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海南西部中心医院张少明：

一片“儋”心暖民心2014年、2015年、2016年、

2017年、2019年，海南省卫生健

康委员会联合海南日报报业集团

成功举办了五届海南“寻找百姓身

边好医护”大型公益活动。

2020 年初，新冠肺炎疫情

暴发，海南也打响了疫情防控阻

击战。无论是千里驰援荆州还

是留守海南抗疫的医护人员，都

以先锋姿态，奏响不畏艰险、无

私奉献的“同心曲”。

第六届《寻找百姓身边好医

护——最美抗疫英雄》大型公

益活动于2月19日正式启动，

将整合运用海南日报报业集团

全媒体资源，将抗疫英雄典型

事迹和感人故事向社会传播，

宣扬他们勇于奉献、敢于拼搏

的“白衣”精神。

■■■■■ ■■■■■ ■■■■■

从上海到儋州，从
发达大都市到尚在快速
建设的海南西部中心城
市，3年多来，海南西部
中心医院执行院长张少
明克服重重困难，扛起

“援儋一任、造福一方”的
使命责任，为打造西部区
域医疗中心默默奉献。

人物简介

吴祖茂，白沙黎
族自治县人民医院内
一科主任，自 2006 年
以来，一直在一线工
作，守护一方百姓的生
命健康。2020 年抗击
新冠肺炎期间，他作为
该 院 援 鄂 医 疗 队 组
长，带队赴武汉开展
救治工作。

人物简介

白沙黎族自治县人民医院吴祖茂：

用负责确保战友“零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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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第六届《寻找百姓身边好医护——最美抗疫英雄》大型公益活动

上海市第六人民医
院海口骨科与糖尿病医
院（以下简称海口市骨科
与糖尿病医院）成立于
2017年11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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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年来用他们
的精湛医技，换来海南
患者的“家门口诊疗”。

团队简介

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海口骨科与糖尿病医院：

把技术留在百姓“家门口”

刘锦纷，原上海交通
大学医学院附属儿童医
学中心院长，现任上海
小儿先天性心脏病研究
所所长。曾携手沪琼两
地专家开辟先心病治疗

“绿色通道”，为海南65
名先心病患儿进行手术
治疗，治愈率达到100%。

人物简介

■ 本报记者 马珂

“刘院长，感谢您给了我儿子第二次生命，
孩子恢复得非常好，现在还特别爱笑！谢谢
您！”2021年2月20日，三亚三岁孩子戈戈（化
名）的妈妈再次通过远程会诊系统，向上海交通
大学医学院附属儿童医学中心的刘锦纷教授介
绍孩子手术后的恢复情况。2020年12月，作
为三亚市2020年先天性心脏病（以下简称“先
心病”）救助项目的免费救助患儿，戈戈在家门
口接受了上海专家刘锦纷的手术治疗，目前已
痊愈。

作为医生，40年来，刘锦纷在手术台上挑
战一个又一个“禁区”，一次次为病童争取生还
的机会：独立完成5000余例心脏外科手术，其
中复杂病种占50%以上，手术成功率达98%。
2019年4月，刘锦纷将他对孩子们的爱，带到
了海南。

近十年来，先心病已成为威胁我国青少年
儿童身体健康与生命的残酷“杀手”。2017年
11月25日，三亚市政府和上海儿童医学中心
签署全面托管三亚市妇幼保健院协议。结合海
南小儿先心病的治疗需求，2019年4月，刘锦
纷根据医院安排组建了“童心缘”志愿者服务
队，服务队全部由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儿
童医学中心心胸外科专家组成，定期到海南进
行服务。

2019年4月20日，在刘锦纷的努力下，三
亚市妇幼保健院、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儿
童医学中心心胸外科、聚德慈善基金会启动了

“童心缘”志愿服务基地项目，通过政府社会和
医院各方的力量，以免费诊疗的方式解决先心

病患儿家庭的后顾之忧。同时，沪琼两地专家
携手开辟先心病治疗“绿色通道”，“童心缘”志
愿服务队在三亚市妇幼保健院开展小儿先心病
筛查、义诊、手术及治疗技术指导。

从2019年起，三亚设置了专项民生救助
基金，三亚市委、市政府启动为民办实事妇女
儿童部分疾病免费筛查和防控项目，其中包
括0-14岁儿童先心病的免费筛查和治疗，区
域范围包括居住在三亚市辖区内的所有常住
儿童（含流动儿童），由三亚市妇幼保健院携
手上海儿童医学中心心胸外科为符合条件的
三亚地区贫困家庭先心病患儿进行免费救
治，所产生的费用由医保和民生专项基金
100%兜底。

2019年至今，刘锦纷率领的先心病治疗团
队共为海南65名先心病患儿进行了手术治疗，
其中55名儿童为免费的先心病治疗手术，治愈
率达100%。该项目的顺利落地和实施，让广
大群众对在家门口能够治疗先心病从最初的疑
虑到最后的信任。

