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专题 2018年12月28日 星期五
值班主任：陈彬 主编：罗安明 美编：陈海冰A11

高起点建设、高水平发展，海南省眼科医院建院6年晋升“三甲”医院

为了海南百姓眼科大病不出岛

12月 21日，对海南省眼
科医院来说，是具有重大意义
的一天。这一天，医院举行了
三级甲等医院揭牌仪式，这标
志着该院正式成为省内首家
“三甲”专科医院。

6年前，海南省委、省政府
引入国内眼科排名第一的中
山大学中山眼科中心（以下简
称中大眼科），创新体制建立
了中山大学中山眼科中心海
南眼科医院（海南省眼科医
院）。6年来，中山人扎根琼
岛，无私奉献，支持海南眼科
事业的发展，使海南眼科整体
水平得到显著提升，实现了
“眼科大病不出岛”的目标。

经过6年的成功实践和
探索，中大眼科将先进的医疗
技术和优秀的管理品牌成功
移植海南，实现海南省眼科医
院的高起点建设和高水平发
展，为海南实现百姓“大病不
出岛”作出了贡献。在新医改
背景下，中大眼科与海南省政
府的合作模式，成为了海南合
作医疗管理的“蓝本”和成功
典范。

作为海南眼科的“龙头”，海南
省眼科医院也肩负着提升全省眼
科整体水平的重任。

自 2013 年起，海南省眼科医
院就开始派出专家到基层开展帮
扶工作。如今，海南省眼科医院已
构建全省眼科医疗联合体，目前有
10 家眼科医疗机构加入，覆盖全
省“东西南北中”区域医疗中心，辐
射全岛。医院定期派出专家到各
市县医联体成员单位坐诊、开展手
术、查房、带教，提供技术帮扶。如
在与乐东黎族自治县第二人民医
院开展的眼科合作中，从 2014 年
10 月起，海南省眼科医院每周末

轮派高级职称专家到乐东服务并
进行手术指导，至今已派遣专家共
计 123 人次，门诊量达 4500 多人
次，实施手术1647例。

优质医疗服务下基层，不仅让
百姓在“家门口”就能看好眼病，还
提高了地方眼科技术水平。在海
南省眼科医院的帮扶带动下，很多
基层医院已经能够独立开展一些
之前无法开展的手术。“以前，很多
市县医院无法开展超声乳化白内
障手术，经过这几年的帮扶，昌江、
文昌、五指山等市县的基层医院都
可以开展这项手术了。”钟兴武表
示，下一步，海南省眼科医院将继

续努力，助推海南实现“十三五”全
国眼健康规划中提出的到2020年
90%以上的县有医疗机构能够独
立开展白内障复明手术的目标。

“要为全岛患者提供更好的眼
科诊疗服务，光靠我们一家医院是
不行的，还需要全省的基层医院强
起来。”钟兴武说，提升基层医疗机
构专科诊疗水平，海南省眼科医院
责无旁贷。

以前，我省在致盲和低视力相
关流行病学调查研究方面存在空
白。为了弄清海南省眼科疾病谱，
海南省眼科医院成立课题组，进行
了专门的基础性调查研究，客观评

价总结海南过去防盲治盲工作的开
展情况和效果。在此基础上，又建
立全省首个“海南省致盲性眼病预
估模型”，协助政府相关部门制定全
省防盲规划，为有关部门确定防盲
重点提供客观科学的参考数据。

受海南省卫生健康委委托，海
南省眼科医院还成立了全省眼科
质量控制部，制定眼科诊疗标准，
主导全省眼科质量控制。同时，建
立眼科专业质控网络，采取组织专
家指导、现场督查、组织培训等形
式，全力开展眼科质控，使全省眼
科诊疗标准得到统一，提升眼科诊
疗水平。

海南是全国唯一地跨热带和亚
热带的省份，日照时间长、紫外线
强，是眼病高发区。与此相对应的
是过去海南省内眼科医疗技术水平
不高，老百姓看眼病常常要远赴广
州、北京等地。

