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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资讯

海南省肿瘤医院特约科普

热点

第二批省级中医重点专科
评审会召开

本报讯（记者符王润）为进一步提升我省基
层医疗机构中医服务能力，近日，由省中医药管
理局组织的“海南省第二批省级中医重点专科评
审会暨专科能力提升培训班”在海口召开，来自
全省15家医院的28个专科参与了此次评审暨培
训班。

据了解，此次评审工作会议暨专科建设能力
提升培训会的主要任务是为我省评选出第二批
省级中医重点专科，持续推进我省中医重点专科
建设工作，培养中医重点专科及中医药临床科研
领军人才。

据省中医药管理局副局长徐清宁介绍，我省
省级中医重点专科建设项目自2016年启动以
来，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并将其列为重点工作
加以推进。2017年出台了《海南省贯彻<中医药
发展战略规划纲要（ 2016-2030年）>实施方
案》（下简称《方案》），提出到2020年底，每个县
级中医医院建设1个以上中医重点（特色）专科；
到2030年底，每个县级中医医院建设3个以上中
医重点（特色）专科。《方案》还强调要大力提升中
医医疗服务治疗，实施中医临床优势培育工程，
要充分利用中医药技术方法和现代科学技术，提
高急危重症、疑难复杂疾病的中医诊疗服务能力
和中医优势病种的中医门诊诊疗服务能力与研
究能力，依托现有中医医疗机构和中医科室支持
形成一批国家和区域中医（专科）诊疗中心，在防
治疾病中发挥示范作用。

医联体互助模式：用数字
化手段防控管理高血压

“您来海南这段时间血压稳定许
多，上次给您开的药可以继续坚持服
用，不过还要记得及时测量血压数
据，并上传到APP。”

12月11日上午，三亚市人民医
院心血管内科副主任魏静从“高血压
大夫”APP上获取了“候鸟”患者胡
俊华一周的血压情况汇报，并及时地
跟患者进行了随诊。

而此时，国家高血压专病医联体
海南省中心负责人、海南省人民医院
心血管内科一级主任医师吴忠，也从
同样一款APP上获取了魏静所管理
的所有高血压患者的信息，并针对一
些疑难高血压疾病的诊疗，给予魏静
医生更多的指导和建议。

这是自11月17日以来，我省高
血压专病医联体工作启动后的一个
生动画面。

《第五次全国高血压控制状况调
查》显示，近年来，我国居民高血压
患病率一直呈上升趋势，高血压患病
率为23.2%，这意味着，超过2.5亿人
是高血压患者。然而，面对庞大的患
者群，高血压的控制率却非常不乐
观。中国开展的首个大规模心血管
病人群筛查项目“百万人群项目”研
究结果显示，我国高血压患者的控制
达标率仅为5.6%。

在此背景下，在国家卫健委的
指导下，由国家心血管病中心中国
医学院科学院阜外医院发起成立了
国家高血压专病医联体，旨在优化
医疗配置，加强各级医院高血压学
科的交流合作，实现区域医疗资源
共享，探索分级诊疗，提高高血压病
的知晓率、治疗率和控制率，建立健
全慢性病的防治工作体系。我省于
11月17日加入了国家高血压专病
医联体。

长期以来，跟全国大部分地区一
样，我省高血压专病防治工作，同样
也处于碎片化、放任自流式的状况，
而国家高血压专病医联体海南省中
心的正式启动，则是对既往模式正式

告别的开始。
“有了数字化的管理手段，配合

双向转诊、远程会诊等先进的医联体
互助模式，我们对高血压的管理就会
像星火燎原一样，会覆盖到全省，延
伸到基层，深入到高血压患者家庭，
惠及高血压患者”。吴忠表示，在国
家高血压专病医联体的带动下，海南
省的高血压控制势必也会踏上一个
新台阶。

“虽然我们省加入国家医联体较
晚，但从目前项目的推动情况看，全省
医疗行业对这项工作皆表现出十分积
极的状态”。吴忠介绍，自海南省分中
心启动以来，已经有65位医生加入到
医生管理团队，不少医生的患者团队
也已经渐渐庞大起来。

