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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省血液中心党委书记符策
瑛介绍，疫情期间，由于大众出门减
少，加上高校学生返校和企业复工
时间延长等原因，我省曾出现几乎
无人献血的情况。

“1月24日至2月2日春节放假
期间，全省街头献血人数平均每天不
足50人，最少的一天甚至只有3人，
而全省每天至少需要400人的爱心
奉献才能基本满足临床用血需求，采
供需求的巨大落差，导致临床用血一
度严重不足。”符策瑛说，虽然街头献
血人数寥寥，但疾病却并未因此减
少，孕产妇、地贫患儿、癌症患者、急
救手术，甚至是危重新冠肺炎患者
等，都需要大量血液救治。

为应对血液不足状况，省血液
中心制定了《新冠疫情血液安全供
应保障预案》，省血液中心所有员工
在我省企事业单位尚未完全复工返
岗之时，主动取消休假，轮流值班，
采取全员电话招募献血者、启动预
约献血、向全省发出献血倡议、联系
部队及医疗单位等团体开展献血活
动等方式，呼吁爱心市民在特殊时
期为爱逆行，竭力拓展血源。

电话招募献血者在所有方式中
最为直接，也最具针对性。2月，省
血液中心全体员工采用分工方式，
共电话招募近2万名符合条件的献
血者。

据悉，截至目前，机器人应

用于医疗的例子主要有三大块：

医院服务（包括但不限于机器人

代为分捡、分装口服药；机器人

自动检测检验临床标本；机器人

自动读取影像片、操作超声系统

并且自动出报告、辅助护士完成

食物、药品和医疗器械的传送

等）、康复医疗（助残和老人看

护）和外科手术。

据了解，海南省人民医院最

新引进国际上先进的第四代“达

芬奇Xi”机器人系统。与第二、

三代达芬奇手术机器人系统相

比，增强了许多新功能，特别适

宜更复杂更精细的手术，做到更

精细解剖、精细缝合、胆管和血

管吻合重建等。

海南省人民医院肝胆外科

主任医师武金才表示，以往腔

镜胆探手术放置 T 管，缝合胆

总管时费时费力。一名熟练做

传统腹腔镜的医生慢则1小时，

快则需半小时。而应用达芬奇

机器人只花5分钟，且视野非常

好，缝合整齐、细致、牢靠，且轻

松完成。对减少患者术后并发
症及快速康复有非常大帮助。

据介绍，达芬奇机器人即为

高级的内窥镜系统，对腹部外

科而言，则是高级的腹腔镜系

统，体现在人工智能方面，能顺

利完成传统手术和腹腔镜手术

做不到的地方。如传统手术依

赖肉眼，没有放大功能，看不清

微细结构；且术者手腕虽然灵

巧，但也有够不着的角度。腹

腔镜手术虽有放大功能，但细

长的操作杆导致手腕功能没有

得到发挥，所有操作都依赖于

腹壁的支点，难以完成精细的

缝合。而达芬奇机器人腹腔镜

很好地克服了上述缺点，可以

裸眼三维，可放大10-15倍，可

根据手术需要随时转换视角；

能够做到 540 度灵活转弯、无

死角，使手术精确度大大增加，

充分体现了人的意识通过这个

系统向实践延伸这一人工智

能。目前欧美发达国家和我国

越来越多的大城市都广泛开展

达芬奇机器人手术，并受到广

大患者和医生的欢迎。

百万助孕公益活动启动
贫困家庭可申请资助

本报讯（记者马珂）“2020年百万助孕基金公

益活动”于4月1日在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启

动。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今年将继续投入100

万元专项助孕基金，帮助不孕不育家庭早日走出生

育困扰。

4月1日至30日，凡初次到海南现代妇女儿童

医院生殖医学科就诊的患者均可获得2000元助孕

基金，符合条件的贫困不孕不育家庭到院做“试管

婴儿”最高可获5000元救助，本次公益活动计划救

助500个家庭。

据了解，“百万助孕公益基金活动”已连续开展

2年，共发放210万元助孕基金，帮扶千余不孕家

庭，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生殖医学科主任徐雯介

绍，目前不孕不育正呈年轻化趋势，许多年轻夫妻

除担忧身体条件外，治疗费用无法享受医疗保险报

销是他们最大的困扰。“百万助孕基金公益活动”切

实从患者利益出发，对有治疗需求的家庭进行“精

准帮扶”，减免了相应的治疗费用，让他们可以放下

顾虑，轻松迎接好孕。

此项活动还为贫困不孕不育家庭开辟了“助

孕”绿色通道，对参与本次公益活动“快孕计划”的

患者不限号、优先就诊，不孕家庭、备孕二孩家庭、

高龄不孕不育家庭以及贫困不孕家庭、失独家庭再

孕计划等，在活动期间都可申请获得“百万助孕基

金”资助。

96363热线疫情期间接电话300余个

贴心“话聊”驱散“心霾”

