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 月 31 日傍晚，80 岁高龄
的安玉华老人早早就吃完了晚
饭，高兴地换上了新衣服。作为
省三院的第一批职工，她获邀参
加当晚医院举办的庆祝建院 55
周年的晚会。在晚会上，一批在
医院工作了 35年以上的老职工
获得了表彰。

1962年，安玉华和丈夫以及
其他99位同事一起，拖家带口乘
坐南下的火车，从祖国的北大荒
奔赴祖国的南端——三亚。他们
肩负着一项重要任务：支援海南
卫生工作建设，在三亚建起一所
正规医院。

到达三亚后，这批职工安置在
了三亚月川村。建院初期，职工们

在当地农村借用几栋瓦房和自盖
茅草房，生活和工作仅一口水井供
使用，环境极其艰苦。这批医院的
创业者们当时凭借坚强的意志，团
结互助建设医院的基础设施，顺利
完成“当年南迁、当年开院”的目
标。医院于1962年 10月正式开
诊，海南岛南半部第一家正规医院
诞生了。它担负起了周边29个农
场和南部4县人民群众的医疗、预
防、保健任务。

“那时候，很多职工住的还是
茅草房。到处杂草丛生，医生护士
从一个科室到另外一个科室，还得
穿过村子。村子里的狗很多，有时
候医生要赶着去救人，手里还得拿
着棍子防狗。”冯岚在1岁多的时

候，就跟着父母到了三亚，安玉华
就是他的母亲。如今，在省三院担
任功能科副主任的他也已经在医
院工作了35年。

上世纪70年代初，当地百姓
要到医院看病还得靠船摆渡穿过
三亚河，十分不便。为此，当时的
院领导班子决定将医院从月川村
搬迁到现今位于三亚解放四路的
新址。为了建设新院，全院的职
工又卷起袖子投入了新一轮的建
设当中。

经过几年的努力，1980年，医
院正式从月川村搬到了新址。“在
新址上建设起来的医院，在当时的
三亚地区算得上是一流的了。”冯
岚回忆道。

创业者举家南下打基石回首

在新的起点上，省三院领导班子将带领全院职工开拓创新，再续华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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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经了55年风雨的省三院，
如今站在了新的起跑点上。对于
省三院人来说，这又是一段新的
旅程。“让医院实现和达到新的事
业目标和高度，在国家医疗改革
和发展建设当中起到带头的作
用，将是我们省三院人新的奋斗
目标。”省三院院长陈仲深知在新
的征程上，省三院人任重道远。

作为一家老牌三甲医院，省三
院已经成为海南中南部地区最大
且具有地理位置优势的技术水平

最高的医疗救治、防病治病最好的
医院。

“目前，医院的软硬件还有待
提高。硬件方面，内科的住院区
还非常落后，因此我们必须争取
三到五年内完成新的住院区、内
科楼和妇幼楼的建设。在软件方
面，我们将进一步加大学科建设
和人才引进力度，尤其是高学位
人才的引进，只有医院的重点专
业技术水平提高，品牌优势树立
了，我们才能够在整个海南南部

地区未来医疗行业中取得领头羊
的作用。”陈仲说。

在深化医改方面，陈仲表示，
省三院将继续努力控制医疗费用，
不断深化药品流通领域的改革；加
大医联体建设力度，加强与三亚周
边地区建立医联体，并加快开展远
程会诊相关工作，提高医联医院学
科建设；以信息化为抓手推动医院
发展等。

由于地处三亚，省三院的国际
化发展道路也势在必行。陈仲认

为，医院必须依托区位优势，打好“国
际牌”，引进现代化国际管理模式对
医院进行管理。“这样，我们才能更好
地为来三亚旅游的国内外游客提供
医疗以及养生保健方面的优质服
务，进一步拓展医院的发展空间。”

如何留住人才，为职工创造
一个安心、舒适的工作和生活环
境，是陈仲一直思考的问题。陈
仲介绍，目前医院除了对原有的
职工住宅区进行改造外，还将推
进新的职工住宅楼的建设，努力

提升职工的待遇，让职工在此安
居乐业。

“55年的春华秋实，我们战胜
了许多困难，迎来了更多新的机遇
和挑战。党的十九大胜利闭幕，我
们将贯彻落实好十九大精神，为建
立海南特色医疗卫生服务奠定坚
实基础，为造福一方百姓健康为理
想信念，坚定不移走好每个脚步、
做好每件事情，迈向新征程。”陈仲
说道。

（本版策划/小可 撰文/阿润）

提升医疗水平，打好“国际牌”蓝图

海南省第三人民医院创院55年取得非凡成绩，新的发展蓝图已经铺就——

再续华章 担当我省南部医疗“领头羊”
今年10月31日晚，在海南省第三

人民医院（下简称省三院）的一处广场
上，灯火辉煌，热闹非凡。这个晚上，省
三院的几代职工汇聚一堂，庆祝医院
55岁华诞。在这个夜晚，人们向为医
院搭建基石的老职工们致敬，并展望医
院新的未来。

