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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突破
8天内，我省成功实施首例肺移植手术、首例
心脏移植手术

47岁的许先生是万宁市人。
12年前，他被确诊为风湿性心脏
病，并于当年接受了二尖瓣机械瓣
置换术。术后效果不甚理想，许先
生反复出现心功能衰竭，严重时甚
至不能下床行走。

今年8月，他来到海医二院，
被确诊为终末期心脏疾病，随时都
有心源性猝死的可能，要避免只有
做心脏移植。

“我们一开始听到心脏移植，
觉得不可思议，没想到海南可以做
这么大的手术。”许先生的家人对
海南日报记者说，后来了解到海医
二院心血管病医院院长王小啟是
从北京来的专家，在他的耐心解释
下，最终同意实施手术。

经系统分配，许先生终于等到
了供体心脏，而提供者远在600公
里外的另一个城市。

王小啟介绍，获取器官后，一
般要求在6小时之内移植进受者
体内，冷缺血时间越短，移植的心
脏受损越小，成功概率越高，否则，
就只能弃用。

12月26日，海医二院心脏移
植团队部分医务人员提前抵达供
体所在城市。12月27日，两地机
场及航空公司协调，打开器官转运
绿色通道，并指派专人引导，保证
器官转运过程耗时最短。

28日，从成功获取供体心脏，
到送达手术室进行移植，仅用4个
半小时。

28日12时32分，供体心脏被

送到心血管病医院手术室，王小啟
在60分钟内就完成了“复活心脏”
的手术。

“整个过程非常紧张。”王小啟
说，心脏移植至许先生胸腔内后自
动复跳，手术过程非常顺利。

当晚9时40分，许先生的各
项生命体征平稳，逐渐清醒。

“我们一直都非常信任医院和
医生，也特别感谢心脏供体的家
属，给了我家人重生的希望。”许先
生的家属说。

就在8天前，12月20日，海医
二院成功实施了我省首例肺移植
手术。

“短时间内完成两场大型移植
手术，是一家医院乃至一个地区综
合实力的体现，海南医疗多年来的
发展为此奠定了基础。”海医二院
院长王毅说。

海南首例亲体肝移植手术、
海南首例新生儿肺动脉瓣闭锁

“杂交”手术、海南首例Mako骨
科机器人髋关节置换手术、国内
首例眼科新药应用在海南博鳌超
级医院完成、国内首例超高难度
定制性人工耳蜗植入手术、世界
首例5G远程操控机器人辅助手
术、海南首例肺移植、心脏移植手
术……一连串的首例，是多年来
海南医疗不断发展的印记。

据悉，近年来，我省实现眼科
医院、儿童医院、肿瘤医院、结核病
医院、骨科与糖尿病医院5个专科
医院的零突破。

12 月 28 日中午 11
时 48分，一架从广州飞
往海口的航班提前落
地。海南医学院第二附
属医院（以下简称海医二
院）的急救车早已等候在
机场。

这次，他们要接的不
是病人，而是一颗心脏。

同一时间，在海医二
院心外科手术室里，一位
万宁市的患者正在手术
台上等待。

13时 41 分，随着被
植入的心脏在患者胸腔
内恢复跳动，海南首例心
脏移植手术宣告成功，标
志着海南心血管外科水
平迈入全国先进行列。

至此，我省拥有了全
部大器官移植手术的能
力。

多年来，我省围绕让
海南患者“大病不出岛”的
目标，不断加大省外优质
医疗资源引入，加大医疗
人才的引进，推进健康产
业发展，培育高端医疗。

多年的播种，结出希
望的果实。如今，不仅海
南患者离“大病不出岛”
的梦想更近了，甚至出现
了省外患者登岛求医的
“逆袭”。

新力量
49家省外优质医疗机构助力，143名省外优秀
专家常驻海南

这个冬天，对于曾患有眼部葡萄膜炎
的浙江患者陈飞（化名）来说，“清晰”而温
暖。

3个月前，陈飞在博鳌乐城国际医疗
旅游先行区（以下简称先行区）相关医疗
机构接受了全国首例YUTIQ氟轻松玻璃
体内植入剂注射手术。

首例YUTIQ氟轻松玻璃体内植入剂
注射手术、首例巩膜镜应用、首例心脏收
缩力调节器植入、首例微创青光眼引流管
植入手术……自先行区运营以来，已经完
成了多个全国“首例”。先行区计划在明
年4月份前，引进至少50种新药新械、完
成1000例特许手术。

