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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建设重点学科推动高质量发展

“医”心为民谱新曲
截至8月18日，累计派出6854人次支援我省各地抗疫工作

70年前的今天，海南医
学院第二附属医院（以下简
称海医二院）的前身——中
国人民解放军林业工程第一
师后勤医院，在海口市海甸
溪北岸海甸乡的几间破庙里
诞生，全院的医疗器械、药品
和其它用品，仅用四辆马车
就全部装完，加上一盏照明
用的马灯，算是医院初期的
全部“家产”。

在那物质匮乏的年代，
第一代海医二院人心怀理
想，燃烧激情，撸起衣袖，拿
起铁铲，用一砖一瓦筑起一
座健康殿堂。

今年8月1日，三亚市突
发新冠肺炎疫情，海医二院
人更是用行动恪守初心使
命，彰显医者本色。全院医
务人员多线作战，迅速组织
203名医务人员奔赴三亚；
5000多人次支援海口，在方
舱医院、医学实验室、各核酸
采样点里留下海医二院人的
身影；7人专家组驰援儋州。
困难时刻在院职工坚守医
院，海医二院人再一次用医
者风范证明凛冬总会散尽、
星河定能长明。

2022年是海医二院建
院70年，70年光阴荏苒，海
医二院勇立潮头，和海南人
民深情相伴，构筑起百姓健
康的坚实屏障。

守护相望，众志成城，抗击疫
情。当前海南疫情防控形势严峻复
杂，海医二院党委认真落实安排部
署，紧急组建千余人的核酸采样队参
加三亚、海口的核酸采样工作。

8月2日，在接到支援三亚的通
知要求后，医院迅速组织203名医护
人员及专家，组建支援三亚核酸应急
采样队，奔赴三亚支援抗疫工作。

8月6日深夜，海医二院接到海
口市疫情防控指挥部通知，需立即组
织医务人员在海口全域开展核酸采
样工作。海医二院闻令而动，医院各
党支部、各科室全面动员、火速调配，
各党支部书记、科主任、护士长率先
垂范加入核酸采样队伍，各临床医技
科室和职能部门党员纷纷主动请缨、
勇担重任。全院迅速集结834人组
成的应急核酸采集队，8月7日清晨
紧急奔赴海口各区236个采样点开
展核酸采集工作。队员们抵达采样

点后，顾不上天气的炎热，迅速投入
采样工作。

海医二院检验科医生张天蔚在
刚做完结石碎石手术的第三天，就申
请加入支援海口市全健康分子医学
研究中心（美安实验室）核酸检测的
队伍。“很多同事之前已经轮流过去
了，需要回来休整，我得上啊，不能让
大家疲劳作战。”张天蔚表示，因为医
院疫情期间持续正常运行，为了保证
医院工作质量，所有的同事都是两边
跑、连轴转，于是他主动申请也加入
排班。

除了外派医护人员参与防疫，海
医二院目前门急诊、住院部、透析中
心、发热门诊、核酸检测等医疗服务
均正常运行。在全省大部分市县均
有疫情，道路封控，市县患者向上转
诊困难的情况下，海医二院积极承担
社会责任，更好地为患者服务，急诊
科派车前往市县转运患者，出诊范围

覆盖全省。
截至8月18日，海医二院累计

派出6854人次支援三亚、儋州和海
口的抗疫工作。为尽快阻断疫情蔓
延，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
体健康贡献海医二院人的力量。

奋战“疫”线 扛起责任担当A

到过海医二院就医或办事的人
很容易发现，与其他医院相对拥挤
不堪、难以找到停车位相比，该院为
前来办事的人提供充足的停车位，
并且通过有效的管理，实现了人车
分流，让来院就诊就医的群众提高
办事效率。

“我们的理念是替党和政府办一
家与老百姓零距离的医院。”海医二
院党委书记王毅说，“零距离”的医
院，首先要老百姓进出都很自由，该
院门诊采用即停即走的方式，不设门
挡栅栏，有效减少就诊高峰期拥堵现
象。“如果医院门口就堵起来，会让患

者就医体验感变差，车堵人堵心就更
堵了。”

近日，海医二院微信小程序正
式上线！这是医院从患者需求角
度出发重新梳理流程、提升就医体
验的一次重要变革。小程序集合
了原医院公众号、原智慧好医院
APP等功能于一体，将医院医疗、
患者服务无缝对接，进行了全新的
优化和升级。

