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博鳌超级医院自诞生开始就
备受关注，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
诸多由院士领衔的医疗团队陆续
进驻，开展医疗活动。

这些进驻超级医院的“超级”
医疗团队，都是由临床医学领域的
中国工程院院士及顶尖医学学科
带头人领衔，通过整合国内优质医
疗资源，以各专科临床中心的形式
进驻。

截至目前，已入驻的院士团队共
19个，分别为感染病专科李兰娟院
士团队、肝胆外科郑树森院士团队和
董家鸿院士团队、口腔颌面外科张志
愿院士团队、泌尿外科孙颖浩院士团
队、内分泌专科宁光院士团队、消化
内科李兆申院士团队、呼吸科王辰院
士团队、耳鼻咽喉科韩德民院士团队
和吴皓教授团队、心血管内科葛均波
院士和张澍教授团队、眼科瞿佳教授
团队、整形外科李青峰教授团队、肿
瘤科邵永孚教授团队、和睦家团队、
精准诊断李明定教授团队、干细胞治
疗中心项春生教授团队、皮肤科张学

军教授团队。
随着各医

疗团队的进驻，目
前，博鳌超级医院感
染科、肝胆胰外科、
耳鼻咽喉科、眼科、皮肤科、肿瘤
科、呼吸科等7大门诊正常开设。

19个“超级”团队进驻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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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省肿瘤医院特约科普

肿瘤疾病的治疗既需要多学科的参与，更
需要多学科之间的团队协作。对于肿瘤患者而
言，多学科诊疗模式（mulitiple disciplinary
team）扮演着重要角色，既保证了高质量的诊
疗建议和最佳治疗方案，又避免了患者奔波于
各科室的过度诊疗和误诊误治，使病人受益最
大化。

在该模式下，来自外科、内科、放疗科、病理
科、影像科等科室的医生共同组成一个相对固定
的专家团队，每周定期针对科室提交的病例进行
专家会诊，制定出适合病人病情的最佳治疗方
案。MDT将传统模式中“一个病，多科就诊，多种
方案”转变为“一个病，多科讨论，一种方案”，由多
学科专家围绕疑难病例进行讨论，在综合各学科
意见的基础上为病人制定出最合理的规范化、个
体化、连续性的综合治疗方案。将传统的个体式
经验性医疗模式转变为现代的小组协作规范化决
策模式。

MDT既是一种服务理念，也是医疗模式的改
变和优化。施行MDT诊疗模式是以病人为中心
的规范化个体治疗，对于病人病情的诊断、临床分
期以及治疗方案的制定提供技术支持，也让医生
在提升业务水平方面获益良多。（董怀满）

多学科协作
让患者受益最大化

健康资讯

我省推行网上预约
办理出生证
市民可手机在线申领

■ 本报记者 符王润
实习生 唐小璇 文敏

“在手机上就可申领宝宝出生证，
不用现场填表，很方便！”11月 5日上
午，海南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以下简
称“海医二附院”）产科出生证发放室，
一位产妇通过手机在线申请，不到5分
钟就办好了宝宝出生证。这一便民措
施主要得益于我省医疗卫生信息化建
设，实施了出生医学证明在线办理项
目。

据介绍，传统申请出生证的方式，需
要新生儿父母双方身份证信息、填写几
张纸质的表格，护士也需要填写相应的
信息表格。但填写表格的过程往往需要
耗费半个小时的时间。而通过手机客户
端填写表格，则大大提高了新生儿父母
和护士填写资料的效率。

今年7月，为解决出生证申领排长
队、真伪鉴定困难、存在管理漏洞、携带
备查不便等问题，我省开始在海医二附
院、海口市妇幼保健院等医疗机构试行
网上预约在线办理出生证。

“很方便，不填表省事多了。”产妇薛
女士说，她生一胎时需提交很多材料现
场申请，人工核验后予以办理，等候时间
长，程序相对繁琐；而现在生二胎用手机
上网办理，方便快捷，很实用。

