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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周月光 张文君
特约记者 李珂 通讯员 莫修平

一家普通医院，能否短期内迅速
提升医疗技术和管理水平，成长为一
家高水平医院？创新思路，加大投
入，引进优质医疗资源，是可以做到
的。过去两年，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
附属第九人民医院（简称上海九院）
专家团队进驻儋州市海南西部中心
医院深度帮扶，该院医疗服务能力迅
速提升，不断填补海南西部医疗技术
空白，培养一大批医疗骨干技术人
才，让海南西部群众看多种大病不必
再出远门。

填补海南西部70多项
医疗技术空白

临高县68岁的陈阿婆，5年前出现
右侧膝关节疼痛，逐渐加重，步行困难，
在省内多家医院就诊都没治好。今年7
月，陈阿婆来到儋州，海南西部中心医
院骨科副主任医师成建平经过仔细检
查分析，成功为陈阿婆施行右膝人工
（单髁）关节表面置换手术，并施行快速
康复技术，术后第3天，陈阿婆右膝关节
疼痛明显减轻，很快康复出院。这是海
南西部首例膝关节单髁置换术。

白沙黎族自治县一个14岁男孩，1
年前出现夜间遗尿，伴尿频、尿不尽，并
反复出现尿潴留、肾积水，生活质量严
重下降。今年9月，男孩父母将其带到
儋州，海南西部中心医院泌尿外科上海
专家潘惟昕主任经过检查评估，考虑其
为神经源性膀胱、非梗阻性尿潴留，该
类疾病情况复杂，临床表现多样化，常
规治疗效果不理想，因此为男孩施行骶
神经刺激器植入术。这是海南首例治
疗排尿障碍的骶神经刺激器植入术，有
力推动海南尿控亚专业发展。

上海九院专家团队进驻儋州以
来，西部中心医院不断填补海南西部
乃至全省医疗技术空白，如：中国工程
院院士、口腔颌面外科专家张志愿成
功为一名82岁患者实施口底癌及颌颈

联合根治术+胸大肌皮瓣修复术+气管
切开术，填补海南该领域技术空白；上
海胃肠外科专家侯会池先后为3名患
者实施腹腔镜下胃癌、肠癌根治术，开
创海南西部地区腹腔镜下胃癌肠癌根
治术的先例。消化内科专家曹大春成
功为一名胃底良性肿瘤患者实施术中
双镜联合腹腔镜胃楔形切除手术，标
志着海南在术中双镜联合治疗胃肠肿
瘤疾病方面取得新突破。

据不完全统计，两年来，海南西部
中心医院相继实施微创摘除子宫癌、
巨大脑瘤摘除术、腹腔镜下胃癌和肠
癌根治术、等离子前列腺剜除术、人工
膝关节表面置换术、颌面腮腺肿瘤摘
除术、微创肾癌根治术、椎体压缩性骨
折成形术、经腰椎经椎间孔椎体间融
合术、全脑血管造影术、口底癌根治
术、眼睑矫正术、脑血管支架取栓术等
多项高难度新技术，不仅填补西部地
区70多项乃至全省多项医疗技术空
白，也有效破解长期以来当地群众“大
病出岛”的看病难题。

成功培养一批骨干医疗人才

陈真是海南西部中心医院妇产科
的年轻医生，今年只有33岁，但他已经
是腹腔镜微创手术主刀医生了。今年
4月，海南妇科腔镜技能大赛举行，陈
真代表海南西部中心医院出战，过关
斩将，勇夺第一名。

“我不少大学同学同行至今连手
术刀都没摸过，而我现在每个月都主
刀做20多台腹腔镜微创手术了。”陈真
说，如果没有上海九院派驻海南西部
中心医院妇产科专家任青手把手的传
帮带，他不可能有今天的技术。

28岁的夏洋洲是海南西部中心医
院去年从湘雅医学院招聘的一位硕士
研究生，前不久，通过全省擂台赛，成功
入选国家“西部之光”计划，获得去北京
协和医学院进修的机会。“我到海南西
部中心医院不久，科室就把我放到住院
总医师岗位进行培养，上海九院来的专

家手把手教我，使我很快成长起来。”夏
洋洲说，上海九院为海南西部中心医院
搭建了优越的人才成长平台。

10月13日，70多岁的张阿婆入住
海南西部中心医院，心电图显示：预激
综合征，阵发性室上性心动过。心脏腔
内电生理检查显示旁道系：右侧，右室
后壁，8点位置，并具有前传和逆传功
能，治疗难度极大。心血管内科副主任
医师刘超权运用电生理+射频消融术，
经过6小时努力，为张阿婆根治疾病。

