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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诊、手术、会诊、带领团队开展业
务研讨、处理科室的相关事宜……几乎
每天，早上7点到达科室，晚上9点以后
才会回家，这就是海南医学院第二附属
医院（以下简称海医二附院）心血管病
医院院长王小啟的工作状态。

10年前，因为一次医疗帮扶活动，
王小啟与海医二附院结缘。10年后，
2019年4月1日，带着时代使命感，他
加入海医二附院，承担起为海南打造国
内一流心血管病医院的重任。

对王小啟来说，除了迅速提升医院
心血管外科的诊疗水平，他还希望在自
己的努力下，进一步推动海南心血管外
科专业水平的发展，培养出能够与海南
建设自贸区自贸港相匹配的高水平医
疗团队，让海南的心血管病患者“小病
不进城，大病不出岛”。

带着海南情缘加入海医二附院

王小啟和海医二附院的缘分，源于
10年前的一次帮扶活动。当年，北京协
和医院、天津血液病研究所、北京阜外
医院等单位的医生团队到当时的海南
省农垦医院（海医二附院前身）开展医
疗帮扶工作，王小啟正是这支帮扶医疗
队的队长。在海南农垦医院帮扶的一
个月里，王小啟帮助医院成立了心脏外
科。往后，王小啟每年都会来到医院指
导科室的医生开展心脏病手术。

10年间，在王小啟的帮助和指导
下，海医二附院共开展了2000余例心
脏病手术，其中先天性心脏病手术
1000余例。

“我第一次来到医院时，那时候医
院在心血管外科方面几乎还是空白，医
院只有一名心脏外科医生，连一个团队
都没有。”在帮扶期间，王小啟为医院的
心脏外科制定了发展规划。此后的10
年间，正是按照当年王小啟的规划，医
院的心脏外科一砖一瓦逐步建立起来，
并组建起了一支团队。“这10年间，心
血管外科所有的外科医生都在北京阜
外医院学习一年，医院也派麻醉科、体
外循环、护理方面的医护人员到北京阜

外医院进修学习过，学科发展的基本框
架搭建起来了。”王小啟介绍。

作为国内知名的心血管外科专家，
王小啟能够实施复杂先心病手术、重症
心脏瓣膜替换手术、冠状动脉搭桥手
术、大血管手术、微创小切口心脏手
术、胸腔镜心脏手术、心脏移植等高难
度的手术。很多业界的朋友对王小啟
放弃北京阜外医院的平台，选择来到海
医二附院表示不解。“他们认为我应该
去更好的平台，但我对这家医院是有多
年感情的。”对王小啟来说，10年间，海
医二附院的一草一木，一人一物都早已
融入他的生命，此次正式加盟海医二附
院，就像回家一样。

迅速提升医院专科诊疗水平

“太感谢王小啟医生了，孩子终于
可以摆脱病痛，像正常孩子一样成长
了。”今年4月23日，来自屯昌的吴先生
满怀感激地对着王小啟说道。他那仅9
个月大、体重仅4.5公斤的孩子，在王小
啟的帮助下，摆脱了先天性心脏病的折
磨，只要精心调养，就可以像普通孩子
一样健康成长。

今年4月2日，吴先生带着自己刚

出生不久的女儿来到海医二附院。经
诊断，孩子患有先天性心脏病，有室间
隔缺损、房间隔缺损、动脉导管未闭、右
室流出道狭窄、永存左上腔静脉、肺动
脉高压等症状。4月16日，由王小啟主
刀，医院为孩子实施了3个半小时的手
术。4月23日，患儿各项指标恢复正
常，被转至普通病房治疗。

今年6月，王小啟的门诊来了一个
患者，50岁，15年前做过一次心脏手
术，行升主动脉置换和主动脉瓣置换，
术后5年就出现了升主动脉吻合口假性
动脉瘤，主动脉瓣机械瓣周漏，由于这
种大血管二次手术需要很高的技术并
且手术风险极高，10年间患者到广州和
岛内多家医院都没有得到有效的治疗，
病情越来越重，假性动脉瘤越来越大，
直径到了10厘米，随时都有破裂的风
险。王小啟看完患者后明确告诉患者
可以为他做手术，患者入院后王小啟为
他制定了详细的治疗方案，手术取得了
成功，患者已康复出院。