目前，先行区已有16个项目开工建
设，9家医院开业运营，初步形成肿瘤防
治、生殖备孕、整形美容、干细胞研究、健
康管理等医疗产业集聚。省外患者到先
行区就医、康养已是常态。

先行区建设是我省健康产业步入快
车道发展的一个缩影。

据悉，2019年，全省健康产业重点项
目共计41个，已开工建设29个，开工率达
71%。全省医疗健康产业增加值106.69
亿元，同比增长10.4%。

此外，我省创新气候医学康养服务
模式，引入院士团队推动开展呼吸小
镇建设。积极推进海口、三亚、琼海市
中医院中医药健康旅游和服务贸易示
范基地建设，开展医养结合试点，上工
谷运动医学与康复中心、哈尔滨医科
大学鸿森医院等一批特色医养项目已
建成运营。

据了解，近年来，全省卫生健康系
统以健康海南建设为总抓手，实施“顶
天立地、两翼齐飞”改革发展战略：“立
地”为民，以乡镇卫生院标准化建设为
抓手，夯实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基础；“顶
天”引领，以先行区建设为抓手，提升医
疗健康产业品质，让海南老百姓和中外
游客能够享受到最优质的医疗健康服
务；“两翼齐飞”，促进基本医疗卫生事
业和健康产业协同快速发展。

省卫健委党组书记、主任韩英伟表
示，通过实施引入省外优质医疗资源帮
扶、人才发展战略等措施，引才、引智、引
管理，省内医疗服务保障能力逐步得到提
升，专科空白陆续得到填补，告别一些病
种出岛治疗的历史。未来，海南医疗将着
眼于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和中国特色自
由贸易港建设，以弯道超车的理念推动我
省医疗卫生保障工作，努力实现老百姓

“小病不进城、大病不出岛”的愿望。
（本报海口12月29日讯）

冬天的三亚市海棠湾温暖如
春。坐落在这里的解放军总医院
海南医院挂号大厅里人头攒动，北
京“候鸟”老人林北瑶正准备挂骨
科专家张西峰的号。

“这个专家的号，在北京都很
难挂上，有朋友说他这个时候在三
亚出诊，这不，我就飞过来了，在海
南边看病边‘猫冬’，一举两得。”林
北瑶笑着说，她平日里住在陵水，
买张动车票，花不了多少工夫就到
了，比在北京还方便。

如今，像林北瑶这样登岛求医
的省外患者并非少数。

2012年4月，解放军总医院海
南医院正式开诊。这是解放军总
医院建院60余年来首次跨省区、整
建制异地办院。

医院运行7年以来，解放军总
医院所有专家都曾来到海南帮扶
坐诊，有些专家一待就是2年。医
院开展的机器人外科手术、活体自
体肝移植、单倍体异基因造血干细
胞移植等156项新业务、新技术填
补了岛内空白。

像解放军总医院骨科副主任医
师张西峰这样“带”患者来海南的情
况，并非特例，而是每个来海南坐诊
的总院专家都会有的事情。据悉，
每年冬季，解放军总医院海南医院
接诊患者50%以上均来自省外。