“我们来到三亚的目的，不仅是把更好的医
疗技术提供给海南的先心病患儿，更重要的意
义在于，先心病治疗是团队工作，它可以带动很
多学科的发展，比如麻醉、影像诊断、重症监护，
还有急救、输血等专业，我们要通过这些专业的
建立，把三亚妇幼保健院的专业水平提高到一
个更高的水平。”刘锦纷表示,他希望通过先心
病诊治工作，不断促进三亚地区医疗服务能级
的进步和提高。

目前，三亚已经建立起从筛查到诊断，再到
治疗和随访的儿童先心病筛查治疗服务体系。

（本报三亚2月28日电）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儿童医学中心刘锦纷：

一颗真心守童“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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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侯赛

2月26日，海南日报记者在海南西部中心
医院见到张少明时，他正在查房。时时叮嘱，事
事关心，无论是患者，还是医护人员，都能感受
到他那份认真和暖意。

进病房、看病患，坚持每日查房，详细询问
患者在院期间的治疗及生活情况，并听取他们
对医院和医护人员的意见，是张少明来到儋州
后的工作习惯。

2017年9月2日，自上海第九人民医院集
团——海南儋州医联体成立以来，作为执行院
长的张少明，早已把儋州当成了第二故乡，在他
的带领下，医院驶入发展快车道。据不完全统
计，近3年来，张少明所在的海南西部中心医院
相继实施微创摘除子宫癌、巨大脑瘤摘除术等
多项高难度新技术，不仅填补了西部地区70多
项乃至全省多项医疗技术空白，也有效破解长
期以来当地及周边市县百姓的看病难题。

“临高县有一位60多岁的阿婆，多年前就
出现右侧膝关节疼痛，后不断加重，最后连走路
都成困难。后来，我们成功为她施行右膝人工
单髁关节表面置换手术，并施行快速康复技术，
仅3天时间，阿婆就康复出院了。”张少明自豪
地告诉海南日报记者，海南西部中心医院是第
一家将该技术引进海南西部地区的医院。

张少明到任儋州后，非常重视人才培养，重
点加强学科建设。医院先后组织160多名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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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腔颌面外科、整复外科、儿童听障中心、

肿瘤诊治中心等也先后挂牌开诊。
此外，西部中心医院还邀请上海九院、北京

同仁医院等全国知名医院的专家学者来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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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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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之前，儋州每年有大量的重大疾病
患者需要到海口乃至广州、上海等地寻医问
药。2017年6月，以海南西部中心医院为龙头
的全省首家紧密型医联体成立。利用医联体的
优质医疗资源和管理体制，西部中心医院在学
科建设、人才培养、医院管理等方面实施全面帮
扶，把那大镇卫生院、木棠镇卫生院等乡县级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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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初，新冠疫情爆发，西部中心医院
积极部署抗疫支援工作和地区防控工作，先后
派出三支援鄂医疗队，共计30名医护人员奔赴
湖北支援。该院先后确诊7名患者、排查疑似
患者40余人，医院被授予“海南省抗击新冠肺
炎疫情先进集体”称号，援鄂医疗队获得“中国
医院科学抗疫先进医疗队”称号。这些荣誉的
背后，都有张少明辛苦付出的身影。

“喝了松涛水库的水，就是儋州人。当初计
划在3年内把海南西部中心医院打造成三级甲
等综合医院，这个目标已经实现了。”张少明告
诉海南日报记者，2020年12月30日，海南西
部中心医院顺利完成了三甲挂牌，成为儋州第
二个三甲医院。 （本报那大2月28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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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侯赛

在白沙，很多患者都认识吴祖茂。“心眼好”
“有情有义”……从他身边的人口中，总能听到
这些朴实的称赞。扎根白沙15载，从初出茅庐
的年轻医生到精干有担当的科室主任，吴祖茂
将自己的青春全部注入这个偏远的山区小城，
他爱上了善良朴实的白沙人，也甘愿守护这一
方水土的百姓。

2006年，刚刚毕业于海南医学院临床医学
专业的吴祖茂，和另外7名大学生一起考入白
沙黎族自治县人民医院工作。此后10年，其余
7人先后离开了白沙，分别进入省内外各大医
院工作，唯独吴祖茂留了下来。

“刚来时经验不足，但这里的阿公阿婆相信
我，愿意找我看病，给了我很多临床实践机会。”

聊起往事，吴祖茂满怀感激之情。在
同事和患者的帮助支持下，吴

祖茂很快成长为科室骨干
医生。

吴祖茂的一位同
事告诉海南日报记
者，曾有一位 60 多
岁的阿婆，由于身边
老朋友相继去世，变
得焦虑不安，后因心
脏病发作住院治疗。

“阿婆曾做过心脏搭
桥手术，当时病情很严
重。吴祖茂一边为老
人治疗，一边找老人
拉家常，宽慰老人，
帮老人跑腿，非常
贴心。”他介绍道，
阿婆为了感谢吴祖
茂的治疗和照顾，
老人出院后，专门
包了顿饺子送到

