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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治疗，轻科研’是前些年海
医附院的状态，同时也是全省医疗机
构的通病。”海南医学院附属医院副
院长何琪懿表示。

人满为患的大医院，如何把眼前
的病人治好，成了众多医生眼里或者
医院评价体系里的重头戏。把精力
投入到治疗，科研能力逐渐萎缩。

“科研才能推动医学发展和进步，
在硬件水平同等的情况下，科研能力
决定一家医院的未来发展空间。”何琪
懿说，“但是科研投入大，见效慢，导致
许多医院只看重眼前治愈了多少病

人，而不愿更多地投资未来。”
从 2011 年海南医学院申硕开

始，作为省内唯一的高等医学院校附
属医院，海医附院加重了科研建设的
力度，将科研工作放在与医疗、教学
同等重要的地位来抓，基本形成了完
整的科研管理体系，实现医教研“三
位一体”协调发展。

“2011年学校申硕，2014年医院
临床专业认证，可以说起初我们的转
变是被逼出来的。”何琪懿说，在转变
的过程中，无论是医院还是医生都逐
渐认识到科研水平推动医疗水平的

提高，最终的受益者将是患者。
“钢板、人工骨等国外进口的人

工材料按克卖，而且比黄金还贵，因
为我们自己造不了，患者承受着比较
重的医疗负担，医学工作者应该承担
起这份科研的责任。”海医附院创伤
中心主任彭磊表示，曾经自己也陷在
繁杂的诊疗工作中，但他逐渐认识
到，任何行业都是要靠创新引领，如
果不迈出科研的脚步，那么海南的医
学水平永远都是跟着别人后面走。

2013年起，海医附院启动了科
研人才培养计划，科研课题按比例给

予相应的配套资金，重人才、重科研、
重学术的意识大大增强。

国科金项目作为国家级科研项
目，已逐渐成为科研项目水平的一个
重要的标志，同时也是产生各类科研
成果的主要来源。

“我们以这个作为抓手，来鼓励医
生们进行医学研究、加强对外交流。”何
琪懿说：“我们鼓励主治级别的医生报
院级科研项目、高级别的医生可以报省
级科研项目，而再有能力的医生则可以
申报国家级项目，在海医附院，一个有
层次的科研体系已经构架起来。”

由此可知，海医附院已结题的

8项国科金项目已产生的论文中，作

为高质量科研成果的SCI收录论文
占比超过了一半，是国科金项目的主
要论文成果。

今年获批15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创全省各医疗机构获批数量历史新高

海医附院：搭科研舞台 促医学进步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20 世纪 80 年代
初，为推动我国科技体制改革，变革科研经费拨
款方式，中国科学院89位院士（学部委员）致函
党中央、国务院，建议设立面向全国的自然科学
基金，得到党中央、国务院的首肯。随后，在邓
小平同志的亲切关怀下，国务院于1986年2月
14 日批准成立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国
科金坚持支持基础研究，逐渐形成和发展了由
研究项目、人才项目和环境条件项目三大系列
组成的资助格局。建立了以面上、重点、重大项
目三个层次为主、一系列专项基金相互配合衔
接的项目资助格局。20多年来，国科金在推动
我国自然科学基础研究的发展，促进基础学科
建设，发现、培养优秀科技人才等方面取得了巨
大成绩；为提升基础研究创新能力进行了有益
的探索，积累了宝贵的经验，为我国基础研究的
发展和整体科研水平的提高作出了积极贡献。

采访中，笔者获悉这样一组数
据：作为集医疗、教学、科研于一体的
三甲医院，海医附院将国科金项目摆
在特别重要的位置，并通过各种措施
提高该项目的中标率。自 2011 年
起，国科金项目作为国家级科研项
目，该院获批项目成逐渐增长趋势。
自2011年起，全省医疗机构共获批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108项，其中
该院61项，占全省医疗机构56.5%。

在2011年立项获批8项课题中，
至2016年初已全部结题，其他年度
的国科金项目尚在进行中。根据国
科金系统成果登记统计，海医附院已
结题的8项项目，共发表SCI收录论
文22篇、中文核心期刊论文3篇、统
计源期刊论文7篇、其他类别论文6
篇（注：标注以上项目基金但尚未发
表的论文或著作等未统计在内）。此
外，各项目的成果用于申报科技进步
奖等工作已在进行中。