近日，广州患者林先生又来到
了海南，找海南省眼科医院常务副
院长钟兴武复查。

16年前，林先生因真菌性角
膜溃疡、穿孔，面临失明，在广州求
医便是钟兴武为他实施了角膜移
植术。此后，林先生的复查，便追
随着钟兴武。

“钟教授走到哪，我就跟到哪，

这让我跟海南也有了特别的缘
分。”林先生说。

2012年12月，海南省眼科医
院正式运营，这是新医改模式下建
立的海南首家眼科专科医院，委托
中山大学中山眼科中心运营管理，
钟兴武是驻派该院的专家之一。

“过去海南的眼疾患者出岛求
医，广州是首选。我以前在中山眼
科中心工作时，常常接诊海南的患
者。”钟兴武说。

如今，省眼科医院已发展成三
级甲等专科医院，使省内眼疾患者
奔波省外求医变成历史，并吸引着
周边省份的患者慕名而来。

2017年，由海口市卫生健康
委与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共同
建设的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海
口骨科与糖尿病医院（公立三级
专科医院）营业。医院全面引入
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的先进医
疗技术和管理模式，上海市第六
人民医院派驻多名专家长期驻
扎海口。

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骨科主
任医师皇甫小桥在海南帮扶期间，
接诊患者中超30%来自省外。

“皇甫主任的号在上海很难
挂到，国内的患者打听到他来到
海南，都追随过来，找他看病。”
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海口骨科
与糖尿病医院行政副院长江潮
胤说。

海南日报记者从省卫健委获
悉，近几年我省与外省49家医疗
机构有合作关系，合作方式有托
管、帮扶、技术支援、建医联体等
形式，143名省外优秀专家常驻
我省服务。

合作医院、优秀专家分布在海
南省内各市县，不断提升当地医疗
服务水平，在服务岛内患者同时，
吸引着岛外患者追随而至。

新现象
大力引进医疗人才，实现技术和
患者双“南飞”

2019年1月，海医二院成功开展
了海南省首例胰肾联合移植手术，为
55岁的刘先生同时移植了胰腺和肾脏
两个器官，填补了我省在该技术上的
空白。

接受手术的刘先生是从湖南慕名
而来，只为寻找国内知名的器官移植
专家王毅。

2017年，王毅由我省“好院长好
医生”项目引进，2018年10月，履职海
医二院院长。

担任院长后，王毅着力打造“一部
二所四院四中心”的学科群建设，目前已
初具规模。2018年7月，海医二院器官
移植科成立，在已取得肾脏移植资质的
基础上，2019年10月又取得肝脏、心脏、
肺脏三大器官移植国家资质。自器官移
植科开设以来，海医二院已先后派遣12
名医护人员到国内外进修学习，不断加
强移植技术的人才储备。

省内器官移植患者将不再需要出
岛治疗，同时省外患者也不断慕名而
来。据了解，目前已经有部分省外患
者到海医二院预约排队，等待实施器
官移植手术。

11月22日，海南省妇女儿童医学
中心小儿心胸外科团队为一名3岁的
湖南患者，成功实施了我省首例小儿
改良Fontan术（全腔静脉肺动脉吻合
术），标志着我省小儿心胸外科治疗复
杂先心病水平再上一个台阶。

这名患者及家属不远千里来到海
南，同样是奔着一名医生，这个人就是
陈仁伟。

2018年，作为海南省妇幼保健院
（海南省儿童医院）引进的人才，陈仁伟
承担起了组建医院小儿心胸外科，填补
我省小儿心胸外科空白的重任。一年
多的时间里，他已经为200多名患有先
天性心脏病的患儿实施了手术，实现海
南多个儿科心胸外科的“首例”。

据了解，近年来，我省累计引进
“好院长”6名、“好医生”77名、“妇幼
双百”人才 36 名，柔性引进老专家
272名，建立了“海南省京医帮扶工作
站”；推动博鳌超级医院引进18个院
士专家团队；制订了《海南省卫生健
康系统“银发精英”汇聚计划》，重点
吸引退休的大师级人才和杰出人才
到我省服务；支持社会办医疗机构人
才队伍建设。

新名片
健康产业发展进入“快车道”，高端
医疗方兴未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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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三亚市海棠湾的解放军总医院
海南医院，每年冬季接诊的患者，50%以
上来自省外。 本报记者 武威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