为了解决百姓出岛看眼病奔波
不便的问题，2012年，海南省政府与
中山大学签订医疗卫生合作框架协
议，深化在医疗卫生领域的合作，组
建的海南省眼科医院委托交付中大
眼科运营管理。同年12月22日，由
海南省政府出资、香港言爱基金捐
资建设，委托中大眼科运营管理的
中山大学中山眼科中心海南眼科医
院（海南省眼科医院）正式开业。

作为中山眼科最早派驻海南建
设医院的专家之一，海南省眼科医
院常务副院长钟兴武在海南一待便
是6年多。在这6年多的时间里，钟
兴武见证了海南省眼科医院的发
展。

建院伊始，中大眼科派出了近
40人的团队至海南省眼科医院，其
中包括专业和管理人才，确保医院
运转高起点、高品质、高效率。医院
布局、学科建设、人才梯队配置……

中大眼科的专业团队为医院制定了
完善的发展方案。

新医院运行最大的难题，就是
人才队伍的融合和培养。刚成立不
久，海南省眼科医院便组建了一支
由中大眼科派驻的知名眼科专家和
省内外优秀眼科人才组成的诊疗队
伍。医院将人才引进作为一项重要
的工作内容，每年都引进不等数量
的人才。目前，该院现有职工200
余人中，具有高级职称者25人，博士
研究生导师2人，硕士研究生导师2
人，博士研究生9人，硕士研究生16
人。医院尽可能地为人才提供科
研、临床平台，充分发挥人才作用，
助力医院发展。同时，医院坚持“走
出去、请进来”的方针，加强和国内
高水平院校及医疗科研机构合作；
并通过建立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基
地，选派青年学者赴外进修学习，为
中青年人才到高水平科研机构学习
和进行合作研究创造条件，为培养
青年骨干力量奠定了良好基础。

全飞秒激光近视治疗系统、3D
眼科手术系统、血管炫彩OCT荧光
造影一体成像系统、广角眼底照相
等大批国际先进眼科诊疗设备……

在省委、省政府的大力支持下，海南
省眼科医院还比照中大眼科配置了
国际一流眼科医疗设备。“基于现在
的设备和技术，我们医院可以实施
所有国际上最尖端的眼科手术。”钟
兴武说。

随着医院专科和学科建设逐渐
完善，人才梯队逐步搭建，多项填补
海南眼科空白的技术陆续开展。目
前，海南省眼科医院已建立角膜眼
表疾病、白内障、近视屈光、眼眶与
眼肿瘤专科等10个亚专科，每个亚
专科都拥有较强的实力。6年来，该
院在全省率先开展了角膜移植联合
白内障手术及瞳孔成形术、自体角
膜移植及联合手术等近40项新技
术、新疗法，达到国内先进水平，取
得了良好的治疗效果。2017年，海
南省眼科医院的手术量达到了1万
余台次，据不完全统计，这在华南地
区名列前茅。

过去，海南患者的角膜移植手
术无一例外要到省外去做。为了改
变这种局面，海南省眼科医院多方
联系，引进“海归”角膜专家，组建了
实力非常强的角膜专家团队，并于
2013年 5月组建了海南眼库。同

时，加强与斯里兰卡国家眼库、美国
辛辛那提眼库合作，实现国外角膜
捐献海南“零突破”。41岁的黎先生
是海南眼库的受益者之一，他1岁时
基本失去了视力，在黑暗中度过了
漫长的40年。钟兴武主刀为黎先生
成功实施了角膜移植联合手术，使
他重见光明。多年来，海南省眼库
共获得国内外角膜捐献近400片，
像黎先生这样重见光明的例子还有
很多。

除了提升医疗技术水平，这6年
间，海南省眼科医院不断完善管理
制度，加强对医疗、护理、药事、后勤
服务等各项工作的管理。经过6年
发展，海南省眼科医院社会效益凸
显，品牌影响力不断扩大，从建院时
日门诊量50余人次、年手术量2000
余台次，发展到如今日门诊量最高
近1000人次、年手术量1万余台次，
超过 50%的病例为眼科疑难危重
病。

