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2021年6月22日 星期二
值班主任：董纯进 主编：吴维杨
美编：张昕 检校：卫小林 陈伊蕾

引进名院、名科、名医等“外力”优势资源，为自贸港建设提供优质医疗保障

海南省中医院：“借力”打造发展新格局

近期，海南省中医院（以下简称省中医院）举行国家区域诊疗中
心合作仪式，与广东省中医院签约成立肺病、肾病、脑病、外科、皮肤
病、急诊和重症医学六大国家区域（华南）中医诊疗中心海南省中医
院分中心，这不仅是省中医院加快对标国家标准补齐专科短板的有
力举措，也是省中医院通过以对接广东省中医院为主干，同步吸纳国
内顶尖医疗资源“借力”发展的缩影。

近年来，省中医院积极主动与国内先进医院开展紧密合作，坚持
以更高标准、更严要求在区域诊疗中心“一对一”帮扶机制的基础上，
与龙头医院构建形成“多对一”的协作关系，通过引进学科、名家、技
术等“外力”优势资源，为推动医院在学科、人才、科研等方面发展提
供全方位的有力支撑。

海南省中医院党委书记蔡敏表示，海南省中医院作为我省中医
药龙头单位，将扛起自身的责任担当，乘势而为，“借力”发展，突出中
医本色，加快提升自身综合能力，同时，发挥纽带作用，将优势医疗资
源辐射全岛，通过帮扶带动助推我省中医药事业快速发展，为海南自
贸港建设提供优质中医医疗保障。

近日，广州中医药大学非直属附
属医院复评工作在海南省中医院启
动，复评专家们经过实地察看临床教
学条件、资料留存、带教过程并向学生
们详细了解进修、学习感受，予以医院
高分通过。专家们一致认为，省中医
院挂牌广州中医药大学非直属附属医
院以来，与学校保持紧密联系，在专科
建设、人才培养、社会影响等各方面工
作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早在2009年，我们就与广州
中医药大学签订协议并挂牌，借助中
医高等院校的力量，实现了医教研快
速发展。”蔡敏表示，“广东省中医院
是中医行业的风向标，在全国中医医
院竞争力排名中位居榜首，我们与广
东省中医院签订协议，成为该院的协
作医院。”蔡敏介绍，通过与广东中医
药大学、广东省中医院等国内一流的
院校、医院以及机构进行学科共建的
模式，快速地推动省中医院学科建设
和人才培养以及科研成果等方面实
现质的飞跃。

今年1月16日，海南自由贸易
港中医体质与治未病研究高端论坛
在省中医院举办。论坛期间，中国工
程院院士、国医大师王琦，中国工程
院院士丛斌、付小兵三位顶尖专家齐
聚现场，同时揭牌成立海南省中医体
质与治未病研究院、王琦国医大师工
作室和中医诊疗创新项目海南基地，
并举行国医大师收徒仪式。

得益于此，省中医院实现了同国
家中医体质与治未病研究院紧密衔
接，在国家治未病专业机构指导下，
探索建立全链条式的治未病服务体
系，推动中医治未病诊疗模式创新。
蔡敏表示，医院“借力”而为、乘势而
上，开展中医体质学说临床应用研
究，加强黎药、南药、海洋药物等海南
特色药物研发利用并研制具有海南

特色的治未病产品。
2016年12月，海南省中医院肛

肠科与广东省中医院肛肠科共建协
作科室正式签约，共同打造肛肠联
盟，省中医院肛肠科的发展也迈出了
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步。

2019年11月16日，在省中医院
肛肠科的组织下，一场别开生面的肛
肠手术网络视频直播活动在省中医
院举行，并特邀国内知名教授为点评
嘉宾，在线观看人数近两万人，树立
了省中医院肛肠科在全国同行中的
良好形象，展现出了我省肛肠医疗事
业蓬勃发展的前景，同时也为肛肠从
业者提供一个崭新的交流学习平台。

学科建设是医院的生命力和核
心竞争力，而学科共建则是促进专科
快速发展的有效途径。近年来省中
医院“借力”发展，省中医院肛肠科实
现了从无到有，再到发展成为海南省
重点中医特色专科，并成功完成了从