对心脏外科医生来说，婴儿与高龄
老人这一小一老的心脏病手术是难度
最大的。“小的是因为脏器不成熟，老的
是因为脏器在退化，这类大型手术必须
考虑各个脏器的承受能力，而二次大血

管手术对主刀医生和整个医疗团队的要
求很高。现在到我这里的大部分是危重
复杂病例，工作紧张繁忙。”王小啟说。

4月以来，在短短4个多月时间里，
王小啟带领团队填补了一项项医院乃
至海南省的空白——完成我省最高年
龄和体重最轻患儿的心脏病手术，完
成复杂成人三尖瓣下移畸形手术、肺
动脉闭锁手术、主动脉瓣成行术、二尖
瓣成形术、二次心脏和大血管手术，完
成无射线超声引导下的先天性心脏病
介入手术……同时王小啟也把顶尖的
微创心脏外科技术带到了海南，在海医
二附院常规开展。如今，很多以往需要
出岛求医的患者，在海南也能享受到高
水平的心血管外科诊疗服务，开始有外
省患者慕名到海医二附院心血管病医
院进行手术。

来到医院后，王小啟坚持每周带领
团队开展业务学习和学术研究，对新的
病例进行探讨，了解新的学术进展，培
养医护人员的临床思维能力和学术研
究能力，“以前医院每年的手术量是200
例左右，这4个多月已经完成手术150
多例，看来今年手术量能够翻一倍。”

打造国内一流的心血管病医院

除了迅速提升医院科室诊疗水平，
王小啟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去完成
——努力推动海南心血管外科专业水
平的发展。

虽然近些年，海南的心血管外科水
平有了很大提升，但和国内很多地区相
比，无论是手术水平还是学术研究水平
还有着很大的差距——海南的心血管
外科在国内业界还没有话语权，没有发
展出自己的特色，也很难开展大型的心
血管外科手术。

“10年间，我看着海南的心血管外
科慢慢发展了起来，但还是太慢，每次
我来医院心里都很着急。现在，除了北
京和上海，国内很多省市在心血管外科
方面都成长得很快，纷纷建立起了大的
心脏病中心。我有时代的紧迫感和责
任感。”王小啟说。

和以往以专家身份来到医院开展
手术相比，如今正式加盟海医二附院，
王小啟有着更高的目标和更加艰巨的
任务——除了在短期内实现让省内危
急重症心血管疾病患者“大病不出岛”，
还要将北京阜外医院的模式搬到医院，
按照高标准建设国内一流的心血管病
医院。

“我希望通过不懈的努力，争取5至
8年，打造出国内一流的心血管病医
院。在海南，能够实现从新生儿到高龄
老人的所有心血管疾病诊疗。”王小啟
深知，要实现这个目标，任重而道远，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除了大力培养相
关学科团队的人才，同时还要加大引进
人才的力度。”

海南建设自贸区和探索建设自贸
港，高水平的医疗服务十分关键。“心血
管疾病的治疗有很多的高新医疗技术，
这些技术的落地，需要高水平本地医疗
团队的配合。”王小啟正是朝着与国内
外一流医疗团队合作的方向培养团
队。“心血管外科手术的术后非常重
要。即便是国内外的专家来到海南做
了手术，术后的工作还是需要本土团队
来完成。术后的监护、各种指标的检
查、每天的巡诊等等，都需要高水平的
团队支撑，也只有这样，高新医疗技术
才能真正在海南落地。”