钟兴武表示，如今，医院已提前
完成了省委、省政府提出的“眼科大
病不出岛”目标。不仅本省的患者
不再需要出岛看眼科疾病，一些外
地的患者也慕名前来求医。

把先进技术和管理模式移植海南

致力提升全省眼科整体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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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省眼科医院从建
院时日门诊量 50 余人次，
发展到如今的日门诊量
500余人次、年手术量超1
万台次

建院以来，医院共发表
论文 100多篇，获得近30项
基金项目资助

医院作为国家“百万贫
困白内障患者复明工程”
“光明扶贫工程”项目定点
救助单位，已完成近 3000
台免费白内障手术

医院防盲义诊治疗队
的足迹几乎遍布全省，惠及
群众近 9 万人。同时完成
了“视中三期”根治沙眼任
务，筛查人数达 187.5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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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眼科医生
提供学术交流平台
除了从医疗技术方面提升全省眼科整体

水平，海南省眼科医院还注重为全省眼科专
科医生提供学术共享和交流的平台。

“我们每年都会组织大型学术活动，邀请
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外知名客座教授
现场授课。同时定期在省内开展面向全省眼
科医务人员的学术讲座，使全省眼科专业人
员与国内外同行能互相学习交流。今年我们
举办的海南省眼科年会，邀请国内外专家80
多人围绕医疗技术和学术论文写作等方面开
展交流。”钟兴武介绍，近几年，医院在学术科
研方面收获颇丰——海南省眼科医院参与了
我国眼科多个专家共识和行业指南的制定，
并成为国家级的住院医生规范化培训基地，
整体实力在华南地区排名第四；去年，人民卫
生出版社还正式出版了海南省眼科医院主编
的《实用近视眼学》。“除了申请省里的课题，
我们也积极申请国家课题。同时，我们还参
与国际交流，在权威期刊上发表了一批眼科
学术论文。”

海南眼科疾病发生率高，且疑难杂症占
比高。要真正解决视网膜病变、眼部光损伤、
感染性角膜炎等多发疑难病的防治问题，只
有加强眼科实验，提供更多的治疗手段。
2015年5月23日，海南省眼科医院成立了海
南省眼科学重点实验室。实验室根据全省眼
科流行病学状况，开展疑难眼病的防治和研
究，以打造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临床与基础
研究技术创新平台为目标，建设培养高素质
人才和产出原始创新性成果的基地，促进海
南省眼科的发展。眼下，海南省眼科医院正
在积极筹建眼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海口中
心，重点对热带眼病开展相关研究。

扛起民生事业的
社会担当
6年来，关注基层百姓，为贫困患者送去

光明，是海南省眼科医院不变的追求。
从建院开始，海南省眼科医院便组织医

疗队走进基层，走近老百姓。过去6年间，他
们的脚步遍及全省，把优质眼科技术和服务
送到百姓家门口。迄今，该团队已经出色完
成“视中”项目沙眼筛查工作，筛查人数约
187.5万人；开展防盲义诊活动共计150余场
次，惠及群众近9万人。

在政府的许多重要工作中，海南省眼科医
院也作出了积极的贡献。在海南省政府于
2016年和2017年开展的“海南柬埔寨光明
行”活动中，海南省眼科医院派出专家组作为
活动的主力，出色完成了省政府交办的各项任
务。海南省眼科医院还积极响应并高度重视
精准扶贫工作，认真完成结对帮扶贫困户的工
作任务。作为国家“百万贫困白内障患者复明
工程”“光明扶贫工程”项目定点救助单位，海南
省眼科医院承担着为全省贫困白内障患者免
费实施手术的任务，至今已完成近3000台
免费白内障手术。医院出色完成了“视觉第
一·中国行动”第三期根治沙眼项目，并于
2016年成为全国6家获原国家卫生计生委
表扬的单位之一。医院还成立了院内精准扶贫
白内障项目基金，以院内出资、社会团体捐资的
模式，为全省贫困群体免费实施白内障手术。

6 年来，海南省眼
科医院使海南眼科整体
水平得到显著提升，实
现了“眼科大病不出岛”
的目标。 袁才 摄

海南省眼科医院防盲治疗队下乡义诊。

国家“光明扶贫工程”定点救治签约仪式。医院大楼奠基。

（本版图片除署名外由海南省眼科医院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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