医院。“那顿热腾腾、香喷喷的饺子，让我们至

今难忘。”吴祖茂说，那是他吃过的最好吃的

饺子。

15年里，吴祖茂从一名年轻普通的住院医

师逐渐成长为主治医师、副主任医师，成为县医

院中少有的拥有副高职称的专家级人才。如

今，他不仅要承担着日常繁重的诊疗工作，还肩

负着培养年轻医生的责任。

2020年初，为防控疫情蔓延，白沙黎族自

治县人民医院对全体医护人员的分工作出相

应调整，将县医院内三科作为疫情防控的主要

部门。吴祖茂被临时调至内三科领导抗疫工

作。当时内三科主要负责接收新型冠状病毒

感染的肺炎疑似患者，是阻隔病毒的第一道

“防火线”。

2020年2月19日，吴祖茂又积极响应支援

湖北的号召，作为白沙第二批援鄂队伍的队长，

带领17名医务人员告别亲人，踏上支援武汉的

抗疫征程。

到达武汉后，吴祖茂每天不停地穿梭于病

房患者间，争分夺秒救治患者。他负责的病区

有病人109人，危重症9人，重症31人。“除了

工作困难，最大的压力来自责任。远征的路上，

曾千万遍地想怎么把队伍平安带回来，但凡出

一点差错，这辈子都走不出那种内疚感。”吴祖

茂回忆说。

援鄂期间，有的队员心理压力大，不愿意吃

饭，吴祖茂就监督每位队员的吃饭喝水问题。

只要不值班，他就会去顶队员的班，让他们多休

息。最终，大家一起出色地完成支援任务，出征

医务人员“零感染”。

“那段时间，家里一切都是妻子独自承

担。两个孩子都还不懂事，家里琐事多，但无

论多苦多累，她都处处为我着想为我分忧。”

采访结束时，吴祖茂告诉海南日报记者，当时

那句没来得及向妻子说出的“谢谢”，希望现

在能够补上。 （本报牙叉2月28日电）

■ 本报记者 马珂

日前，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以下简称
上海六院）副院长、知名骨科专家张长青在
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海口骨科与糖尿病医
院，为一位海南病患成功实施了目前全世界
股骨头坏死治疗的领先技术“游离腓骨移植
手术”。

2017年，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与海口市
政府共同建设了海南省内唯一一家骨科与
糖尿病公立三级专科医院——上海市第六
人民医院海口骨科与糖尿病医院（海口市骨
科与糖尿病医院），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派
出强大团队进驻海口，填补海南骨科与糖尿
病高端医疗服务供给不足问题。

3年多的时间里，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
的专家陆续来琼，用他们的精湛医技，换来
海南患者的“家门口诊疗”。

“把上海乃至全国最好的骨科与糖尿病
诊疗技术带给海南的患者，让岛上的患者从
此不再奔波到省外求医！”这是上海市第六
人民医院与海口市政府的“盟约”。

“为解决百姓看病难，海口市骨科与糖
尿病医院引进了国内最先进的EOS低射线
全身骨成像系统，这个设备目前全国仅有5
台，连上海六院本院都没有。”海口市骨科与
糖尿病医院副院长、上海六院派驻专家江潮
胤说。

据江潮胤介绍，自2017年 11月 27日开
诊以来，该院骨科先后成立创伤、脊柱、关
节、运动医学、修复重建在内的多个亚专业
学组，开展了机器人辅助下的全髋关节置换
术、股骨头坏死游离腓骨移植重建、颈椎后
路单开门微型钢板内固定术等数百例海南
首创的骨科手术，其中多项手术居国内领先
水平。

3 年多来，上海六院派驻该院超过 3 个
月的专家团队共 57 人，目前驻守海南的有

16 人。“派驻专家均是国内知名专家，减少
了海南患者出岛就医的烦恼。”江潮胤告诉
记者。

在满足岛内患者治疗需求的同时，也有
不少岛外甚至国外患者追随着上海专家而
来，在海南完成手术和治疗。

“专家来了，目的绝不仅仅是在本地做
一些手术，满足少量患者需求，而是要把技
术真正留下来，做到人走技术在。”江潮胤
说，每个上海专家待在海南的宝贵时间里，
都会将自己的技术毫无保留地传授给海南
本地医生。3年多来，海口市人民医院多位
骨科医生不断学习各方面诊疗技术，并相继
成功为患者开展疑难杂症高难度手术。

“ 我 们 希 望 能 把 技 术 留 在 当
地。”上海派驻专家王挺主任
在接受采访时说，医院
组织开展多次义诊活
动 ，并 赴 全 岛 各 市
县、各乡镇指导诊
疗，同时鼓励市县
医护人员免费来
医院进行学习，将
技术带回去。

“借助海南自
贸港建设的东风和开
放的医疗政策，我们会
引进更多更先进的医
疗技术，向世界尖
端技术靠拢，为
海 南 乃 至 全
国患者提供
更优质的医
疗 服 务 。”
江潮胤说。

（本报
海 口 2 月
28日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