“小肛肠”到“大肛肠”的转变，能完成
较高难度的手术等。

近年来，省中医院先行先试，着
眼海南中医事业发展和打造江东新
院区服务自贸港建设的重点民生工
程两个大局，积极寻求与粤、京、浙等
地的优质医疗机构合作，通过学科共
建、建设分中心、分支机构等方式不
断提升核心竞争力，助力医疗富集地
区资源向海南延伸。

比如，省中医院妇产科与广东省
中医院妇科合作，成立梁雪芳名中医
工作室；风湿科与南方医科大学南方
医院签署风湿专科联盟协议，挂牌国
家区域诊疗中心（华南地区）中西医
结合风湿专科联盟单位；脾胃病科与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开
展学科共建，挂牌首都医科大学附属
北京中医医院脾胃病诊疗中心海南
省中医院分中心等。

与“名校”“名院”共建提升核心竞争力

“这几年，在国家第四批名中医继
承指导老师、原湖南中医药大学校长
尤昭玲的帮助和带动下，我们科室的
生殖医学技术发展迅速，尤老师毫无
保留地将她的知识和经验都传授给我
们，通过传帮带的形式给予我们很大
的帮助。”日前，在省中医院妇产科生
殖中心，省中医院妇产科主任戴海青
介绍，得益于尤昭玲、梁雪芳等一批名
家的带动和帮助，省中医院妇产科快
速发展成为全国有特色的专科。

值得一提的是，省中医院于
2017年5月13日成立了外聘专家委
员会，根据学科发展需要，巧借“外
力”建设自己的团队，通过柔性引进
国内优质专家，对医院从医疗业务、
管理业务等方面进行指导和帮扶。
截至目前，医院累计柔性引进名家

52人，分布在24个科室，成为省中医
院的一块“金字招牌”，其中包括中国
工程院院士、国医大师王琦，国医大
师徐经世、廖品正，全国名中医王新
陆、张发荣，全国知名中医养生专家
杨志敏等一批国内顶尖专家。

“通过柔性引进名家，一方面专
家及其团队都能在医院帮扶和指导，
另一方面名家可在医院内进行‘传帮
带’，帮助科室打造业务精湛、医风优
良的骨干团队”，省中医院医务部主
任李瑛强介绍。

比如，国医大师徐经世在每年举
办的“膏方节”都会亲自或派弟子来
到省中医院指导医师们开具膏方，如
今，由省中医院主办的“膏方节”已经
连续开展到第六届，和“三伏贴”“三
九灸”活动一道成为三大中医特色文

化节，在广大患者中拥有广泛影响
力；国医大师廖品正与省中医院眼科
建立“传帮带”关系后，该科室的业务
能力快速提升，成为了省中西结合专
业委员会的主委单位；杨霓芝教授作
为肾病科的外聘专家，将中医益气活
血法治疗慢性肾脏病的疗法在省中
医院落地，推动肾病科的中医治疗手
段提质增效；广东省名中医邹旭通过
外聘引进后，不仅将中医药及针灸治
疗内科疑难疾病的理念经验带到医
院，还结合作为国家中医医疗队专家
在雷神山医院抗疫期间的临床实践，
帮助医院提升中医疫病防治能力；浙
江省名中医施维群带领医院脾胃病
科团队聚焦脂肪肝防治深入开展临
床、科研工作，带动该科的综合实力
攀向更高水平。

借“名家”力量柔性引进高端人才

2019年7月13日，海南省中医
院举行“符文彬、吴山名中医工作室
师带徒结业及拜师仪式”，为完成跟
师学习的学员颁发结业证书，同时组
织新一批学员拜师跟学。

据了解，自柔性引进到医院以
来，符文彬、吴山来院传道授业成为
常态。作为“岭南传统天灸疗法”的
代表性传承人，符文彬教授在康复科
积极推进“一针二灸三巩固”的临床
治疗模式传承，帮助该科创新针疗、
灸疗技术，顺利开展挑针、精灸、大
灸、岭南天灸等治疗新项目，促进医
院中医康复内涵更加丰富。吴山教

授将理筋复位的推拿思想和岭南林
氏正骨手法带到医院，在推拿科形成

“以点带面”使用推拿手法治疗脊柱
及骨科相关疾病的临床诊疗模式，其
效果明显，受到广大患者高度认可和
欢迎。

遵循“中医有特色，中西医融合
发展”的理念，另一方面，省中医院也
积极“借力”不断提升现代诊疗技术
水平。2018年，在我国著名心脏电
生理专家、有着“华南第一刀”称号的
珠江医院杨平珍教授指导下，医院成
功开展首例心律失常射频消融术，标
志着医院心血管内科在心律失常专