尽快提升我省危重心血管疾病的诊
疗水平，尽快打造出能够对接国内外高新
医疗技术的团队，尽快让海南心血管疾病
治疗水平符合海南未来发展的要求，正是
这样的时代紧迫感和责任感，让王小啟将
全部精力投入到工作中，恨不得一天掰成
两天用。从团队建设到整体医疗细节的
把控，王小啟都要投入大量的心血。“过去
在医院只是当专家治病，但现在需要考虑
整个团队的建设问题，相当于是从零开
始。”王小啟笑称，现在他一天说的话，比
过去一周说的话还要多。

“路还很长，我们的工作刚起步。
困难也还很多，需要有忘我的精神投
入，脚踏实地才能逐步实现目标。”谈及
未来，王小啟语气坚定。

（本报海口8月18日讯）

王小啟在与患者交流。（图片由海医二附院心血管病医院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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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医二附院心血管病医院在院长王小啟带领下迅速提升诊治水平

力争让海南患者“大病不出岛”
■ 本报记者 符王润 通讯员 谭莹 实习生 邓欣

作为一家现代化骨科专科医院，海
南中德骨科医院拥有一批国际尖端的
医疗设备，以创伤骨科和手足外科为龙
头，微创骨病和康复医学为两翼，将骨
科细分为八大专业。在多发骨折创伤
救治、断指（肢）再植、修复重建外科、髋
膝关节置换的技术方面达到了省内领
先水平。

一年来，医院先后成功举办了海南
省医学会骨科专业委员会创伤学组高

峰论坛暨周围神经损伤、海南省AO创
伤委员会培训班等大型学术交流活动，
并成为“海南地区手足显微外科论坛继
续教育培训基地”“海南省中德康复医
学治疗基地”等，架起了骨科医学交流
与合作的桥梁。

优美的就医环境，完善的医疗设
施，卓越的医疗团队，赢得了越来越多
患者的信赖。一年来，中德骨科医院已
收治患者6469位，手术例数总计2893

台。其中，完成了100岁-105岁老人
髋部骨折手术10多例；各种高难度手
术共计上千台并取得满意效果。

“多亏了中德骨科医院医生们高超
的技术，孩子手指接活了，我们终于松
口气了”。今年7月17日凌晨3点多，
海南中德骨科医院收治了一位5岁多
指末节离断急诊小孩。小男孩因砍椰
子误断3根手指，医院手足显微外科中
心迅速为其开通急诊绿色通道。据了

解，手指末节指尖离断，再植手术本身
难度非常大，再加上是三指离断，孩子
年龄小，就诊时又离断指过去4个小
时，很难预料手术能否成功。

手术时，因小朋友血管比较细，手
术团队注意力高度集中，眼睛都不敢
眨，小心翼翼地接每一根血管、神经、肌
腱。经过通宵奋战，一次性恢复血运，
血管通血良好，再植成功。看到再植成
活的断指，小孩的家人对手术专家、对

医院感激万分。
“目前，我们医院手足外科正在申

报海口市重点学科，下一步我们还计
划邀请北京、广州等地三甲医院的脊
柱外科、关节外科专家每周六定期来
坐诊，并进行查房、病例讨论、手术演
示等学术切磋，不断提高中德骨科医
院专业实力。”海南中德骨科医院行政
院长李锦贤谈到下一步规划时，信心
满满地说。

海南中德骨科医院：

打造百姓信赖的现代化三级骨科专科医院
■ 李金波

海南中德骨科医院大事记
医联体建设

◎2018 年1月10日，“国务院特殊
津贴专家张寿工作室”揭牌仪式在琼中
苗族黎族自治县人民医院举行。张寿
系海南中德骨科医院总院长。这意味
着中德骨科医院的先进技术和管理服
务理念将引入琼中，解决琼中骨外科技
术水平薄弱问题。