据了解，从10月1日起，海医二附院、
海南省人民医院等20多家医疗机构正式
启用网上预约在线办理出生证，截至目前
已收到手机在线办证人数5000多人。

宝宝出生以后，新生儿父母亲可通
过“智医宝”APP的“出生证明办理功
能”申领，半年内不允许重复申领。通过

“智医宝”APP完成父母双方身份认证、
人脸比对、填写新生儿姓名、完善出生医
院、地址信息，助产机构审核通过并经申
领人电子签名确认后，即可到助产机构
现场领证。下一步“海南智慧医院”APP
将与在线办证对接，用户届时可选择多
种渠道办理出生证明。

据开发该信息系统的公司负责人
介绍，新生儿父母身份信息和人脸比对，
相关数据信息对接公安部门，信息安全
有保障，从技术上也会做好把控。

网上预约办理适用于在医院内分娩
的宝宝首次领取出生证，且仅支持双亲
或单母亲情形的申领，现场领证需新生
儿母亲或父亲凭本人身份证和手机，现
场签名领取。

10月11日上午，来自重庆的
患者张林（化名）在家人的陪同下，
在博鳌超级医院与远在浙江杭州
的郑树森院士远程连线。

74岁的张林是一名胰腺癌三
期患者。通过网络视频系统，张林
向郑树森详细描述了自己的病
症。通过网络文件传输，郑树森仔
细查看了患者的病例及影像报

告。经过半个小时的问诊，郑树森
院士为患者下了医嘱。

“我们之前在重庆也跑过多家
医院，医生给出过不同的诊疗方
案，确实拿不定主意。郑院士是全
国肝胆胰肿瘤领域的权威，所以想
让郑院士看看，希望给我们吃一个
'定心丸’，这个病到底怎么治疗。”
患者家属说。

通过远程会诊平台，博鳌超
级医院成为了一座“云端”上的
医院。通过整合线上、线下资源，
建设集成平台及数据中心，实现
信息互联互通、资源共享、智慧诊
疗。

在这里，患者能够获得国内顶
级院士专家看诊的机会，还可申请
多名院士专家进行远程会诊，协商

提供更好的诊疗方案。医生在线
开具处方，患者实现线上付费，并
可享受医院将药品快递到家的服
务。

据介绍，目前，博鳌超级医院
“院士远程门诊”已经常态化，已有
10 多位院士专家坐诊“远程门
诊”。患者可以通过专线电话
0898-96120预约院士门诊。

“远程门诊”预约“超级”专家

院士团队进驻 专家远程会诊 特许药械使用

博鳌超级医院的博鳌超级医院的““超级元素超级元素”” 2018年海南省中医药
健康文化知识大赛举办

海南中医人
同台竞技展风采

本报讯（记者侯赛 实习生唐小璇 文敏）11
月3日至4日，由海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海南省
中医药管理局主办，海南省中医院等单位承办的
2018年海南省中医药健康文化知识大赛在海口举
行。

本次比赛以“生活处处有中医”为主题，围绕
不断扩大中医药健康文化影响力，提升我省居民
中医养生保健素养，丰富中医药养生保健知识的
宗旨，分预赛、决赛两个板块，通过必答题、抢答
题、挑战题和附加题等丰富多样的答题形式，宣传
普及中医药健康文化知识，共有医疗机构、中医院
校、药企等14家参赛代表队同台竞技，一展海南
中医人的风采。

据悉，本次大赛在总结往年大赛经验的基础
上，在形式和内容上积极创新。与往届不同，本次
大赛在题目设计上，以中医养生理念和日常实用
知识为主，既考察了选手对中医知识掌握的全面
性，同时也通过大赛向观众普及中医药健康文化
知识。在题型上，本次大赛突破了往届大赛选择
题这种单一的形式，增设了填空题、问答题等形
式，两种题型对参赛选手知识点掌握的精准性要
求更高，体现了更高水平办好大赛的宗旨。另外，
今年大赛新增了挑战题环节，选手可以按照自己
的实际情况选择20、30、40三种不同分值的挑战
题型，既有利于选手的实际发挥，同时又增强了大
赛的挑战性和观赏性。