不仅如此，小程序对服务界面
进行了全新改版，在首页就能找到
常用功能与经常访问的医生列表；
对功能和流程进行了通俗化改造

分类，确保医疗服务严谨的基础
上，用户能一眼就看懂每个按钮对
应的功能，也能让“小白”用户能快
速上手。

海医二院还积极推动开展“改善
医疗服务行动”和“查堵点、破难点、
促发展”活动，成立“一站式服务中
心”和“住院预约中心”；取消CT、核
磁等大型检查非医学需要的预约，当
天开单检查出结果，让患者“零跑
腿”；开通“智慧好医院”平台，医生、
患者无障碍交流；开设病友自助厨
房，免费向患者提供水、电、燃气，以
及调料、佐料……

创新办院理念 “零距离”服务老百姓B

2018年年底之前，海医二院存
在职工待遇不高、医疗设备陈旧、新
技术新项目开展少、学术方面少有发
声的现象，有些医生甚至穿着T恤、
拖鞋上班，没有大医院医生该有的样
子。医院未来发展的道路应该怎么
走？这是王毅2018年刚到海医二院
任院长（现任党委书记）时思考的第
一个问题。

站得高才能看得远。“医院不能
满足于大病不出岛，要有更高的目
标。”王毅认为，要将医院办成面向东
南亚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的高
水平医院。为此，他提出“创建国内
知名并享誉东南亚的教学研究型医
院”的发展愿景和“一部两所四院四
中心”的发展战略。

“一部”是急危重症医学部，“两
所”是移植医学研究所、肾病研究所，

“四院”是心血管病医院、胸科医院、
热带病医院、骨运动康复医院，“四中
心”是肿瘤中心、脑科学中心、妇儿中
心、国际医学中心。这个高质量发展
的蓝图成为医院发展的“航标”。

器官移植技术被称为外科手术
“皇冠上的明珠”。海医二院是国内
开展五大器官移植技术的医院之

一。2018年7月31日，该院成立省
内首个器官移植专科。截至今年7
月15日，已完成了463例肾移植手
术、119例肝移植手术、25例肺移植
手术、5例心脏移植手术、11例胰肾
联合移植手术、4例肝肾联合移植手
术、2例胰腺移植手术、1例心肺联合
移植手术。该院移植医学研究团队、
心血管病外科治疗医学研究团队获
得“海南省‘双百’人才团队”称号，填
补了省内器官移植技术领域的多项
空白。

2019年7月1日，海医二院成立
全省首个热带病科，收治十大世界热
带病及海南地区常见热带病。据王
毅介绍，热带病科被打造成为医院的
品牌科室，在为海南人民服务的同
时，辐射东南亚，积极参与国家“一带
一路”建设。

今年5月，海南首例ECMO桥
接急诊抢救性肺移植患者在海医二
院顺利出院。这是该院肺移植团队
首次独立通过ECMO桥接急诊抢
救性肺移植手术，成功救治一名患
有“间质性肺炎”的危重患者，填补
海南急诊抢救性肺移植手术的空
白。王毅表示，此次治疗的成功是

对海医二院肺移植的极大肯定，也是
海医二院践行大病不出岛的又一次
有力例证。

目前，海医二院拥有11个省级
重点学科，2个省级医学中心（海南
省危重孕产妇救治中心、海南省危重
新生儿救治中心），1个省级临床医
学研究中心（海南省急危重症医学研
究中心），3个院中院（海南省结核病
医院、心血管病医院、胸科医院），2
个研究所（移植医学研究所、肾脏病
研究所）；拥有全球领先的磁共振引
导直线加速器等40余台大型尖端医
疗设备；五大实体器官移植技术、复
杂心脏病手术治疗、急危重症抢救，
以及神经系统疾病综合治疗、肿瘤疾
病综合治疗等，均达到省内领先、国
内先进水平。

与2018年相比，2021年，医院
门急诊人数增加 52.3%，出院患者
增加40.1%。在平均住院日逐年下
降 的 同 时 ，该 院 年 手 术 量 增 加
31.7%，其中，微创手术占比和出院
患者四级手术占比增加约20%。与
此同时，该院年收入增加41%，固定
资产增幅达10.66%，职工年收入也
稳步提升。

设立重点学科 为发展注入强劲动力C

如果把重点科室比喻为医院发
展的引擎，那人才的培养和引进是推
动医院发展引擎的燃料。

对内，海医二院坚持医教研协
同，全面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构
建涵盖本科生、研究生、住院医师、专
科医师规范化培训和继续医学教育
的全过程、全周期、全方位培养管理
体系。

海医二院是国家首批住院医师
规范化培训基地和国家全科医师规
范化培训基地。立足海南，对标海南
医学院临床教学体系建设，打造高水
平师资队伍，建立跨平台师资合作机
制，探索多学科、多领域优秀师资和
医疗战线高端人才合作授课模式，培
养创新型、复合型人才。