“一个签约医生+统一
线上协作平台”

那么，患者将如何从高血压专病
医联体中获益呢？吴忠向记者详细
介绍了医联体的运行操作模式。

“通过微信扫描医生的二维码，
按照步骤注册登录，测量完血压后，
将血压值输入并保存，每天向医生

‘报到’。医生就能够第一时间通过
‘高血压大夫’APP了解病人血压，
并及时与病人沟通，非常便捷。”吴忠
拿着手机向记者演示。

吴忠介绍，“高血压大夫”有患者
端，也有医生端，医生可以通过手机，
第一时间看到其管理的高血压病人
的具体血压数值。针对一些疑难杂
症的病例，可以选择让上级中心的医
生进行远程会诊，或者直接将患者转
诊到上级医院。

吴忠介绍，在医联体内，将畅通
双向转诊通道，对下级机构上转的患
者，协调资源，优先诊断、优先住院、
优先检查。患者病情稳定和确定治
疗方案后，转回下级医院继续跟踪管
理。根据实际需要和具体情况，还会
建设多学科远程会诊中心，依托医联
体统一信息平台，开展以移动APP
为主的轻量级的远程会诊。在医联
体平台上，向患者提供相应的在线服
务，逐步形成线上线下结合的持续服

务能力。

明年春节前启动
各个市县分中心工作

随着高血压专病医联体工作的
进一步开展，全省基层卫生机构将纷
纷纳入到这个庞大系统中。

据了解，目前国家心血管病中心
高血压专病医联体海南省中心正在
制定对下级分中心和成员单位的帮
扶计划。利用省级中心优质资源集
中的优势，通过技术帮扶、人才培养
等手段，发挥对下级中心和成员单位
的技术辐射和带动作用。

同时，省中心还将组织专家到下
级分中心进行医联体技术帮扶，组织
辖区内的医生到本单位进修和学习；
建设本地高血压认证中心，依据国家
高血压认证方案，对辖区内的医生开
展高血压诊疗认证工作；建设高血压
质控中心，依据医联体质控方案和平
台数据，对各级分中心和成员单位，
定期组织开展高血压治疗质量控制
工作；还将指导各级医院、医生有针
对性地进行质量改进。

吴忠表示，我省还将建立高血压质
量管理体系和评价体系，规范高血压的
管理模式；定时对基层和社区医生进行
培训，不断提升基层对高血压的诊治水
平；定期到基层举办义诊、出诊、查房、
讲座，对普通人群和患者进行宣教；关
注贫困人口的高血压防治工作，争取各
方面资源进行精准扶贫。

据了解，在海南省卫健委的牵头
发动下，预计2019年春节之前，我省
将启动各个市县级分中心的工作，届
时，全省的基层卫生机构将陆续进入
这个庞大而精细管理的高血压专病
管理系统。

谈到未来我省高血压防治工作，
吴忠表示，虽然目前我省高血压专病
医联体的工作已经正式启动，并取得
了良好的开端，但是还需要在高血压
研究上，进一步完善和努力。据了解，
我省目前尚未设置独立的高血压诊疗
中心或科室，高血压专科临床研究处
于相对滞后的局面，未来希望在高血
压的临床研究上投入更多力量。

高血压专病医联体在海南启动，用数字化手段防控高血压

血压太“调皮”？找“手机大夫”

我国居民高血压
患病率为23.2%

高血压患者超过
2.5亿人

高血压患者的控
制达标率仅为5.6%

海口明珠爱心献血屋
扩建启用

本报讯（记者符王润 通讯员李玮）近日，海
口明珠献血屋扩建启用，扩建后的海口明珠献血
屋为木屋式设计，外形更为温馨时尚，占地48.3
平方米，较之前的面积扩大了43.8%，采血位较原
来更加宽大舒适。

据了解，已有19年历史的海口明珠献血点是
海南首座街头献血屋，是我省无偿献血标志性名
片，提供了全省30%的临床用血量。扩建后的海
口明珠献血点按照国家卫健委采供血机构管理规
范布局，严格划分各功能区，可以为市民提供更加
舒适的献血环境和优质的献血服务。目前海口明
珠爱心献血屋工作时间为9：00—20：30，广大爱
心市民可以前往献血，体验扩建的献血屋带来的
全新献血感受。