中华中医药学会推拿分会
第十九次学术年会海口召开

业内人士开展
推拿专业学术交流

本报讯 （记者符王润 实习生孙永超 曾
滢西）10月 31日至 11月 2日，“中华中医药学
会推拿分会第十九次学术年会暨换届改选会
议”在海口召开。本次活动由中华中医药学会
主办，中华中医药学会推拿分会、海南省中医
药学会推拿专业委员会和海南省海口市中医
医院承办，有来自全国各地的400余名代表参
加会议。

会议选举产生了中华中医药学会推拿分会
第六届委员会，上海中医药大学房敏当选为名誉
主任委员，长春中医药大学宋柏林当选为主任委
员。

本届学术年会设1个主会场以及小儿推拿、
推拿科研、脊柱推拿、论文交流、青年交流和推拿
教学6个分会场。会议还召开了“海南省中医药
学会推拿专业委员会2018年年会”，并举办了“脊
柱微调手法应用研讨班”国家级中医药继续教育
学习班。

近两年，通过引进岛外小儿
外科专家进入海南各医疗机构
工作，采取“大手牵小手”引进岛
外先进儿童医疗机构帮助培养
人才、加强学科建设等方式，我

省小儿外科发展迅速。
10月27日，在2018年海南省

医学会小儿外科专业委员会年会上，
新当选的主任委员顾硕表示，在未来
3-5年，海南小儿外科领域的专家将

凝心聚力，在海南省委、省政府的支
持下，把海南小儿外科建设成为专业
齐全、能力一流的临床学科，培养打
造一支专业化的小儿外科队伍，让海
南儿童不出岛也能治大病。

■ 本报记者 符王润
通讯员 刘麦

19 个院士团队已
经进驻、7大门诊正常
开设、特许药械陆续使
用、远程门诊让患者能
够接受国内顶级专家的
会诊……博鳌超级医院
自3月开业以来，不断
有“超级”医疗团队进
驻，越来越多的“超级”
药械和“超级”技术被引
进和使用，开创了诸多
国内第一。

10月30日下午，海南
省妇幼保健院小儿神经外
科的7号病床上，6岁的小
智在妈妈陈女士的陪伴下，
专注地看着动画片。若不
是头上贴着医用纱布，你很
难想像她前一天上午才做
了颅骨修补术——在头顶
置入了一块和她手掌般大
小的三维打印钛板颅骨。

紧邻小智病房的1号
病床上，刚在前一天下午
完成颅内三脑室底部造瘘
手术的1岁多的小欣正在
甜睡中，父亲杜先生在一
旁守护着她。

这两台手术是由国内
知名小儿神经外科专家、海
南省妇幼保健院行政负责
人顾硕带领团队完成的。
“一台是‘修残补缺’的头颅
修复手术，另一台则是‘开
渠引水’的颅内造瘘手术。”
顾硕形象地解释说。

比赛现场。 省中医供图

10月11日上午，两名患者在
博鳌超级医院接受了COMBO心
脏支架（雷帕霉素洗脱冠脉支架系
统）植入手术，成为国内首批接受
此种植入手术的患者。

据介绍，COMBO支架是一种
独特的生物工程药物洗脱支架，具
有有效修复血管的生物治疗功能，
其包埋的CD34抗体能有效捕捉内
皮前体细胞，加速内皮修复，并能防
止支架内血栓形成。因此，使用这
种支架能提高心脏支架手术的成功

