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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年，“医联体”一词在医疗行业中出现的
频率很高，而在海南中医医联体建设中，省中医院

充当着重要角色。2013年，省中医院牵头
成立了海南省中医医疗集团，通过充分发

挥龙头引领作用，迅速与各市县中医院
形成了上下联动、资源共享、优势互

补、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发展格
局。2017年底，在海南省中医

医疗集团的基础上，海南省
中医医联体正式成立。

海南省中医医联体
成立后，我省4家三甲中医

院——海南省中医院、海口
市中医院、三亚市中医院和琼

海市中医院统筹部署、聚合力量，
为医联体中的市县中医院、开展中医

服务的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站）和村卫生室提供医疗水平、学科建

设、人才培养、运营管理等方面的帮扶。

“我们主要采取点面结合等多形式、多样化
的手段，下沉优质医疗资源，从医院管理、学科建
设、人才培养等方面对成员单位进行全方位指
导。”蔡敏说。

定安县中医院原先规模不大、力量不足，省中
医院自2014年与其建立帮扶关系后，通过派人下
去担任业务院长，组织专家下沉指导，支持技术、
器械以及免费提供进修学习等措施，对其开展重
点帮扶。5年来，定安县中医院从创建内科病房到
评上二级甲等医院，整体实力发生了质的飞跃。

同样得益于省中医院帮扶的，还有昌江黎族
自治县中西医结合医院。在省中医院派出的多
名骨干支援下，昌江黎族自治县中西医结合医院
顺利建设了肾内科和血透室，并成功开展了标准
内瘘及内瘘重建等血管通路手术，疑难疾病的治
疗能力显著提升。

受邀参加省中医院建院65周年主题学术论
坛的市县中医院代表纷纷表示，建立帮扶机制的
短短几年内，定安、澄迈、琼中、文昌、儋州等市县

中医院的中医水平明显提高，医院规模明显扩
大，综合服务能力明显增强。

除了医疗帮扶，中医适宜技术的推广，也是
省中医院各科室骨干们在医联体建设中的一项
重要工作。数据显示，2019年上半年，医院共选
派387名专家到各医联体成员医院，指导38项新
技术、新疗法的应用，举办或承办继续教育项目
49项，培训人员6624人次。组织各类培训89
场，培训人员1580人次。各成员医院共选派29
名卫生技术人员到省中医院进修，住院医师规范
化培训达285人。

值得注意的是，在建设医联体的过程中，省
中医院积极借助科技创新的力量，通过建立远程
医疗系统，实现资源共享。2019年上半年，省中
医院共为成员医院进行CT诊断4063人次，普通
放射诊断3262人次；通过远程会诊系统为成员医
院检验结果会诊867个项目，逐步实现全省中医
医疗机构区域检验、病理结果互认。

为让更多基层百姓在家门口享受到优质的

中医医疗服务，省中医院的医护人员不断深入基
层服务百姓。今年上半年，省中医院共组织专家
巡回医疗义诊活动6次，就诊群众1500余人次。

“希望通过医联体的建设，把海南的中医资
源进行整合，大家抱团发展，共同提升。”蔡敏表
示，省中医院作为海南的中医龙头单位，有义务
承担起这个责任。

近日，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项目（第六
批）集中开工和签约仪式在省中医院新院区项目
选址举行。作为本批次工程项目之一，省中医院
新院区建设同步启动。迎着这项利好，省中医院
将按照“世界眼光、国际标准、海南特色、高点定
位”的总体遵循，打造与国际接轨的中医诊疗和
交流平台。

“我们希望将新院区打造成海南中医走向世
界的重要平台，引入国内外名家学者来琼交流，
让医联体成员单位都能够接受前沿思想，共同受
益。”蔡敏表示。
（策划/艳娟 撰文/柳莺 本版图片均由省中医院提供）

自1954年建院以来，省中医院遵循中医发
展规律，致力于将中医优势融入学科建设，不断
提升医疗服务质量，为百姓健康保驾护航。目
前，医院设有临床科室32个，其中脑病科、脾胃肝
病科、老年病科、骨科、内分泌科、妇产科、经典病
房等7个科室为中医名科。

今年11月4日，该院妇科门诊正式从原来的4
楼移至7楼，门诊面积较之前扩大了一倍，并增设了
生殖中心，实现布局和功能同步优化。如今，走进
崭新的妇科门诊大厅里，四处摆放的鲜花成为一道
亮丽的风景线，前来就诊的病人络绎不绝。