2017年之前，海南西部中心医院
也偶尔实施过电生理+射频消融术为
患者治疗，但都是请外地专家帮忙。
上海九院专家进驻儋州后，刘超权迅
速成长起来，很快掌握电生理+射频消
融术。去年，刘超权被评副主任医师，
今年，他又被提拔为西部中心医院心
血管内科副主任。

这两年来，海南西部中心医院迅
速培养一大批像陈真、刘超权一样的
医疗人才，现在，很多人都已经独当一

面。该院执行院长张少明说，上海九
院进驻儋州，不仅把先进医疗技术引
进儋州，更为重要的是为海南西部培
养一批骨干医疗人才，上海九院的专
家团队最终是要回去的，但一定会把
先进医疗技术留在儋州。

上海九院专家团队进驻儋州两年
来，重点加强学科建设，邀请上海九院
张志愿院士、北京同仁医院韩德民院士
等全国知名专家学者，成功举办院士名
家论坛、大型护理专业技术讲座、前列
腺高峰论坛、口腔颌面—头颈肿瘤综合
序列论坛、海南西部医院管理论坛等十
多场大型学术讲座，为西部中心医院营
造浓厚的学术氛围；同时，先后组织西
部中心医院160多医疗技术人员赴上
海九院等地进修培训。两年来，海南西
部中心医院骨科、妇产科、超声医学科、
泌尿外科等先后跻身海南省二类临床
重点专家科室，同时，在全省有影响力
的口腔颌面外科、整复外科、儿童听障
中心、肿瘤诊治中心等先后挂牌开诊。

助力提升儋州医联体建
设水平

上海九院进驻儋州两年来，海南
西部中心医院发生巨大变化，实实在
在为儋州群众造福。

儋州市卫健委有关负责人介绍，
2017 年之前，仅儋州每年就有超过
1000名重大疾病患者需要到海口乃至
广州、上海等地寻医问药，据测算，如
果按照每例重大疾病在儋州诊治需2
万元平均费用，而患者到海口、广州、
上海等地同样手术综合费用分别增加
50%、100%、150%，两年来，海南西部
中心医院仅为儋州重大疾病患者节约
综合费用就达5000多万元，社会效益
和经济效益十分明显。

上海九院专家团队进驻儋州取得
的成绩，是我省实施“健康战略”结出
的硕果。

2017年6月，在省政府推动下，上

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
与原海南省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儋州市人民政府共同签订《医疗卫生
合作框架协议》：儋州市人民政府全权
委托上海第九人民医院对海南西部中
心医院进行全面托管，并授予第二冠
名“上海第九人民医院海南分院”，实
施全面经营管理。

2017年9月，上海九院派出20名
副主任级以上医疗专家进驻儋州，利
用上海九院的优质医疗资源和管理体
制，在学科建设、人才培养、医院管理
等方面实施帮扶，全面提升海南西部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服务能力和管理水
平，计划3年内把海南西部中心医院打
造成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加快儋州打
造海南西部区域医疗中心。

上海九院优质医疗资源进驻儋州，不
仅迅速提升海南西部中心医院医疗技术
和管理水平，而且儋州还抓住机遇，以海
南西部中心医院为龙头，成立全省首家
紧密型医联体，把那大镇卫生院、木棠镇
卫生院纳入西部医疗联合体，统筹医联
体内各医疗机构设备资源，构建医联体
信息平台，实现医联体内信息互联互通，
提升基层医疗技术水平，进一步破解当
地群众“看病难”“看病贵”难题。

加入海南西部中心医院医联体，
那大镇卫生院技术迅速提升，先后开
展腹腔镜下卵巢肿瘤剥除微创手术、
异位妊娠破裂出血腔镜手术、卵巢黄
体破裂出血腔镜手术等多起以前做不
了的手术。在今年举行的海南省新入
职护士技能竞赛中，那大镇护理团队
荣获团体三等奖。

张少明说，为进一步发挥上海九院优
质医疗资源优势，迅速提升儋州基层医疗
技术水平，儋州市拨出专项资金2000多
万元，全力推动海南西部中心医院医联体
信息化建设，把医联体打造成为服务、责
任、利益、管理共同体，推动形成“小病在
基层、大病到医院、康复回基层”的分级诊
疗就医新格局，逐步实现医疗同质化管
理，方便群众就医，减轻看病负担，切实增
强群众医疗服务获得感。

