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目前，国家卫计委仍在招募来
琼服务的老专家。未来将根据报
名情况和海南需求，陆续分批次组
织老专家团队来海南，形成长效的
帮扶机制。

对此，韩英伟表示，要实现我省
国际旅游岛和健康岛的建设目标，
就需要我们充分利用海南的环境优
势、生态优势和海南人热情、纯朴、
善良的特点，努力做到环境留人、感
情留人，落实好省委省政府柔性引
进人才和智力帮扶的思路。

今年以来，我省前所未有地启
动了三大工程为医疗发展引智求
才，其中包括引进“好院长”“好医
生”、京医百名老专家智力帮扶海

南项目和候鸟人才项目。
“三大项目目前都有进展，好

医生好院长招募活动仍在继续；候
鸟人才项目调查发现有超过千名
医疗‘候鸟’在海南，我们已经搭建
了信息平台，各市县已陆续开展工
作。”韩英伟称，对于京医百名老专
家智力帮扶海南项目，要不断探
索，积累经验，精确匹配医院的需
求和老专家的帮扶意向，不断提高
和改善老专家的工作生活条件，努
力实现“行政引导”“自愿结合”“受
援医院和支援专家共同发展”的长
效帮扶模式。今后，还将进一步把
项目向全省范围铺开，以此来造福
更多的海南百姓。

孕妇不宜多吃金枪鱼
汞含量较高的鱼贝类影响胎儿发育

据新华社消息，日本科学家最新研究发现，
孕妇如果摄入较多金枪鱼、剑鱼这类含有甲基
汞较多的鱼贝类，会增加孩子今后运动机能和
智力发育障碍风险。

据日本《每日新闻》近日报道，汞如果散布
到环境中，可以形成甲基汞等毒性物质，并容易
在金枪鱼等食物链顶端的鱼类体内蓄积。通常
低浓度的蓄积量对食用者健康无太大影响，但
研究首次在针对日本人的调查中发现低浓度汞
污染可能对胎儿发育产生影响。

研究人员认为鱼是孕妇重要的营养源，但
应当避免食用位于食物链顶端的金枪鱼，选择
秋刀鱼等其他鱼类。 （徐辑）

基因检测受青睐
专家建议选择正规机构

据新华社消息，近年来，基因检测揭开神秘
的面纱，走进大众视野，基因科技越来越受到大
众青睐。专家提醒，做基因检测要选择正规检
测机构。

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博
士、壹基因创始人王军一告诉记者，基因检测是
指取被检测者的血液、口腔粘膜细胞，经提取和
扩增其基因信息后，通过基因芯片等技术，对被
检测者细胞中的DNA分子的基因信息进行检
测，并从中分析出包括疾病风险、用药安全、营
养代谢等方面的信息。

王军一介绍，基因检测主要针对健康和个
人成长与发展方面，通过基因检测，可以预知高
发疾病患病风险，检测是否携带先天性遗传疾
病基因，能帮助肿瘤患者进行个性个体化医疗。

记者发现，有的机构提供的基因检测需要
上万元，而有的网上店铺几百元就能做个检测，
看似同样的检测项目价格差距却很大。对此，
王军一说，目前，一般正规机构的基因检测产品
价格是根据检测项目来计费的，单项的基因检
测需要几百元，包含更多项目的套餐会达到数
千甚至上万元。不过市场上存在一些没有相应
服务资质的基因检测企业，利用普通人对基因
科技信息的不了解，推出价格虚高的检测套餐，
赚取利润。

王军一建议，消费者进行基因检测应选择
有专业实验室和服务资质的正规医疗机构和检
验机构，不要盲目相信各种宣称能进行基因检
测的网店。基因检测机构除了在基因检测报告
中给予专业的检测信息外，还应给出通俗易懂
的解读，便于消费者理解。