随着我省医疗卫生事业的快速发展，全民医
保的不断覆盖完善、人口老龄化、二孩政策高龄
产妇增多、大量游客入岛等因素，特别是近几年
与国内优质资源合作办医以来，医疗临床用血出
现了高速增长势头（每年15%-20%的增长率），
造成血液供应不足的情况时有发生。目前，我省
血液供应处于紧平衡状态，街头献血点数量过少
是血液供需紧张的矛盾尚不能得到彻底解决的
重要原因之一。

根据全省卫生健康工作总体发展规划，2018
年新审批设立及调整海口市街头固定献血屋7
个、流动采血车（点）5个，新增儋州市献血屋1
个，并积极推进琼海、文昌、陵水等市县新增采供
血一体化献血屋工作，让献血点逐步覆盖全省，
让各市县的市民可以就近献血。

面对外界环境无处不在的病毒、
细菌，还有身体内不知何时出现的突
变异常细胞，人体是如何做到不受严
重伤害呢？这全靠人体内的“士
兵”——免疫系统。

免疫系统主要发挥作用的是各种
各样的免疫细胞。其中最常见的是
——NK细胞、T淋巴细胞、B淋巴细
胞、单核巨噬细胞、树突状细胞（DC细
胞）等。他们各司其职，各有所长。

NK细胞属于“特种兵”，武器精
良，行动迅速，发现“坏蛋”立即使用独
有的各种细胞因子武器消灭它们。
DC细胞属于T、B淋巴细胞的“大脑”，
负责分析“坏蛋”的特征，处理加工后
形成特有的信息传达给T、B淋巴细
胞，使它们分别从“战备状态”进入到

“战争状态”，当“坏蛋”被消灭后T、B
淋巴细胞会有一部分保持长期戒备，
留有战斗记忆，当类似“坏蛋”再次出
现，它们会立即做出反应消灭“敌
军”——这就形成了人体逐渐强大的
免疫防御体系。

当肿瘤发生时，他们会采取伪装、
躲避、对抗等多种手段避免被免疫系
统消灭。保卫我们的“士兵”遭遇了被
蒙上眼睛、抢夺武器、相对数量不足等
情况，丧失了战斗能力。肿瘤免疫治
疗却能让“士兵”重振雄风。

近年来，免疫治疗被认为肿瘤治
疗中最有前景的治疗策略之一，目前
应用于临床治疗的手段很多，有阻断
肿瘤细胞抵抗免疫细胞途径的药物
PD1抗体、CTLA-4抗体等，有经过
基因工程改造的具有极强靶向杀伤
作用的 CAR-T、CAR-NK 细胞治
疗，有增强免疫系统对肿瘤细胞识别
能力的肿瘤疫苗，有将自身免疫细胞
进行体外强化训练并大量扩增后回
输的DC-CIK、MTCA-CTL细胞治
疗，还有免疫细胞的兴奋剂胸腺肽
类、白介素-2、干扰素-γ等。科学地
将这些手段与放化疗、手术等常规治
疗方法结合，将会使肿瘤患者的免疫
系统越来越强大！

（海南省肿瘤医院血液淋巴瘤科
副主任 田浴阳）

免疫治疗重振
免疫系统“雄风”

■ 本报记者 邓钰
特约记者 司玉 通讯员 黄荣海

“谢谢！如果不是你们，我没办
法这么快恢复。”近日，定安县雷鸣
镇76岁的许老伯专门来到定安县
人民医院，感谢他的主治医生团队。

今年10月28日，许老伯因摔
伤致左股骨颈骨折来到定安县人民
医院，该院外二科团队于31日为他
成功实施了微创髋关节置换术
（DAMIS）。当天下午进行手术后，
第二天上午许老伯便能下地行走。
据了解，定安县人民医院此次实施
的微创髋关节置换术，在我省的应
用仍较少。