55年前，在国家的战略部署下，黑
龙江省850农场医院的101名职工奔
赴海南，在三亚建设当时海南南部第一
所正规医院。

在半个世纪的风风雨雨中，省三院
两度迁址、体制和名称几度变更，但在
医院历届党委和医务人员的共同努力
下，始终坚持和加强共产党的领导，坚
持为人民服务、为病人服务的宗旨，坚
持改革开放和科学发展，在战胜困难中
前进，在竞争中求得发展，医院各方面
工作都取得了非凡的成绩。如今，省三
院已经发展成为琼南地区唯一一家国
家第一批评审通过的大型综合性“三
甲”医院、国家临床药物试验基地、国家
级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基地、海南省危
重孕产妇救治中心、海南省危重新生儿
救治中心，服务范围辐射琼南二市五
县，为琼南400多万常住人口及每年近
1000多万人次的过境游客提供优质医
疗服务。

从最初的101名职工到如今
的1456名职工；从仅有3个临床
科室和5个医技科室，3台显微镜
和2台X光机到如今完善的58个
职能及临床科室，配备3.0T核磁
共振、宝石能谱CT等现代化高新
检查检验设备；从几间茅草房，开
设床位 100 张到如今占地面积
10.36 万平方米，定编床位 1800
张；从仅能满足基础医疗的技术
水平到如今的海南省南部疑难重
症诊疗中心，55年的光阴，记录了
这家医院不断茁壮成长的艰辛与
成就。

专科建设，始终是省三院专注
的重点之一。1962年建院初，医
院仅开设了内儿、外产、传染3个
临床科室和检验、放射、理疗、药
剂、门诊5个医技科室。如今，该
院已经拥有临床科室33个、医技
科室9个。门诊部设56个专科诊
室，急诊设有24小时绿色通道。
专科技术发展迅速，部分科室医疗

技术处于海南省内乃至国内先进
行列。

为了给医生配备更好的“武
器”，省三院也不断加大对医疗器
械设备的投入。现在，医院每年用
于购买高新医疗设备的资金平均
都在 2000 万元至 3000 万元左
右。到目前为止，医院配备有
3.0T、1.5T 核磁共振、宝石能谱
CT、SPECT、64 排螺旋CT、大 C
臂、DR、高端彩超、全自动生化分
析仪、全自动血细胞分析推片流
水线等现代化高新检查检验设
备；其中部分设备具有世界先进
水平。“我来医院这一年多里，很
多手术设备都在不断更新，一些
本来无法开展的手术也陆续开了
起来。”省三院神经外科主任李钢
去年进入省三院，仅仅是在一年
多的时间里，他明显感受到了医
院硬件水平的不断提高，医疗技
术在不断完善。

“医院的环境现在是越来越

愈好了。我9年前来医院住院的
时候，病房还没有空调，也很拥
挤。”11月1日，在省三院老年科
病房内，来自黑龙江的“候鸟”老
人龚老伯正坐在病床上眺望窗外
美丽的三亚河美景。由于患有哮
喘，每到冬季，龚老伯都会到医院

“报到”。在三亚过了9个冬天，几
乎每个冬天龚老伯都会到省三院
看病，“不但医院的硬件设施好了
很多，医生和护士的服务也越来
越好了。”

在55年的发展中，提高医疗
质量，为患者提供更好的医疗服
务，是省三院人一直为之努力的
目标。为此，省三院抓好规章制
度的制订和实施，狠抓医疗质量
和医疗技术创新；建立健全医疗
质量和医疗安全管理体系，落实
医疗安全监督、分析、评价和改进
工作，建立医疗纠纷防范和处置
机制，不断提高医疗质量和医疗
服务指标。2016年各项医疗服务

指标均比上年提高：医院门急诊
就诊病人达102.7万人次，住院病
人近37000人次。

如今，省三院已经是一家集医
疗、教学、科研、康复、急救于一体
的大型综合性三级甲等医院。通
过与内地知名医院、院校加强合
作，联合办医，推动了省三院在学
术交流、人才培养方面的工作。作
为南部地区的龙头医院，省三院还
承担起“传帮带”的任务，多年持续
对乐东黎族自治县人民医院、乐东
黎族自治县第二人民医院、南田农
场医院等多家基层医院进行帮扶，
建立了专家会诊，开通绿色通道等
多项举措，使当地群众在家门口就
可以获得更为快捷方便的高质量
诊疗服务，加快了基层医院专业技
术人员的“三基”培训及管理人员
素质的全面提升。“大手牵小手”的
模式，也进一步增强了省三院在全
省的辐射力和影响力。

在医改方面，省三院也率先在

省内开展省域、市域医联体建设，
成为省内首家“家庭医生签约”的
三甲医院；以实现电子病历六级为
建设标准的信息化建设，被列入海
南省三甲医院信息化建设的示范
单位；是省内首家迅速启动药品采
购“两票制”和医保DRGs模式的
公立医院。

医院还是国家保健局指定的
医疗保健单位，每年为在三亚市及
周边举办的重大活动如：博鳌亚
洲论坛年会、金砖五国峰会、海南
国际马拉松比赛等提供医疗保健
服务，并以极其周到细致的服务得
到了活动主办机构和有关领导的
好评。

医院还以加强党建引领发展，
通过文明单位建设凝聚力量。医
院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以丰富的
文化活动及“天涯天使”志愿者服
务为载体，展现出积极向上的精神
风貌，连续三届荣获“全国文明单
位”称号。

不断成长，为百姓提供优质医疗服务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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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三院这些年不断加大对医疗器械设备的投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