每百个新生儿7个早产

早产成我国新生儿
死亡首因

据新华社消息，每100个新生儿就有7个早
产，早产已成我国新生儿死亡首因；“全面两孩”放
开，早产儿的干预与保健面临更高挑战……近
日，国家卫生计生委妇幼司、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等
机构在北京共同举办“2016年世界早产儿宣传活
动”，呼吁关心关爱早产儿群体。

早产儿指出生胎龄小于37周的新生儿，
因其出生时胎龄小、体重低，容易出现各种
生长发育问题，甚至引起严重疾病或残疾。
中国每年约1600万新生儿出生，其中约120
万是早产儿，居全球第二位。早产儿已成为
我国新生儿死亡首因，也是婴儿死亡首因。

深化医改以来，国家卫生计生委在全国范
围内实施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和农村住
院分娩补助项目，免费提供孕产妇保健服务和
新生儿保健服务，提高了孕产妇住院分娩率，为
早产儿防治发挥了重要作用。

随着全面两孩政策的实施，我国出生人口
数量将持续增加，高龄孕产妇比例也明显增多，
未来将会有更多的早产儿出生，对相关防治提
出更高挑战。

如何呵护提前降生的“小天使”们？世界卫
生组织统计，母乳喂养是降低新生儿尤其是早
产儿死亡率的重要手段之一，并能减少早产儿
近期和远期的多种并发症；如果所有妇女能在
产后1小时内母乳哺喂新生儿，每年可拯救
100万新生儿的生命。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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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创先集体风采

在海南省的
医疗系统中，有
这样一支“特种
部队”：成员个
个是骨干精
英，他们不仅
拥有精湛的
医术，还掌握
多 国 语 言 。
平时，他们是
承担省内紧急
重大医疗保健

保障工作的中坚
力量；在重大国际

会议赛事举行期间，
他们是冲锋在前的白衣

战士。
海南省人民医院医疗保健中心

青年团队中，有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的专家，有留学归国的精英，相当一

部分成员是高学历硕士博士。这个
团队六成以上是35岁以下的年轻医
护人员。在海南举行的重大国际论
坛或赛事上，都能看到他们奋战在一
线的身影。

他们就是海南省人民医院医疗保
健中心青年团队。

“快叫医生来，有人晕倒了！”
2013年博鳌亚洲论坛年会开幕前夕，
一位媒体记者突然昏倒在餐厅。在琼
海市博鳌镇卫生院救护车救护时，省
人民医院救护车也火速赶到现场。经
过省人民医院医疗保健中心专家的细
心诊疗，患者最终康复出院。

“很多人认为，能参加博鳌亚洲论
坛的医疗保障非常风光，但只有亲自
参与才清楚里面的酸甜苦辣。”多次参
与博鳌亚洲论坛年会医疗保障工作的
保健中心护士韩妹告诉记者，论坛期
间，医护人员常常要24小时蹲守医疗

点，辛苦付出，只为提供最高质量的医
疗保健服务。

在多年的国际会议和赛事保障
任务中，省人民医院医疗保健中心青
年团队接诊过无数中外政要、媒体记
者和后勤服务人员。来自各行各业
的患者对这个团队的精湛医术和热
情服务给予了极高评价。

省人民医院医疗保健中心主任吴
智勇感慨道：“能为海南医疗保障事业
贡献一点力量，我们感到无比骄傲。”

在重大国际会议、赛事的医疗保
障工作中，我们能看到闪耀在省人民
医院医疗保健中心青年团队身上的专
业和敬业精神。在日常医疗保健工作
中，患者对他们的周到保健服务也给
予了很高的评价。

12月6日午后，93岁的原第四野
战军老战士陈延福身边不断传来欢声
笑语。省人民医院医疗保健中心保健

三区护士长熊璐给老人量完血压后，
又耐心地和老人聊起家常话。

有一年，陈延福因为肚子不舒服
入住省人民医院医疗保健中心，护理
人员忙上忙下，为老人端屎端尿。老
人的家人非常感动地表示，“就算是自
己的孩子，也只能做到这样了。”