省人民医院引进第四代达芬奇手术机器人

机器人做手术，你准备好了吗？
■ 本报记者 马珂

健康速递

■ 本报记者 马珂

“我发烧了，很担心是感染了新冠肺炎……”

“孩子现在上网课，抵触情绪很大，模拟考试干

脆不参加了，每天都跟我闹情绪……”

2月1日起，海南省开通96363心理援助热线，

24小时接受群众因疫情出现的心理问题咨询。截

至海南日报记者发稿，该热线共接听心理咨询热线

300余个。

据悉，热线主要的咨询问题集中在以下4方面：

1.新冠肺炎疫情引起的焦虑、恐慌情绪以及出现的

躯体症状。2.因疫情导致病情复发的精神障碍病

人的咨询治疗及用药问题。3.因疫情原因在家隔

离的负面情绪。4.学生宅家上网课引发的亲子矛

盾。

海南省安宁医院心理咨询治疗中心主任罗海

东介绍，96363免费心理热线于2016年开通，平时

接听群众关于普通心理问题的咨询，随着新冠肺炎

疫情的发展，群众的心理问题开始凸显，于是增加

了因疫情出现的心理问题咨询。除心理治疗师外，

该院还派出临床心理医生接听热线，对一些本来就

有心理问题的患者，也能给予心理指导和就诊建

议，继续治疗原有的心理疾病。

期间，海口市民李女士打来热线称，春节期间

她发烧，居家隔离吃药不见好转，2月5日到医院发

热门诊就诊，诊断是普通肺炎，医生开了药给她，让

她回家观察。可李女士仍很焦虑，担心自己春节前

去大商场购物接触到某个确诊病人。后来，李女士

决定咨询一下心理医生。

罗海东告诉海南日报记者，这种普通感冒或发

烧引起的焦虑，在疫情期间咨询量较大。另外，学

生上网课，由于是新鲜事物，家长和孩子都需要适

应期，引发了学生和家长的焦虑以及亲子矛盾。

“这周医院门诊来了很多学生，其中以毕业班

学生居多。”罗海东说有一高三学生，对上网课相

当抵触，最终网上进行的模拟考试干脆不参加了，

对高考也失去了信心，这让家长无能为力。

“上网课孩子不习惯，没有上课氛围比较难集

中注意力，都是普遍现象，家长们不用过于焦虑。

有家长情绪不好，总对孩子发火，也会给孩子带来

负面情绪。”罗海东建议，家长应少指责多指导，关

注孩子学习的同时，也需要让孩子适度的放松和

锻炼。

据了解，海南省心理援助热线96363工作小

组共27人组成，只要热线铃声响起，接线员就会

拿起耳麦，耐心倾听来电者的诉说，尽最大努力解

决来电者的内心疑虑，缓解不良情绪，并引导帮

助他们利用身边的有效资源解决所遇到的困难

与苦恼。

随着疫情好转，如今热线渐趋平静。罗海东

说，人们通常对未知的事物感到恐慌，对新冠肺炎

的未知也会导致恐慌和紧张。政府部门对新冠肺

炎疫情信息及时透明公开，以及加强防控知识宣

传，公众做到心中有数，无形之中给予公众心理支

持和安抚，焦虑情绪也逐渐缓解。而对于出现心理

问题的个人，及时寻求心理援助和专业心理治疗也

很重要。

“刘先生您好，受疫情影
响，目前我省血液库存紧张，
请问您近期有空到献血屋献
血吗？”

2月4日，海南省肿瘤医
院副院长刘韦淞接到一通献
血招募电话。多年的献血经
历，这样的电话对他来说并不
陌生，但这一次，电话那头的
声音更显急迫。原来，疫情导
致我省献血人数锐减，临床用
血一度严重不足。刘韦淞二
话没说，放下手头事情，立即
去献血。

日前，海南日报记者从省
血液中心获悉，正是无数像刘
韦淞一样的爱心人士共同努
力，扭转了疫情期间的“缺血”
困局。

疫情期间血液库存情况的好
转，还与我省多家爱心团体单位积
极组织开展无偿献血息息相关。

今年二三月疫情期间全省共有
80余家团体单位组织开展无偿献
血活动。省血液中心联合省退役军
人事务厅向驻琼部队发出献血倡
议，得到了多支部队的积极响应，疫
情期间共有32支部队组织无偿献
血活动，同比去年增长256%。

此外，我省各医疗机构在冲锋
一线抗击疫情的同时，也不忘奉献
爱心，春节后共有21家医疗机构组
织献血活动，同比去年增长75%。
医院、部队共同成为疫情期间团体
献血主力军，极大缓解了我省疫情
期间医疗临床用血的紧张局面。

