、
护理环节，因此流程的管理和术后的康
复护理也非常重要。

据了解，为了保证疗效，海南省肿瘤医
院制定了许多规章制度，严格执行，确保每
一名患者从入院开始的每一个环节都能得
到最好最有效的治疗和护理。凭着科学的
管理和严谨的作风，海南省肿瘤医院护理
秩序不断规范，护理水平不断提高。自开

院来，在院病人对护理工作满意度达98%。
“分工精细，又紧密合作，加上科学的

就医流程设计，这会帮助患者少走弯路、节
省医疗费用，并有效地解除病痛。”的确，医
护间密切配合非常重要，每台手术的成功
实施，医生离不开护士的协助，术后更离开
不开护士的精心护理，帮助病人康复。这
一点，头颈外科主任钱永感受特别深刻。

优质护理+科学管理，为肿瘤患者术后
高效康复提供了保障。患者术后的营养、
心理状态等，都成为海南省肿瘤医院精准治
疗的重要环节。因此，海南省肿瘤医院有专
门的营养师，根据不同患者的不同治疗阶
段，制定营养食谱，有心理师开展心理疏导，
帮助患者建立战胜疾病，恢复健康的信心。

52岁的鼻咽癌患者李先生，就得益海
南省肿瘤医院就医流程的科学管理。在他
的治疗、康复过程中，医生、护士、营养师、心
理师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李先生因鼻咽
癌转移，致左下腹腔至左髂窝巨大囊肿，剧
痛难忍。在辗转多家医院治疗无效后，今
年5月初到海南省肿瘤医院治疗。医院联
合多学科专家在微创综合治疗科主任李志
刚带领下，首次由临床医师、中医师、营养
师、药剂师和心理师“五师”联手，采取中西
医结合的治疗方案，对患者进行心理疏导，
帮助他戒除吗啡止痛的依赖，从营养支持
治疗入手，采取食疗结合药物调节的治疗
方法，在对李先生的疾病治疗精心管理和
护理一周后，李先生疼痛、出血症状消失，恶
病质得以纠正，精神状态明显好转而出院。

值得一提的是，海南省肿瘤医院从开
院之初，就建立了多学科集体会诊
（MDT）制度。由副院长邵永孚牵头，每
周四下午对各临床科室收治的危重疑难
患者进行集体会诊，结合影像资料及各种
检查数据，综合分析患者病情、病程、身体
条件及家庭经济条件，制定精准的、合适
的治疗方案。开院以来，先后组织多学科
集体会诊26次，已有73名患者从中得
益。MTD的优势在于，可以紧密结合多
种治疗，准确诊断和分析；可以基于患者
的需求动态评估制定个性化治疗方案。
从医院角度来讲，该模式提高了医院的综
合诊治水平，提高了医院影响力和医院各
学科之间的合作优势。（范南虹 张献怀）

投资22亿元人民币建设的
海南省肿瘤医院，拥有一流就医
环境、一流专家团队、一流诊疗设
备、一流管理护理水平。开业至
今半年时间，实施300余例复杂
危重肿瘤手术，无一例医疗事故，
无一例医患纠纷。

海南省肿瘤医院开业半年，已实施300余例复杂危重肿瘤手术

要做一流医院 追求一流疗效

➡ 海南省肿瘤医院追求用最经济、最
科学的方法为患者解除病痛。

图片由海南省肿瘤医院提供

本报讯 又是一年开学季，为了
使每一位考上大学的学子能够顺利踏
进校园，近日，我省多个市县、乡镇、单
位举行助学活动，帮贫困学子圆梦，一
时间各地爱心涌动。

省民宗委 8月30日上午，省民
宗委在海口举行“我的大学，感谢有
您”——爱心企业资助海南省少数民
族贫困大学生座谈会暨助学金发放仪
式，对今年考上大学的100名少数民族
贫困学生进行资助。据了解，省民宗委
今年共募集到爱心助学金50万元，此
次受助学生为我省被前三批院校录取
的品学兼优、家庭经济困难的少数民族

新生，每名学生一次性资助5000元。
昌江 8月30日上午，昌江黎族

自治县叉河镇政府举行2016年“爱
心圆梦”助学金发放仪式，现场为32
名贫困大学生发放助学金共计7.4万
元。今天下午，昌江举行2016年希
望工程“精准扶贫·圆梦行动”助学金
发放仪式，昌江举全县之力，联合政
府部门、爱心企业和爱心人士，共筹
集到了400万元助学金，发放给800
名贫困大学生。

省慈善总会、潮汕商会 8月30日
上午，省慈善总会、省潮汕商会在海口
举行“2016年度潮商奖（助）学金发放

仪式”，现场为获得2016年度潮商奖
（助）学金的132名应届高考学子每人
发放奖助学金5000元，合计66万元。

琼海 今年琼海市已有105名寒
门学子受助于金秋助学活动。据了
解，今年琼海市总工会启用我省、地方
财政拨付专项资金40万元和市总工
会部分经费，对琼海市应届大学专科、
本科困难学生每人救助5000元，中
专、高中困难学生救助1000元，回访
往届困难大学生，每人救助2000元。

