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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全省人民谋取健康福祉
——海南省肿瘤医院2017年十大新闻回顾

中美专家正在为患者进行远程会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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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名医生肿瘤学培训公益项目
（海南站）启动

1 月 6 日，全国“万名医生肿瘤学培训
公益项目”
（海南站）在海口正式启动。本
次培训班由中国癌症基金会和海南省卫
生计生委主办，海南省肿瘤医院暨海南医
学院附属肿瘤医院承办。省内 300 余名
县（市）级医院与肿瘤诊治相关医生参加
了为期三天的密集培训。活动的举办旨
在普及县域医生肿瘤规范化诊疗知识，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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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发展平台，岛内肿瘤患者在家门口，即
可接受国内外最先进的医疗服务。
点评：海南是国际旅游岛，也是开放
的健康岛。在信息化时代，外国高水平
医疗通过互联网走进海南，使当地老百
姓足不出户就能享受国外顶级的医疗
服务。海南省肿瘤医院建立的高水准、
多 元 化 、开 放 性 的 平 台 ，是 海南医疗健
康产业与世界相连的窗口和纽带，非常
有意义。

岛外患者在省肿瘤医院住院治疗可享受即时结算服务。

全、高效”为特色的国际先进行列。
点评：海南肿瘤患者出岛求医是无奈
的选择，其中重要的原因是海南缺乏高水
平的肿瘤治疗设备。海南省肿瘤医院引
进目前世界最先进的系列肿瘤治疗设备，
一改海南肿瘤治疗被动局面。
“ 人民的健
康就是我们努力的方向，百姓的需要就是
我们的责任担当”，海南省肿瘤医院用实
际行动践行了这个民生工程对海南人民
的承诺。

省肿瘤医院被评为
“全国健康促进与教育优秀实践基地”
。

等公益活动，为海南健康岛建设贡献一
份力量。
点评：肿瘤影响一个人的健康，也长
期困扰一个家庭。海南省肿瘤医院成立
志愿者服务队，走进社区、乡村，走上街
道，进入社会最基层的细胞，能做一点是
一点，能帮一点是一点，无论大小，都是健
康海南的正能量。

海口300名环卫女工
接受免费癌症筛查

3 月 6 日上午，由中国癌症基金会主
办的“为了姐妹们的健康与幸福”环卫女
工“三癌”检查公益活动在海南省肿瘤医
院启动。海口市 300 名环卫女工陆续接
受针对性的免费癌症（宫颈癌、乳腺癌、卵
巢癌）筛查活动，同时启动的还有癌症防
治系列讲座等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工作。
■■■■■

点评：环卫女工工作在城市一线，为
城市健康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她们的健
康状况却长期被忽视。免费为她们针对
性地开展“三癌”筛查，并开展系列健康教
育与健康促进工作，这份健康礼物是海南
省肿瘤医院对环卫女工的特殊关爱，也是
对民生医疗的温暖诠释。

省肿瘤医院志愿者在托老院为老人提供医疗服务。
本版策划/吴盈 文/刘泽林 张献怀 徐善应 吴盈
本版图片由海南省肿瘤医院提供
本版内容最终解释权归海南省肿瘤医院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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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肿瘤专科联盟。
点评：肿瘤防治需要一张网，需要一支
水平高超的队伍。幸运的是，海南省正在
开展这样的工作。通过海南省肿瘤防治中
心，建立了全省肿瘤三级防治网；通过肿瘤
专科医联体，组建了海南肿瘤防治的专业
队伍。这些令人欣喜的改变，使海南肿瘤
防治水平大为改观，对健康海南建设有着
重要意义。

海南省肿瘤医院获
“全国健康促进与教育优秀实践基地”称号

11 月 10 日，2017 年中国国际健康产
业发展高峰论坛在海口举行，在健康促进
与教育分论坛上，中国健康促进与教育协
会授予海南省肿瘤医院等全国 29 家单位
首批“健康促进与教育优秀实践基地”称
号。海南省肿瘤医院凭借创新性的工作理
念、扎实有效的健康科普业绩脱颖而出，以
高分通过验收，成为海南省唯一一家获此
殊荣的单位。

点评：健康促进是 WHO 倡导的重要健
康和可持续发展理念。第九届全球健康促
进大会提出，
要指导各成员国通过对健康促
进的实际应用来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
“健
康促进与教育优秀实践基地”正是在这样的
理念下诞生的产物，受到社会广泛关注。海
南省肿瘤医院以其创新性的工作，成为其中
的代表和海南唯一获此殊荣者，为海南健康
促进提供了有益的探索和借鉴。

海南省肿瘤医院副院长邵永孚
获首届“白求恩式好医生”提名奖

9 月 8 日，首届“白求恩式好医生”推荐
结果发布及颁奖仪式在北京举行，海南省肿
瘤医院副院长邵永孚教授荣获
“白求恩式好
医生”
提名奖。
在 50 多年的医学生涯中，他始终以白
求恩为榜样，恪守救死扶伤、治病救人的神
圣职责，以高尚的医德、高超的医术、优良的
医风和无私奉献的精神，在平凡的岗位上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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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院院训。
点评：院训是医院的灵魂，是医院精神
的高度凝练，
是全体员工共同遵守的基本行
为准则与道德规范。海南省肿瘤医院职工
集体参与院训的遴选，推动对医院价值的认
同以及对医院文化的提升。
“厚德、精医、严
谨、仁爱”是海南省肿瘤医院精神风貌的集
中体现，也是海肿人共同的追求。