医院通过分层递进的培训，实行
总住院医师制度，让住培医生在临床
单独值班，独立管理患者，住培医生
获得快速成长。

2020年，海南省举办第三届住院
医师临床技能竞赛，海医二院在5个
专业组比赛中取得了3个专业组第一
名、1个专业组第二名的成绩。同年，
海南省住培基地绩效评估，该院又获
得了第一名的成绩，并入选全国九大
优秀全科专业基地。2021年，海南省
住培生毕业考核，该院首次通过率居
全省第一名。

目前，海医二院本科生教育承担
海南医学院的理论教学和临床实习、
见习教学任务。现有博、硕士培养点
各1个，博士生导师8人、学术型硕士
研究生导师29名、专业型硕士研究生
导师77名。构建起涵盖本科生、研究
生、住院医师、专科医师规范化培训
和继续医学教育的全过程、全周期、
全方位培养管理体系，创造条件开展

“德智体美劳”五育并举的高素质人
才。最近五年共培养本科生953人、
硕士研究生222人、博士研究生7人，
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630人，临床实
习1225人，专业进修256人。承办或
协办继续教育项目127项，其中国家
级21项，省级96项。

对外，放眼国内，招揽高层次人才。
呼吸道疾病常见多发，病情变化

快，病因复杂。2020年，该院引进王
晶教授担任呼吸内科学科带头人。
今年3月，王晶带领呼吸介入团队成

功为一名八旬患者实施了镇静局麻
下的虚拟导航联合经支气管超声导
向鞘引导的经支气管肺活检术。在
迷宫一般复杂的支气管管道中，仅10
余分钟就精准进行了病变活检操作。

2020年，肾脏病专家李冰教授入
职海医二院。同年7月，邱大叔在当
地被诊断为尿毒症，病情加重后到医
院肾内科治疗。李冰精确诊断邱大
叔患的是罕见的lG4相关性疾病，从
而使邱大叔的治疗回到正确的轨道。

2021年12月15日，国内顶尖心
血管病专家张卫达教授正式加盟海
医二院，任心血管病医院首席专家，
助力海南的心血管诊疗大病不出
岛。张卫达教授表示，海医二院心血
管病外科近年来抓住良好发展机遇，
无论在患者数量还是质量方面，都居
于海南省前列，为辖区群众心血管病
诊治方面作出了突出贡献。

腹腔镜下全结肠根治性切除手术
（NOSES）被誉为“微创中的微创手
术”。张铁民教授于2022年入职医院
任消化疾病中心副主任后，开展省内
首例NOSES﹢回肠J形储袋吻合术，
并在消化系统疾病诊疗领域推进多学
科协作诊疗模式（MDT），使医院胃肠
外科的治疗水平跨入国内先进行列。

为引进、留住核心人才，海医二院
对符合省里规定的A、B类人才，实行

“一事一议”政策。对于特殊紧缺优秀
人才及科研人才，医院突破现有工资
体系，设置专门的岗位绩效。2019年
以来，医院引进高层次人才39名，其中
博士32名，高级职称人员23名，发放
高层次人才安家费近1000万元，划拨
科研启动基金1085万元。

风雨兼程共奋进，春华秋实展鸿
猷。70年的发展，是人才技术的传承
积淀，是信誉品牌的凝练提升，是腾
飞跨越的动力积蓄。站在新的历史
起点上，海医二院秉承“明德致知 齐
心济众”核心理念，紧扣政府、患者、
职工“三个满意”的目标，以崭新的姿
态、饱满的激情和昂扬的斗志，以坚
如磐石的信心、只争朝夕的劲头和坚
韧不拔的毅力，不忘从医初心，牢记
医者使命，为建设“国内知名并享誉
东南亚的教学研究型医院”续写新篇
章，为健康中国和海南自贸港建设贡
献力量。 （撰文/无为）

搭建良好平台 实现“人才强院”目标

医院重点科室数量

11个省级重点学科

2个省级医学中心

（海南省危重孕产妇救治中心、海
南省危重新生儿救治中心）

1个省级临床医学研究中心

（海南省急危重症医学研究中心）

3个院中院

（海南省结核病医院、心血管病医
院、胸科医院）

2个研究所

（移植医学研究所、肾脏病研究所）

教育发展

现有博硕士培养点 1个
博士生导师7人
硕士生导师53人

最近五年

共培养本科生953人

硕士研究生204人

博士研究生4人

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630人

临床实习 1225人

专业进修256人

就诊情况（与2018年相比）

2021年

医院门急诊人数增加52.3%
出院患者增加40.1%

在平均住院日逐年下降的同时

医院年手术量增加31.7%
医院年收入增加41%

固定资产增幅达 10.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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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10月，海医二院肾脏病研究所成立。本版图片均由海医二院供图

核酸采样队员入户采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