“在妇产科建设中，我们融入了许多中医元
素，比如对孕妇进行早期干预，对她的饮食、心
理、运动进行指导，在怀孕满36周以后，我们还可

以进行一些疏通按摩的项目，帮助她在产后可以
分泌足够多的乳汁。在临产时，我们会对产妇采
取一些中医特色疗法，减轻分娩时的疼痛。”省中
医院妇产科护士长廖宝珊表示，在妇幼健康领
域，中医药应用广泛。

妇产科的扩建和发展，只是省中医院打造中
医特色专科的一个缩影。近年来，该院坚持“院
有专科、科有专长”的发展战略，秉持“传承创新，
福泽民生”的办院宗旨，坚持中医特色诊疗技术
与现代医学发展并重，突出“中”字特色，不断完
善学科体系建设。

“中医和西医各有优势，无论采取哪种方式，
最终目的都是将患者医治好。因此在学科建设
上，我们更加注重提升综合服务能力，努力构建

‘中医有优势，西医跟得上’的学科格局。”蔡敏表
示，在充分发挥中医药特色和优势的同时，医院
也要采纳现代科技的成果，将其为我所用。

该院的中医经典病房建设正是一次有益尝
试。经典病房将西医在急危重症方面的救治优
势与中医在疾病预后中的良好疗效有机融合，发
挥中医药“三个作用”，实现优势互补，有效提升
中医急救水平。

如今，省中医院急诊科逐渐发展壮大，近年
该院又牵头与各市县中医院结成“海南省中西医
急诊急救联盟”，接连开展“中医急诊走基层”“海
南中医青年医师急救技能大赛”“中医急诊骨干
培训班”等活动，致力推动中医急救事业在海南

“全面开花”。

逐步完善的学科体系和不断提升的医疗服
务水平，让省中医院赢得了广大患者的支持与信
赖，前来就诊的患者越来越多。据统计，今年上
半年，该院病人总出院人次数1.3万余人次，同比
增长19.96%；门诊、急诊就诊患者达31.92万人
次，同比增长5.58%；完成手术台数2286台次，同
比增长23.04%。

“这里的环境卫生和医疗服务都非常不错，
如果满分是10分，我给中医院打9.8分！”家住澄
迈县金江镇的梁芸慧是一名产妇，在怀孕期间出
现胎盘前置的情况，在省中医院3次成功保胎的
经历，让梁芸慧对该院的医疗服务水平赞不绝
口。前不久，她成功在该院诞下一名男婴。

传承不泥古，创新不离宗。一直以来，省中
医院的每一位医务人员，都肩负着传播中医文化
的使命。

几乎每天16时，海南省中医院一楼门诊大厅
都会响起舒缓的音乐，30多名护理人员排列整
齐，跟着大屏幕一起，为大家展现了一套独立而
完整的健身功法——八段锦。舒展优美的动作
吸引了众多市民围观，还有不少路过的医务人员
和患者也跟着练习起来。

据了解，八段锦功法是一套独立而完整的

健身功法，起源于北宋。此功法分为八段，每
段一个动作，故名为“八段锦”，练习无需器械，
不受场地局限，简单易学，该套功法祛病健身
效果极好。

“中医文化是老祖宗留下的瑰宝。”省中医
院护理部主任潘莉告诉笔者，习练经络操、八段
锦等健身功法，已经成为护理部门的一个传
统。部门成员定期会在一楼大厅进行展示，不
仅能够体现中医文化，传承中医文化，营造浓厚
的中医文化氛围，更重要的是能带动患者一起

以中医的方法保养身体，促进群众的健康素养
提高。

为了充分发挥中医优势，让更多患者享受到
优质的中医医疗服务，今年3月12日，医院成立
中医护理特色门诊，由具有中医专科护士资质的
护理人员出诊。

11月4日17时许，位于医院二楼的中医护理
特色门诊里，飘来浓郁的艾草香，两名穿着白色
工作服的护理人员正在为患者提供艾灸理疗服
务。潘莉介绍，根据患者需求，该门诊目前推出