“老年人的病都是‘三分靠治疗，
七分靠护理’。专业服务固然重要，但
医护人员的悉心照料更让人感动。患
者在省医疗保健中心，能获得如家人
一般的细心照料。”对于省人民医院医
疗保健中心的医护工作，老人的儿子
陈勇健赞不绝口。

不管是重大国际会议赛事场合，
还是日常的医疗保健服务，省人民医
院医疗保健中心青年团队都在默默
奉献。他们就像一群隐形“白衣天
使”，扛起重大医疗保障和日常护理
的重任，默默守护着患者的健康。

人才瓶颈制约医疗发展

“我们曾经做过调查，来海南旅游
的人群中，百分之九十以上都希望可以
在海南享受医疗健康服务。”省卫计委
主任韩英伟说，每年，大批游客尤其是
老人来海南旅游、过冬，前来海南度假
或长期居住的国内外游客增加势头强
劲。由此相应增加的医疗和健康服务
需求，给我省带来了夯实医疗发展基础
以及发展健康服务产业的挑战与机遇。

但是，由于海南建省晚，起点低，
医疗基础条件、科研条件相对较差，工
资福利水平相对较低，事业留人、待遇
留人的条件不足，海南医疗发展一直
面临着人才匮乏的难题。

“没有人才，设备再好，也解决不
了服务能力问题。”省农垦三亚医院院
长羊轶驹、陵水黎族自治县人民医院
院长蔡雄告诉记者，他们所在的医院
都曾面向全国招聘人才，可结果都不
尽如人意，有的学科应聘者寥寥无几。

今年3月，海南省省长刘赐贵一
行到访国家卫生计生委时，提出了一
揽子需要国家卫生计生委支持的事
项，其中包括希望组织退休医学老专
家智力支持海南，以提升和带动海南
国际旅游岛建设和国际医疗旅游先行
区建设相适应的医疗服务能力和水
平。国家卫生计生委对此高度重视。
国家卫生计生委副主任金小桃多次到
海南调研、指导工作，并结合中央扶贫
开发工作会议精神和医改联系工作，
指定离退局牵头落实老专家智力支持
海南工作。

“我们为了这个项目，曾前后4次
来过海南，连老专家们即将入住的环
境都一一考察。希望能确保老专家顺
利到海南，真正为海南的医疗提升做
出切实的贡献。”国家卫计委离退局副
局长朱尧耿告诉记者，这样大规模组
织北京退休老专家到异地长期帮扶，
尚属首次。