今年2月，在全国各地无偿献
血情况普遍遇冷的现状中，我省无
偿献血工作在疫情影响下逆流而
上，一改往年春节后血液最为紧缺
的状况，献血人数不减反增。2月全
省共有7330人次参与献血，同比去
年增长13.8%，平均每天献血人数
由过年期间的 46 人，增加至 271
人，为保障我省疫情防控工作做出
了突出贡献。

据悉，当前，国内疫情防控形势
持续向好，省血液中心血液库存状
况也逐渐好转，但医院中等待血液
救治的病患并未因此减少，血液依
旧是临床医疗无可替代的特殊资
源。因此，省血液中心呼吁广大市
民继续奉献爱心，用热血守护我们
共同的家园！

血液紧缺，曾使部分长期依靠
输血治疗的疾病患者受到严重影
响，地贫患儿就是其中之一。受新
冠肺炎疫情影响，全省700多名地
贫患儿均面临“找血难”，部分孩子
无血可输。

2月22日，海南日报刊发《海南
献血量锐减，O型血紧缺！救救这
些地贫患儿！》的报道。一时间，地
贫孩子牵动了无数社会爱心人士的
心，我省掀起了献血小高潮。

“屯昌有没有献血站？”
“好久没出门了，这次出门，就

为了给地贫孩子献血！”
“孩子们，我们一家都是0型

血，我们来了！”
众多网友在海南日报报道后的

留言，令人泪目。朋友圈里也掀起
了“走！为地贫孩子出门献血”的热
潮。爱心涌动，为了错峰献血，有人
跑了两次献血屋，有的带着全家人

走进献血屋。
“不仅仅地贫患儿缺血，临床患

者也需用血保障，我们决定组织集
体献血！”海南省眼科医院下发通知
组织献血。

地贫儿童的救治是三亚市妇幼
保健院的重大工作事项之一，这则
新闻引起了医院相关部门的重视，
组织献血的接龙信息马上在医院职
工微信群传播开来，并发布“献血召
集令”，在疫情时期为地贫患儿献上
温暖。

2月22日-29日短短一周便有
320余名市民为地贫患儿挽袖献
血，省血液中心及时为地贫患儿供
应血液6.83万毫升用于治疗。

在省血液中心多措并举和社会
爱心人士的共同努力下，不少爱心
市民走上街头为爱挽袖，街头献血
情况逐渐回暖，多家团体单位也相
继组织开展无偿献血活动。

疫情影响
临床用血一度告急

为爱逆行 地贫患儿用血牵动人心

扭转危机
医护、军人担当献血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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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一吃就吐
原是食道卡棋子！
■ 本报记者 马珂

近日，在海南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龙
昆南省妇幼保健院院区，儿童消化科副主
任医师王淑珍下班时突然接到一名匆匆赶
来的父亲。“医生，耽误您下班了，帮忙看看
我的孩子吧！”焦急的父亲一手抱着孩子，
一手递上了一张CT片子。

经询问，1岁5个月的小艾迪（化名）在
玩耍中突然呛咳，小脸憋得通红。父母见
状急忙学着急救视频里的动作，把孩子翻
过来使劲儿拍背。此后，孩子咳嗽虽然停
止了，却不能吞咽块状食物，一吃就吐，只
能喝奶，喝水。

经检查，王淑珍高度怀疑有异物嵌顿
在食管上段，从而导致食管狭窄变形。王
淑珍当即决定下胃镜探查。手术中，王淑
珍首先选择了最细的鼻胃管插入探查，在
食管上段，发现一个光滑椭圆形的黑色物
体，仔细查看后发现物体周围食管粘膜已
明显水肿，确定是异物没错，但如何取出却
是最关键的一步。

手术中，有人提出用异物钳夹出，可异
物圆圆的，加上表面附着粘液，太滑了，钳
夹有困难；有人提出用异物网篮取出来，但
食管内空间太狭小，网篮根本就打不开。
王淑珍当机立断，决定把异物推入胃内，在
宽大的胃体内操作。经努力，异物终于成
功取出，原来是一颗五子棋棋子！

“怪不得这东西在CT下都不怎么显
影，因为它不是金属类，在射线下会隐藏。”
在场的人都唏嘘不已，幼儿的意外伤害真
的是防不胜防！

3月27日，海南省人民医院独立完成第四代
达芬奇机器人胆道探查术，标志着该院在微创外
科领域正快步伐追赶国内外先进医疗技术水平。

医技台

海南省人民医院独立完成第四代达芬奇机器人胆道探查术。
(省人民医院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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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0日，海南省第五人民医
院开展无偿献血活动。

（海南省血液中心供图）

2月27日，南航某旅机关开展无偿献血活动。（海南省血液中心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