髋关节置换术后快速康复是目
前关节科医生及患者普遍关注的一
个话题，也是提高手术效果和病人
满意度的重要指标，而快速康复的
一个重要前提就是微创手术。定安
县人民医院骨科主任医师张雄军率
骨科团队率先在定安成功实施侧卧
位前侧入路微创髋关节置换术，极
大加快了患者的康复速度。

“与传统髋关节置换手术相比，
微创髋关节置换术微创手术利用阔
筋膜张肌和缝匠肌间隙，保持了髋
臼后方软组织完整性，术中出血少，
不损伤肌肉，手术后活动不受明显
限制，患者恢复快，并发症少。”张雄
军介绍。

“在开展此类手术时，常用的是
仰卧位标准DAMIS，这种手术方
式的优势在创伤更小、疼痛轻，术后

早期活动限制低或无限制，甚至可
以做下蹲、盘腿、跷二郎腿等动作。”
张雄军表示，然而这种手术方式对
医生技术要求高，手术难度大，而且
学习门槛高，还必须使用特制手术
牵引床，不易推广应用。

经过改良，定安县人民医院在

为许老伯进行手术时，选用侧卧位
前侧入路微创髋关节置换术，不但
具有仰卧位标准DAMIS的优点，
还具有不需特制牵引床和经济投入
较少，易大范围推广等多重优势。

据统计，自10月31日首次成
功实施微创髋关节置换术以来，定
安县人民医院目前已成功开展3例
同类手术。

“我们将不断致力于这项技术
的研究和推广，今后为更多的患者
治愈病痛。”张雄军表示，近年来，定
安县人民医院狠抓人才队伍建设，
医疗服务能力得到全面提升，现代
医疗技术水平日臻成熟。侧卧位前
侧入路微创髋关节置换术的成功开
展，意味着定安乃至海南更多的患
者在家门口就能安全、便捷地享受
高质量的医疗服务。

病例档案

校企联手开设“励志班”
资助贫困学子，培养护理人才

本报讯（记者符王润）近日，广发证券“一司
一县”结对帮扶签约仪式暨金融扶贫培训班在
海口举行，记者从会上了解到，2019年起，广发
证券连续两年与海南健康管理职业技术学院合
作开设“广发励志班”，以订单培养的形式，资助
100名海南省建档立卡贫困户子女完成学业并
顺利就业。

广发证券将与海南健康管理职业技术学院
于2019年、2020年合作开设两期学制三年的

“广发励志班”，资助海南省建档立卡贫困户子
女完成学业并提供就业机会。海南健康管理职
业技术学院有关负责人表示，针对我省就业实
际需求，“广发励志班”将定向培养护理专业学
生，未来将为省内外医疗机构输送一批护理专
业人才。

健康周刊广告联系：
17789778872
投稿邮箱：

hnrbjkzk@qq.com

“高血压大夫”
APP

“高血压大夫”
APP是一款专为医生
定制的移动服务软
件。通过这款软件，
医生可以随时管理病
患，定期了解病患的
身体情况，提供更好
的治疗方案。还可以
将了解采集的情况用
于医学研究，提供智
能随访，病例收集、患
者管理服务。

通过微信扫描医
生的二维码，按照步
骤注册登录，测量完
血压后，将血压值输
入并保存，每天向医
生"报到",医生就能够
第一时间通过 APP
了解病人血压，并及
时与病人沟通。

■ 本报记者 侯赛
通讯员 冯琼

据统计，我国
居民高血压患病率
为 23.2%，而这背
后，脑梗、心梗等心
脑血管病所造成的
高死亡率、高致残
率，让很多家庭面临
着巨大的经济负担。

为有效控制高
血压，更好地推广高
血压防治规范化手
段，11月17日，国家
心血管病中心高血
压专病医联体海南
省中心启动会在海
南 省 人 民 医 院 举
行。启动会上，海南
省中心及27家分中
心获得授牌。

如今，国家高血
压专病医联体海南
省中心成立1个月。
高血压专病医联体
是如何发挥作用，实
现各地区优质医疗
资源共享，普惠广大
高血压患者的？记
者对此进行了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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