海南省肿瘤专科医联体成立

12 月 1 日，由海南省肿瘤医院牵头、省
内 24 家医疗机构携手组建的海南省肿瘤
专科医疗联合体成立大会在海口举行。医
联体内建立业务协作和对口帮扶机制，包
括病例会诊、教学查房、手术示范、学术讲
座以及免费进修、培训等。医联体成员参
与组建海南省肿瘤三级防治网，促进肿瘤
疾病防治。此前，海南省肿瘤医院先后加
入了泛中南地区肿瘤专科（单病种）联盟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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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院长邵永孚参加肿瘤防治宣传周义诊。

“厚德 精医 严谨 仁爱”
被确定为海南省肿瘤医院院训

2 月，海南省肿瘤医院办公室面向全
体职工开展院训征集活动，收集有效方案
24 个。3 月下旬，共有 230 人参与词汇遴
选，其中，有 199 人遴选“厚德”，197 人遴
选“精医”，170 人遴选“严谨”，172 人遴选
“仁爱”，82 人遴选“诚信”，46 人遴选“惠
民”。经院办公会议研究决定，
“ 厚德、精
医、严谨、仁爱”最终被确定为海南省肿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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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省肿瘤医院
志愿者服务队成立

3 月 30 日下午，海南省肿瘤医院召
开志愿者服务队成立大会，院长徐秀玉
等医院领导到会并讲话。这标志着我省
又一支以提供医疗卫生服务为主的志愿
者服务队诞生，将造福广大群众。服务
队志愿者将定期组织志愿服务活动，走
进市县、走进社区、走进乡村、走上街道，
来到群众身边开展义诊、医学知识科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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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肿瘤诊治设备
迈进高端系列化时代

3 月 1 日，价值 3 亿多元、175 台进口
医疗设备运抵海南省肿瘤医院，这些设备
于 6 月完成安装调试应用于临床，从此海
南肿瘤诊治设备迈进高端系列化时代，使
海南肿瘤诊疗功能、能力提升至华南地区
顶尖水准。其中华南地区第一台“速锋
刀”，是目前世界最先进的放疗设备，射线
误差仅有 0.1 毫米；海南第一台“磁波刀”，
开启了海南精准无创治疗肿瘤新时代，标
志着海南肿瘤治疗进入“精准、无创、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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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省肿瘤医院是省委、省政府为民办实事项
目。开业 2 年来，推动了海南肿瘤防治整体水平的提
高，改变了海南肿瘤大病出岛求医的历史。该院开业
两年来，每年都评选医院十大新闻，这些事件虽然是医
院开展的事情，却都是为全省人民谋取健康福祉的大
爱之举，
体现了民生工程浓浓的百姓情怀。

美国专家远程会诊
海南癌症患者

1 月 18 日上午，海南省肿瘤医院远程
会诊室里，远在美国的“精确癌症医学”先
驱内德·贾瓦迪，正通过互联网，和海南省
肿瘤医院介入中心牛惠敏、王志恒等专
家，会诊海口一名前列腺癌并发多处转移
的重症患者，并提出了治疗意见。
目前，海南省肿瘤医院已经与欧美发
达国家和国内多家高水准医疗机构在学
术交流、人员培训及远程会诊等方面进行
合作，搭建起高水准、多元化、开放性的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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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基层医务人员肿瘤临床诊治能力。
点评：肿瘤是人类健康的大敌，肿瘤
规范化诊疗是海南肿瘤防治的软肋，而人
员缺乏是其核心。全国医生肿瘤培训公
益项目为海南培训 300 余名相关医生，这
些医生遍布全省城乡，为海南肿瘤规范化
治疗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有效提升了全省
肿瘤临床诊治能力。

核心提示

出了极不平凡的业绩，赢得了患者的信赖、
同行的尊敬和社会的广泛赞誉。
点评：
邵永孚是全国腹部肿瘤外科第一
人，50 多年的行医生涯，2 万余例的成功手
术经验，使他在同行和患者心中赢得了信
赖。他以国内泰斗身份，加盟海南省肿瘤医
院，支持海南医疗健康产业发展，一如既往
地为患者服务，
获得如此殊荣，
实至名归。

海南省肿瘤医院
与九省（区）市签署异地就医结报协议

2月23日，
国家卫生计生委基层卫生司在
京举办跨省就医结报签约仪式，
海南省肿瘤医
院医保办主任陈映南代表医院与九个省级新
农合管理机构、
中国医学科学院医学信息研究
所（国家卫生计生委异地就医结算管理中心）、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签署四方协议，
进
一步推动城乡居民医保（新农合）异地结报。
参与本次签约的九个省（区）市是辽宁、
吉林、
安徽、
福建、
四川、
贵州、
西藏、
陕西、
甘肃。海
南省肿瘤医院将与签约的九省（区）市链接跨

省就医网络，
届时，
上述九省（区）市协议地城
乡居民医保（新农合）患者经转诊到海南省肿
瘤医院住院治疗，
将享受即时结算服务。
点评：让全国的老百姓在海南看肿瘤大
病能够报销，海南省肿瘤医院走出了可喜的
一步。海南省肿瘤医院不仅实现了让肿瘤大
病患者可以选择不再出岛，
也让岛外患者在
海南治疗肿瘤消除后顾之忧。用大海的胸襟
包容，
以开放的胸怀做事。对于海南省肿瘤
医院而言，
百姓健康是医院不变的追求。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