已结题的8项国科金项目已产

生的论文中，作为高质量科研成果的
SCI收录论文占比超过了一半，是国
科金项目的主要论文成果。

科研的繁花似锦，带动了临床治
疗的进步。经过几年的努力，脑血管
介入诊疗技术逐步发展，在海医附院
实现从无到有。近3年来，该院神经
内科已完成脑血管造影近200例，脑
血管支架置入术近30例，明确诊断
后通过最优的药物治疗或支架治疗，
最大程度减少中风的发生，减轻了家
庭和社会的负担。

“辅助生殖技术从后台面向大
众，不断的趋于精准化，每一次的提
升都离不开科研。”卢伟英说，患者是
科研发展中极大的受益者。例如基
因病遗传病可以通过基因诊断技术
来选择正常的胚胎移植到妈妈肚子
里，避免不健康的胚胎造成流产，保
护了高龄妇女。海医附院生殖医学
中心有一支专门的科研队伍，使得临
床技术得以不断进步。

而彭磊所带领的海南省创伤与
灾难救援研究重点实验室，也在与中
科院合作，未来承担着科研转化的重
任，将一系列产品国产化，降低患者
的治疗成本。

科研不仅令患者登门，曾经留不
住的人才也“回来了”。海医附院心
血管内科李天发教授告诉记者，由于
科研项目落户和科研发展的进步，科
室里读博士的医生毕业后选择回到
医院。“如果一家医院没有科研，人才
很难留得住。”李天发表示。

“项目对人才的培养至关重要。”
何琪懿有个设想，医学院1个临床专
业如果有60个研究生，若一半科研
能力优秀的留在海南，那么5年下来
将有近200名人才，他们将对海南医
疗界产生深远的影响。

“我们愿意将自己的经验与其他
医院交流和分享，我们更愿意看到整
个海南医疗界一起发力，提升科研能
力，春色满园。”何琪懿说道。

据了解，海南省医学科研整体水
平与省外的其他知名三甲医院相比，
仍有长足的发展空间。海医附院还
将继续加强科研的脚步：第一、加强
人才引进，尤其是高层次科研人才和
博士学位人才，带动医院整体科研实
力；第二，加强实验平台建设，加大中
心实验室建设力度，建设一批省部级
和市级重点实验室，并引进专门实验
技术人才；第三，加强合作，临床与基
础合作，实现基础转化临床双赢局
面。与其他院校和实验室合作，以他
山之石来夯实我院研究之基础；第
四，落实临床科室主任和医生的科研
绩效考核，激励现有医学人才进行科
学研究。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
越”，海医附院将一直秉承“仁爱、恪
职、精诚、创新”的院训，关爱患者、恪
尽职守、精益求精、求实创新，以科技
创新推动医学发展，为海南省的医疗
卫生事业做出自己的贡献！ （小可）

在海医附院内有一个挂着中心
实验室牌子的小楼，二楼则是海医附
院甚至省内所有医生科研的摇篮。

实验室主任周海燕在国外工作
30多年，于2011年回国进入海医附
院。“国外医院的排名都是根据医院
科研能力而定，要做一家研究型医
院，必须要改变。”周海燕说，实验室
面向全省医生开放，如今申请在实验
室里做科研的医生人数已经比前几
年翻了几倍。

“这里目前只有250平方米，不
过根据医院的规划，未来将建设一间
3000平方米的标准化实验室。”周海
燕说。

据了解，为了加强实验平台建
设 ，海医附院目前用于开展科学研
究工作的实验平台主要有本院的中
心实验室及两个省级重点实验室
——海南省人类生殖与遗传重点实
验室、海南省创伤与灾难救援研究重
点实验室。以上三个实验室的实验
设备和实验环境基本上可以满足本

院当前各级科研项目的实验研究。
在研科研项目逐年增多的情况下，该
院将进一步加强实验平台的建设，为
科研项目的开展保驾护航。

除了实验室平台外，医院加强学
科建设，提高医院核心竞争力，目前
已获批设立了4个国家级重点专科
建设项目（急诊医学科、肿瘤科、中医
肝胆病学、针灸科），4个省级医学重
点学科（神经内科、妇产科、病理学、
医学影像学），以及3个省级医学重
点扶持/特色专科——乳腺肿瘤外
科、生殖医学科、呼吸内科。经过近
几年的建设和发展，各学科（专科）已
具备较高的医疗和教学水平，基础和
临床的结合发展，也具备了一定的科
研实力，为医院人才培养与科学研究
起到了良好的推动作用。