（本报那大10月17日电）

在上海九院专家团队进驻帮扶下，医疗服务水平大幅提升

海南西部中心医院：一次帮扶合作带来的蜕变

■ 本报记者 张文君 周月光
特约记者 李珂 通讯员 莫修平

“要不是您的妙手，我不可能恢复
这么快。”近日，海口市民吴先生来到海
南西部中心医院泌尿外科复诊，见到上
海专家潘惟昕时握着他的手激动地说。

时间拨回到1年前。40多岁的吴
先生被诊断为肾肿瘤，奔走于海南各
大医院，由于无法判断是良性肿瘤，医
生们建议将肾全部切除。吴先生不能
接受，于是在网上查阅、托人介绍，找
到海南西部中心医院泌尿外科，上海
专家潘惟昕主任亲自为他诊疗。

“当时，他的肾肿瘤靠近血管，如
果部分切除的话，手术难度比较大。”
潘惟昕说，在了解吴先生意愿后，他打
算尝试一番，凭借着多年临床经验，去
年8月，他成功为吴先生切除肾肿瘤。

近年来，像吴先生一样的肾重病
患者在海南西部中心医院得到救治的
不在少数。这在两年前是不可想像
的。2017年9月，上海交通大学医学
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以下简称上海
九院）与海南西部中心医院签订托管
协议。9月20日，上海九院派出首批
16名专家到托管医院正式上班，潘惟
昕就是其中之一。

身为上海九院副主任医师的潘惟
昕拥有丰富的泌尿外科医学经验，一
到儋州就成为海南西部中心医院中坚
力量。到任的第3天，他就为来自临高
的一位患者施行肾癌根治术。经过3
个多小时的手术，患者肾透明细胞癌
被整体切除。术后患者生命体征稳
定，第3天便可以开始进食。

两年来，潘惟昕先后开展海南西
部中心医院第一例腹腔镜肾上腺肿瘤

切除、第一例腹腔镜下肾部分切除、第
一例腹腔镜下前列腺癌根治术、第一
例输尿管软镜、第一例精囊镜等多项
微创手术。同时，他还引进前列腺剜
除术、尿动力学技术、体外冲击波碎石
术等一批新技术、新项目，为海南西部
中心医院开创微创治疗全覆盖的新局
面，使得当地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
到高水准的医疗服务。

“引入新医疗技术是基础，最重要
的是要将技术留在儋州。”潘惟昕说，两
年前，海南西部中心医院两名泌尿外科
主治医生被纳入神经外科，没有独立的
泌尿外科。为推进学科发展，潘惟昕从
病区设计、设备购置、人才选拔等方面
着手创建泌尿外科，迅速建立起一支专
业的泌尿外科医疗团队。目前，该团队
已从最初的2人发展到10人。

“在人才培养方面，要重点培养本
地青年医师，为他们提供充分的成长
机会。”在潘惟昕看来，泌尿外科最缺
的是科研理念和学科带头人。他利用
上海九院优势，将西部中心医院两名
本地医生梁昌卫、陈精华送到上海九

院进修。在他的传帮带下，40多岁的
梁昌卫迅速从主治医师晋升为副主任
医师。同时，他还从东南大学医学院、
中南大学湘雅医学院等国内知名高校
招募多名医学硕士，加入其创建的泌
尿外科医疗团队。28岁的夏洋洲硕士
毕业后，在潘惟昕传帮带下，迅速成
长，入选国家“西部之光”计划，被选派
到北京协和医院进修学习。

在潘惟昕的带领下，海南西部中
心医院泌尿外科手术量连续两年大幅
增长，2018年达到254台，较2017年
增长68.2%；2019年上半年手术量就
超过160台，其中三四级手术比例超
过60%，内镜微创手术比例超过85%。

海南西部中心医院泌尿外科创
办两年来，得到当地群众一致好评，投
诉、医疗事故和纠纷等始终保持零记
录，今年初，通过评审成为海南省二级
重点学科。

离开上海优越的工作环境，只身
来到儋州开展帮扶工作，期间，潘惟昕
作为父亲和丈夫经历了女儿高考和妻
子患病，但他一直坚守岗位。

“这两年，我确实有很多对不起家
人的地方，但是，两年努力，海南西部中
心医院泌尿外科从零起步创办成一个
省重点学科，我觉得非常有成就感。”潘

惟昕说，上海九院安排他来儋州帮扶工
作，今年9月到期，但他直到现在还不想
走，因为还有患者在等着他做手术。

（本报那大10月17日电）

海南西部医院泌尿外科从创建到评为省二级重点学科用时不到两年——

潘惟昕：一位上海九院专家的帮扶能量

上海九院帮扶专家张志愿院士（中）在海南西部中心医院做手术。

潘惟昕（左）在指导海南西部中心医院医生做手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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