了刮痧、火龙罐、火龙灸、平衡火罐、督脉铺灸、药
物竹罐等多种特色中医理疗项目，旨在为患者提
供集康复、健康指导、养生保健、心理调护于一体
的综合性、系统性中医特色护理服务。

“许多患有肩颈、腰背疼痛，以及风湿、妇科
疾病的患者，在我们这里做了理疗后，都恢复得
很快。”潘莉表示，设立这个门诊，一方面是为了
满足患者的需求，帮助患者解决一些常见问题；
另一方面也是想让医院的护理人员朝护理专家
的方向前进。

学科建设是医院发展的龙头，人才是学科建
设的核心要素。近几年，省中医院抢抓我省实施
百万人才进海南行动计划的大好机遇，以面向全
国的视野，多措并举引进和培养人才。

“我们采取‘刚柔并济’的人才引进策略，助
力海南弥补中医人才匮乏的短板。”据蔡敏介绍，
目前，医院刚性引进学科带头人10人，博士、硕士
123人，培养了多个优秀的学科团队；柔性引进方
面，医院与省外名医专家签订“外聘”协议，并成

立了外聘专家委员会，发挥省外先进医疗力量的
“传帮带”作用，打造优质团队。

国医大师徐经世，全国名老中医、教授施维
群，全国名老中医、教授陈以平，全国知名中医养
生专家、教授杨志敏，广东省中医院学科带头人
符文彬，山西名老中医畅达……近几年来，共有
60多名在国内有影响力的专家到海南省中医院
坐诊带教，为医院解决疑难杂症提供指导。2018
年，海南省中医院聘请广东省中医院名誉院长吕

玉波教授为医院“特聘管理专家”，在深化现代医
院管理制度改革中谋求实现新一轮发展。

“专家们会根据自己的工作安排和省中医院的
需求，不定期到医院开展工作。而在开展工作的同
时，也通过实际操作对院内的医生进行指导。”在蔡
敏看来，聘请省外专家，就是要真正发挥专家们在
解决疑难杂症问题和培养团队方面的优势和作用。

省中医院十分重视人才培养。今年上半年，
该院共举办院内学术讲座20场，共有2162人次

听讲。此外，医院通过实施“师带徒”工程，实行
“跨地区拜师”以及“脱产跟师”的培养模式，打造
了一支高水平的人才梯队。

目前，医院拥有全国名中医2名，国务院特殊
津贴专家4名，全国名老中医药专家4名，国家中
医师承及优才指导老师10名，海南省优秀专家
10名；高级职称人员141名，中级职称人员251
名；外聘专家39名，并先后成立了16个名医工作
室，其中省级、国家级名中医工作室13个。

海南省中医院积极整合全省中医资源，服务海南自贸区自贸港建设

引领中医药振兴 为百姓健康护航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
于促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发
展的意见》于10月20日
发布，全国中医药大会10
月25日在北京召开……
这些事件，标志着中医药
行业开启传承创新发展的
新征程。而对于建院65
周年的海南省中医院而
言，今年也是意义非凡的
一年。

悠悠65载，弹指一挥
间。经过几代中医人的共
同努力，如今省中医院已
经由最初的中医门诊部，
发展成为一所集医疗、科
研、教学、预防、保健、康复
于一体的现代化综合性三
级甲等中医医院。65年
来，省中医院坚持“传承创
新，福泽民生”的办院宗
旨，在技术上追求精益求
精，在服务上追求至善至
美，开展各种创先争优活
动，实行多项便民举措，赢
得了广大患者的信赖，荣
获“全国卫生系统先进单
位”等多项荣誉。

“65年的办院历史，
对海南省中医院而言，既
是一座丰碑，也是崭新起
点。特别是全国中医药大
会成功召开，更加坚定了
中医医院的办院方向，对
我们传承好、利用好、发展
好中医药赋予了更高的要
求。”省中医院院长蔡敏表
示，作为海南中医行业的
“领跑者”，省中医院一方
面将积极牵头构建紧密型
海南中医医联体，整合全
省中医资源实现与基层医
院抱团发展；另一方面，将
与国际接轨，更好地服务
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和中
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建设，
为更多病患提供更优质的
中医医疗服务。

传承国粹，打造中医特色专科

守正创新，提供优质诊疗服务

刚柔并济，加快人才队伍建设

整合资源，带动市县抱团发展

➡ 省中医院产科医生例行查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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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中医院下乡开展义诊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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