科治疗领域又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骨伤科是省中医院的特色专

科，近年来，省中医院积极对接北京
积水潭医院、解放军301医院等开
展骨科共建，进一步巩固中西医融
合互促的骨伤治疗模式，专科综合
实力得到明显提升。例如，在解放
军301医院的骨科名家张西峰教授
指导下，科室成功开展了后路椎间
孔、侧路椎间孔技术；在积水潭医院
的刘文生教授指导下，科室顺利开
展疑难病灶刮除截骨矫形内固定
术，大大提升了骨纤维异常增殖症
患者的治疗质量。

巧借“优质资源”开展新技术新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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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5月，在省中医院积极筹

划下，第十届国际消化病学术大会在
海口成功举办，来自全国各省市、港
澳台地区以及海外的500多名专家
齐聚一堂，聚焦消化系统疾病预防筛
查、早诊早治、中医药特色治疗等内
容热烈交流。

今年4月30日至5月2日，由省
中医院承办的“中华中医药学会生殖
医学分会第十一次学术大会”在海南
海口举办，来自全国各地生殖医学领
域的300余名专家学者参会并交流，
为海南乃至全国的生殖医学发展提
供了宝贵的诊疗技术经验、前沿研究
动态、以及学科发展思路。

2020年10月，由省中医院承办
的第十届中南六省肛肠学术研讨会
暨2020年海南省、广东省肛肠专业
学术年会在海南文昌举办，来自中南
六省以及北京、上海等地的肛肠学科

专家们齐聚一堂，着眼肛肠学科如何
聚焦人民群众的健康需求，在新一轮
发展潮流中站稳脚跟研讨交流。

“通过举办和参与各种大小型的
学术会议、学术活动、以及培训班，特
别是举办高水平的培训班，组织国内
外顶尖专家来琼授课交流，能快速有
效地提升医院乃至全省中医行业学
术水平。”省中医院院长卓进盛说。

卓进盛介绍，对标行业前沿、全
面深化改革、打造国际一流中医医
院，除了专业的行业学术会议和培训
班、学科建设、以及人才引进和培养
以外，省中医院从专业出发，通过多
举措来提升中医和西医整体水平。
包括优势病种打造、科研创新、成立
临床实验室、吸引更多科研团队落户
医院带动科室发展、推动医联体建设
整合全省中医资源抱团发展、推广中
医适宜技术、专科专药临床实践、成

立区域医疗中心，并将通过2年至3
年的时间，打造具有影响力的学科
群，进一步提高人才、专科、医院的专
业水平，在省内形成标杆。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
越。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
年，也是“十四五”开局之年，更是海
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和加快自由贸
易港建设的关键之年，蔡敏表示，在
这个重要的历史节点，省中医院将充
分发挥海南中医行业的“龙头”带动
作用，坚持高标准、高定位、高质量的
发展基调，努力打造中医药教育中
心、中医药临床科研与成果转化中
心、中医药健康管理中心、国际中医
医疗中心、中医药文化传承中心、中
医药康养照护中心等“六大中心”，为
海南自贸港建设夯实中医医疗保障，
为海南中医药事业快速发展作出积
极贡献。 （撰稿/容朝虹）

对标一流标准努力打造“六大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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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读

海南省中医院

区域诊疗中心培育项目1个

国家重点学科1个

国家级重点专科7个

省级重点专科11个

外聘专家52名
（其中包含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医大师王琦，国医大师徐经世、廖品正）

成立名医工作室数量28个

全国名中医传承工作室5个

国家岐黄学者工作室2个

全国名老中医药专家传承工作室4个

省级及院级工作室19个

国内名家在医院收徒52人

与省外合作的专科联盟25个

近三年新增中医特色疗法20项
填补技术空白十余个
科研立项增幅超一倍
科研论文发表增幅近30%

医院硕士、博士以上学历人才占比提升42%

硕士、博士以上学历学科带头人占比提升41%

王琦（左一）国医大师收徒。

廖品正国医大师工作室成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