率。COMBO支架已经在欧洲、东
南亚及中国香港等地使用，但在国
内从临床试验到批准上市须要三年
多的时间。目前，该支架在国内上
市仍在等待有关部门审批。

为患者主刀的中国科学院院
士葛均波介绍，此次接受手术的两
位患者病情特殊，有心脏血管高出
血风险或曾经植入的心脏支架发
生断裂，不适合再植入在国内广泛
应用的各种心脏支架。“博鳌超级
医院因享有‘国九条’优惠政策，可

走‘临床急需通道’，引进在国外证
实安全的药品和器械，让这些患者
能有机会在国内接受COMBO心
脏支架手术，提高愈后的生活质
量。”葛均波说。

7月22日，张澍教授心脏医学
中心第一例特许蓝牙起搏器临床
应用；8月9日皮肤科临床医学中
心实现内地首针苏金单抗注射；9
月，实施两台特许人工角膜移植手
术；10月17日，开展干细胞治疗慢
阻肺1例……得益于“国九条”赋

予的优惠政策，自博鳌超级医院开
业以来，已经陆续引进并使用多种
特许药械，开展多项国内首例的治
疗。

博鳌超级医院常务副院长叶
菊贞表示，超级医院提供了一个平
台，把国内最先进的专科技术和专
科团队引进来，同时开放国外一些
最新的技术、设备和药品，能够与
国外同时同步接轨，这对超级医院
在国内外保持技术优势和本院的
学科发展都十分重要。

“超级”药械陆续优先使用

热点

“女儿患有先心病，4岁半就
做了几次大手术。”陈女士说，6
月20日下午摔跤晕倒的小智被
她送到琼海市人民医院，检查发
现颅骨摔碎，造成脑部出血及脑
水肿导致脑压升高，必须立即实
施“去骨瓣减压术”。但颅骨缺

损不利于脑部和智力发育，必须
再做颅骨修补术。生命体征稳
定后，小智被送到了海南省妇幼
保健院小儿神经外科检查，由于
第一次手术刚结束，她需要康复
休养3个月后再行颅骨修补术。

在此期间，海南省妇幼保健

院根据小智颅骨缺损情况，利用
3D 打印技术，专程为她量身订
做了三维钛板颅骨。10月30日
上午，顾硕团队为小智实施了颅
骨修补术，一周以后，小智就可
以出院恢复正常的生活与学习
了。

小欣出生在一个特殊的家
庭，父母残疾，非常贫困。“孩子出
生后经常哭闹，有时会很痛苦
地大喊大叫。”杜先生说。孩子
6 个月大时，经检查，发现孩子
脑部积水，引起颅内高压。脑
积水，就像孩子脑部筑了道堤
坝，把脑部分泌的脑脊液全堵
在了脑中，脑脊液无法正常流
动，最终形成脑积水，在颅内形
成了一个小小的“偃塞湖”。经

过保守治疗，小欣发热抽搐症
状有所缓解。

“不过，小欣还是会经常哭
闹，睡不好觉。10月，小欣再次发
热抽搐。”杜先生说。小欣入住海
南省妇幼保健医院小儿神经外
科，检查发现，引发小欣脑积水的
根本原因是先天性脑结构畸形，
小脑扁桃体下疝进入椎管，堵塞
了脑脊液从椎管流入形成体内循
环的通道。

根据小欣的病情，顾硕为她
进行了内窥镜三脑室造瘘术，
使小欣脑部积水得到疏通，“偃
塞湖”的危险解除了。随着小
欣的生长发育，其小脑扁桃体
下疝的情况也有可能得到缓
解。

让杜先生更感激的是，海南
省妇幼保健院还为小欣申请了一
笔慈善基金，可以减免小欣的大
部分费用。

加强临床学科建设 让孩子不出岛治大病

颅骨“精准修补”挽救6岁女童

颅内“开渠引水” 孩子睡上安稳觉

我省医院我省医院33DD打印造颅骨抢救女童打印造颅骨抢救女童
■ 本报记者 符王润 实习生 孙永超 曾滢西

在博鳌超级医院，
患者可以接受国内顶级
专家的远程会诊。

博鳌超级医院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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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例档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