海南东华软件有限公司 海南东
华软件有限公司8月26日举行捐助
仪式，向儋州100名优秀贫困大学生

共发放50万元奖助学金。
定安 8月30日下午，定安县总

工会举行2016年“金秋助学金”发放
仪式，向102名困难职工子女共颁发
助学金30万元。

保亭 近日，海南省对外经济发展
促进会在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举行爱
心助学活动，各界爱心企业为该县贫困
大学生捐助爱心助学资金30万元。

海口云龙镇 8月30日上午，海口
市琼山区云龙镇政府开展的“金秋助
学”公益助学活动向61名困难学子发
放15万元助学金。

长沙理工大学海南校友会 日前，

长沙理工大学海南校友会2016迎新
送新会在海口举行。本次活动发动了
许多往届校友，为家境困难的新生共
筹得赞助资金2.68万元。

东方 东方市正在筹备成立教育
发展基金会，进一步完善教育资助政
策体系。今年，该市已开辟多条大学
生助学渠道，帮助贫困生圆大学梦。

五指山 近日，五指山市委宣传
部、市总工会、市妇联、团市委联合下
发《关于开展五指山市2016年爱心
助学行动的通知》，凡是符合资助条
件的学生可获得2000元至5000元
的资助。 （综合记者来稿）

我省多地多单位举行助学活动

爱心助学情暖贫困学子

海南省公安厅
护林保胶总队
揭牌仪式昨举行
海南省垦区公安局正式更名为
海南省公安厅护林保胶总队

本报海口 8 月 30 日讯（记 者
良 子 通讯员樊磊 陈炜森）今天上
午，省公安厅护林保胶总队揭牌仪式
在原垦区公安局办公楼举行，标志着

“海南省垦区公安局”正式更名为“海
南省公安厅护林保胶总队”。

省公安厅党委坚决拥护省委、省
政府的决定，把垦区公安移交地方管
理工作作为一项重要任务来抓好、抓
落实。今年4月以来，省公安厅在省
深化海南农垦管理体制改革领导小组
办公室、省编办、省财政厅、省人社厅、
省农垦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的大力
支持下，牵头组织开展了18个市县垦
区公安机关和省垦区公安局机关的移
交工作。目前各项移交工作进展顺
利。

三亚将推广应用
6000辆新能源汽车

本报三亚8月30日电（记者陈雪怡）三亚今
天出台《三亚市“十三五”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
实施方案》，计划到2020年底，全市累计推广新
能源汽车6000辆（其中2016年为600辆），建
设充电桩5600个，旨在使新能源汽车在党政机
关、公共服务等领域得到广泛应用，基本建成布
局合理的充电设施服务网络和维修保障网络。

新能源汽车重点推广应用车辆共分10类，
分别为公交车、出租车、公务车、邮政快递车、园
林环卫车、景区旅游用车、机场用车、私人用车、
租赁用车、物流用车。此外，三亚将在公共机构
（全部或部分使用财政资金的国家机关、事业单
位和团体组织）中同时推广使用新能源汽车。

推广应用新能源汽车的同时，充电基础设
施建设也应加快跟上。根据《方案》，三亚将完
善充电基础设施配建，新建住宅配建停车位应
100%建设充电设施或预留建设安装条件，大
型公共建筑物配建停车场、社会公共停车场建
设充电设施或预留建设安装条件的车位比例不
低于20%。

“叶小斌”又捐款了
本报海口8月30日讯（记者丁平）今天，海

南省残疾人基金会的每日捐款公示中又出现了
“叶小斌”这个名字。记者从海南省残疾人基金
会获悉，原来，今天早上，“叶小斌”又通过转账
的方式，为残疾人捐款100元。

自从好人“叶小斌”的事迹被本报报道后，
引起社会各界关注，各界人士纷纷为他的爱心
点赞，有的表示要学习他行善不张扬，有的表示
要伸出援手帮助残疾人……

“叶小斌”的捐款虽然不多，但是他8个月
来持续为残疾人奉献爱心的举动难能可贵。

海南省残疾人基金会自2014年1月成立
以来，广泛开展以“大家都来为残疾人捐助一元
钱”为主题的募捐活动，使扶残助残的理念深入
人心。好人“叶小斌”的善举令人感动。海南省
残疾人基金会希望能够找到这位好人，感谢和
聆听他的故事，传递大爱。

海南省残联党组书记、理事长，海南省残疾人
基金会理事长符永对“叶小斌”的善举给予肯定，

“行善本来就应是自然而然的行为，哪怕只是点滴
小爱，也能积少成多，汇聚起强大的正能量。”

新闻追踪

8月30日，“海南省琼菜发展高级研讨会”暨“琼菜大师陈中琳授徒拜师仪式”在海口举行。来自全国烹饪界的大
师纷纷为琼菜发展建言献策，“琼菜大师”陈中琳收了10位徒弟，为琼菜传承注入新生力量。收徒仪式上，陈中琳以中
式传统拜师方式收徒10人，并向弟子们赠送了筷子。 文/本报记者 杨艺华 图/本报记者 袁琛

琼菜大师收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