◎2018年4月14日，海南中德骨科
医院成为中国创伤救治联盟创伤救治
中心建设单位。

◎2018年5月26日，医院成为海南医
学院第一附属医院医疗联合体成员单位。

◎2019 年 7 月 31 日，医院与海南
省干部疗养院（海南省老年病医院）
正式签署医疗联合体合作协议。

◎2019 年8月18日，“膝骨关节炎
阶梯治疗专家工作室”授牌仪式举行，
海南中德骨科医院成为全省 3 家被授
牌单位之一。

技术突破
◎2018年5月19日，海南中德骨科医

院成功应用MR成像技术诊断臂丛神经损
伤，并开展臂丛神经损伤的显微外科治疗。

◎2018年9月2日，医院首次应用
3D打印技术取出患者体内深部1毫米
异物。

◎2018年11月1日，海南中德骨科
医院多学科协作，成功救治一位因重大
事故致17根23处肋骨骨折、右肩胛骨
粉碎性骨折、L1-3椎体右侧横突骨折、
胸部血气胸、右踝不完全离断、血压低、
呼吸困难、低氧血症等病情的 60 岁老
年危重病人。

◎2019年初，医院“显微外科研究
室”正式成立。同期，《中国手足外科杂
志》编辑部落户该院。

自开业以来，医院张寿教授医疗团
队先后完成 106 岁高龄患者髋部骨折
微创手术、几个月大婴儿断指等开放性

外伤手术，及 10 年斜颈畸形矫正手术
等一系列高难度手术。

海南中德骨科医院是省内首家设立“断
指再植”专护病房的医院。自开业以来，手
足显微外科已完成断指（肢）再植手术700余
例，超大皮瓣移植修复手术60余台。

学术交流
◎2018年5月26日，海南省骨科医生

俱乐部正式在海南中德骨科医院成立。
◎2018 年 12 月 29 日，医院康复医

学中心引进被誉为脑卒中偏瘫康复患
者福音的日本“川平疗法”，并聘请宫本
明和宫本陈敏两位博士为医院康复医
学中心首席专家，定期来院交流、指导、
坐诊。

◎2019 年 6 月 21 日至 23 日，海南
省医学会骨科、脊柱医学、骨质疏松和
骨矿盐疾病专业委员会2019年学术年
会在海口召开。会上，海南中德骨科医

院总院长张寿被颁发“特别贡献奖”。
◎2019年8月18日，“膝骨关节炎

阶梯治疗专家共识解读会暨海南省骨关
节炎阶梯治疗工作启动会”在该院举行。

合作共建
◎2018年3月23日，医院与中国平

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海南分公司
签署合作协议，成为平安保险在海南首
家合作医疗单位。

◎2018年4月2日，海口市卫生医
疗部门批准海南中德骨科医院加入海
口市 120 急救中心院前急救网络。医
院开通24小时急诊“绿色通道”。

◎2018年9月3日，医院成为中国
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海南分公
司海南地区第一家医疗合作医院。

◎2019年3月10日，医院与泰康人
寿保险有限责任公司海南分公司签署

“健保通”直付式理赔合作项目。

◎2019年7月23日，医院与华安财产
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海南分公司签署“保险
事故伤员治疗定点医疗单位”合作协议，
成为该机构海南首家医疗合作医院。

慈善公益
◎2018年5月26日，海南中德骨科

医院“健康与爱环岛行”义诊活动正式
启动。2018年以来，义诊小分队先后走
进海口万福新村、陵水三才镇、文昌文
教镇、儋州七里村等多个市县乡镇、街
道、社区开展义诊活动。

◎2018 年 10 月 17 日，海南省卫健
委组织开展 2018 年扶贫日定点扶贫
活动。海南中德骨科医院联合省妇
幼保健院等来到屯昌县西昌镇更丰
村开展爱心义诊活动，受到村民热烈
欢迎。

◎2019年5月29日，“康复中国万
里行”公益活动走进海南中德骨科医院。

海南中德骨科医院占地50亩，建筑面积达3.8万平方
米，编制床位700张，现开放床位200张。

2018年4月，海南中德骨科医院签约成为中国创伤救治
联盟创伤救治中心建设单位。

2018年5月，海南中德骨科医院成为海南医学院
第一附属医院医疗联合体成员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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