三大医疗人才工程破解发展瓶颈

引智求才为海南医疗

“京医百名老专家智力支持海南”项目首批专家名单

姓名

赵建勋
谢鹏雁
杜怀清
杨志杰
吴 华
冯和平
王璐
张毅颖

马绪臣

高学军

韩喜春

吴雅臻
刘玉梅
何焱
于建勋
张德春
王芳妮

程薇薇

杨济
王永春
景建中
高淑英

专科/学科

外科
消化内科
麻醉科
神经内科
肾内科
皮科
营养科
口腔科

颞下颌关节诊
治、口腔医学

口腔医学（牙体
牙髓与龋病）

普通外科

眼科
康复科
儿科
消化内科
皮肤科
中医、针灸
中医、老年医学、
脑病
骨科
中医内科
肛肠科
呼吸内科

原单位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北京医院
北京医院
北京医院
北京医院

北京大学口腔医院

北京大学口腔医院

吉林大学第二医院

吉林大学第二医院
吉林大学第二医院
吉林大学第二医院
吉林大学第二医院
吉林大学第二医院
中国中医科学院

中国中医科学院

中国中医科学院
中国中医科学院
中国中医科学院
中国中医科学院

帮扶医院

三亚市人民医院
农垦三亚医院
三亚市中医院
万宁市人民医院
三亚市人民医院
三亚市人民医院
三亚市人民医院
陵水人民医院

农垦三亚医院

农垦三亚医院

农垦三亚医院

农垦三亚医院
农垦三亚医院
三亚市中医院
东方市人民医院
万宁市人民医院
三亚市中医院

三亚市中医院

三亚市中医院
三亚市中医院
三亚市中医院
三亚市人民医院

12月6日，冬季的
三亚，迎来了“京医百
名老专家智力帮扶海
南项目”首批 22名来
自北京和吉林的老专
家。他们带着海南急
迫提升医疗服务水平
的渴望，奔赴省内多个
市县医院开展长期、深
入的帮扶，在暖冬为海
南医疗事业多加“一把
火”。

“从来没有过。”提
起多名国内知名老专
家同时长期帮扶海南
医院，省农垦三亚医院
院长羊轶驹感慨颇深。

对于国家卫计委
离退局而言，如此大规
模地组织北京等地退
休医疗老专家到异地
开展长期深入帮扶也
是“从来没有过！”

这个“从来没有
过”的突破，缘于海南
省委、省政府提升全省
医疗服务水平的决
心。据了解，今年以
来，我省已经启动引进
“好院长”“好医生”、京
医百名老专家智力帮
扶海南项目和候鸟人
才项目3大工程，为海
南医疗事业发展引智
求才。

赴京求智，专家“有备而来”

“目前报名要来海南的老专家十
分踊跃，他们的热情超过了我们的预
期。”朱尧耿称，首批抵达海南的22位
专家分别来自北京医院、北京大学第
一医院、北京大学第三医院等国家卫
生计生委委属委管医院，以及中国中
医科学院附属广安门医院、望京医院、
西苑医院和眼科医院，包括外科、肾内
科等16个急需紧缺专业。根据海南
本地医院需求和专家意愿，专家将分
别到省农垦三亚医院、三亚市人民医
院、三亚市中医院、万宁市人民医院、
陵水人民医院和东方市人民医院进行
为期1个月到半年的帮扶。

老专家来海南后，将参与受援医
院的门诊、查房、示范性手术、会诊、科
研和教学等工作，给海南基层带来宝
贵的医疗技术和管理经验。

“这个项目很有意义。我们希望
发挥自己的余热，为海南的患者和医
院带来一些改变。”专家团队里年龄最
大的71岁的北大口腔医院原副院长
马绪臣教授说。海南为专家提供的生
活保障也让他感动，“来时的机票都是
选择的最佳时段，一些专家住的地方
连扫把这些生活用品都准备齐全了。”

“我可是有备而来的！”刚刚退休
的中国中医科学院教授杨济此次将在
三亚市中医院开展为期半年的帮扶。
他特意从北京带来了40多本讲义，将
毫无保留地把临床上的经验传授给海
南的医生。“我很喜欢海南，希望能为
海南作出自己的贡献。”杨济表示。

羊轶驹说，过去，省农垦三亚医院
与省外医院合作，偶尔来过几名老专
家，但没有人能够长期留下帮扶。此
次将有6名专家到省农垦三亚医院进
行帮扶。他们的到来将对医院发展新
技术、人才队伍培养等方面起到良好
带动作用。

省人民医院医疗保健中心青年团队：

冲锋在前的医疗“特种部队”

三大工程为海南医疗引智求才

■ 本报记者 马珂 孙婧
实习生 林菁菁

省人民医
院医疗保健中心保健
三区护士长熊璐在照顾患者。

本报记者 徐晗溪 摄

■ 本报记者 侯赛 徐晗溪 通讯员 冯琼 侯晓艺

老专家杨
济在三亚市中
医院为患者诊
疗。

陈丁蕊 摄

海南医疗引智求才

3大工程

引进“好院长”“好医生”

京医百名老专家智力帮扶海南项目

候鸟人才项目

加把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