海医附院呼吸内科主任周向东
是去年引入的人才，在国内医疗科研
界被视为“牛人”，今年呼吸内科独得
3项国科金。“海医附院的竞争是放在
全国医院的盘子里，如果不做科研，

逼着医生们不断的学习思考，那靠什
么来弥补差距！”周向东快人快语，他
在加强科室科研氛围的同时，也促进
了呼吸内科的医疗发展。

据介绍，为了加大科研力度，海
医附院引进的学科带头人和学术带
头人，为医院发展特色学科并形成自
己的医疗特色提供强大的智力支
持。人才引进在给医院人才队伍注
入新鲜血液的同时，也带来了新的科
研理念，拓展了医院在科研方面的研
究领域；而依托学科建设过程和医院
的青年培育基金项目，对本院中青年
医师科研能力进行培养，则为医院科
研队伍持续壮大提供强大的人才支
持，也在院内形成了申报科研项目、
开展科学研究的浓烈氛围。

为进一步提高医院国科金项目
申报书的内涵质量，海医附院于前后
两次邀请了海南医学院特聘教授、国
家杰青、长江学者、973项目首席科
学家黄灿华教授到医院做培训与指
导，专门对国科金项目申报书撰写的

培训及现场的修改指导。此外，为培
养医护人员的科研兴趣、夯实青年科
研人员的科研基础，医院于今年3月
份至今，每个月都邀请黄灿华教授到
本院做一次读书报告指导会，真正从
最基础的科研能力培训科研人员，在
全院内形成“想读书、会读书；想做科
研，会做科研”的氛围。

注重临床与基础结合，结合临床
工作技能与基础医学研究，真正将理
论应用于实践，通过实践不断丰富理
论、促进理论的发展并进一步指导实
践，是开展科学研究的主要目的，也是
国家资助科研项目开展的主要宗旨。
为此，医院鼓励各科研人员在申报科
研项目时尽可能将临床工作与基础研
究相结合进行申报。医院今年申报的
国科金项目中，部分项目将临床与基
础紧密结合，与海南医学院的海南省
热带病重点实验室、本院的海南省人
类生殖与遗传重点实验室、海南省创
伤与灾难救援研究重点实验室等实验
室联合申报，提高了中标率。

三亚的王先生
如今已是一对双胞
胎的父亲。1年前，
年过 40的他，还在
为当不上爸爸愁眉
不展。

幸运的是，王先
生成为了海南医学
院附属医院生殖医
学中心移植前胚胎
诊断技术应用的第
一个患者。通过胚
胎染色体检测，医院
为王先生排除了异
常染色体，帮助他拥
有了健康的宝宝。

“如果没有科研
力量，和王先生类似
的患者群体，将继续
游离在康复的大门
之外。”海医附院生
殖医学科主任医师
卢伟英如是说。

近日，从北京
传来一个令海南医
学院附属医院兴奋
的消息：2016 年度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项目（以下简称“国
科金项目”）评审结
果公布，海医附院立
项取得重大进展，获
批项目 15 项，获批
经 费 共 计 565 万
元。不仅创该院国
科金获批数量历史
新高，也创全省各医
疗机构获批数量历
史新高。

科研项目的青
睐并非无缘无故，这
源自海医附院在科
研工作上的“浓墨重
彩”，将为医院甚至
省内医学水平发展
带来更值得患者期
待的未来。

转变 治愈“重治疗、轻科研”之病

搭台 医院搭建舞台 医生唱科研大戏

硕果 科研之花开满院 患者终受益

作为集医疗、教学、科研于一体
的三甲医院，海医附院将国科金项目
摆在特别重要的位置，并通过各种措
施提高该项目的中标率。自2011年
起，国科金项目作为国家级科研项
目，该院获批项目成逐渐增长趋势。

自2011年起，全省医疗机构共

获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108
项，其中该院61 项，占全省医疗机

构56.5%。

其他类型论文
6篇 占15.8%

海医附院已结题国科金项目
产生的论文统计及占比

SCI收录论文
22篇 占57.9%

中文核心期刊论文
3篇 占7.9%

统计源期刊论文
7篇 占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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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医附院医生在做实验。

海医附院大楼。

科研发展带动了临床治疗的进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