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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中医院增强人才队伍实力，打造优势病种体系，丰富专科服务内涵，提升公共卫生应急能力

打造品牌助力更高水平健康岛建设
勠力同心抗疫 彰显中医担当

人才是医院发展的核心竞争
力。一直以来，省中医院立足“人
才强院”，在广聚四方英才的同时，
不断打造一批高层次学科带头人
和学科人才梯队。特别在近年来，
省中医院抢抓“百万人才进海南”
的政策机遇，制定人才引进与培养
相关制度，形成“刚柔并济、内外并
举、量才适用、知能善任”的人才管
理模式。

截至目前，省中医院拥有国医

大师1名，全国名中医2名，国务院
特殊津贴专家5名，全国名老中医
药专家12名，国家中医师承及优
才指导老师、海南省有突出贡献的
优秀专家5名，首届海南省名中医
7名，高级职称215名；成立了37
个名医工作室，其中国家级名中医
工作室13个，省级名中医工作室
24个；柔性引进中国工程院院士、
国医大师王琦，国医大师徐经世、
廖品正等名家58人。近三年院内

硕士、博士以上学历人才占比提升
至42%，硕士、博士以上学历学科
带头人占比提升至41%，人才队伍
质量显著提高。

“要想吸引更多人才，让人才
扎根下来，必须要有培养人才的沃
土，要有适宜人才发展的平台。”蔡
敏表示，海南省第八次党代会提出
建设更高水平的健康岛，意味着对
医学人才的需求将会更大，给予中
医药人才的发展空间也将更大。

蔡敏介绍，当前，对标海南自
贸港建设需要，海南中医药高层
次人才队伍总体依然不足，特别
是具有影响力的领军人才依然缺
乏。省中医院作为我省中医药龙
头单位，将加快推进我省中医人
才队伍建设，通过刚性引进和柔
性引进相结合、努力培养本土人
才团队、做好人才工作生活保障
等举措，打造我省中医药人才发
展的高地。

骨伤中心是省中医院的老牌
科室、国家临床重点专科，2021年
获批省级临床医学中心。作为该
科的优势特色诊疗之一，手法闭合
复位因其方便快捷、预后好、治疗
费用低等特点得到广大骨伤患者
认同。

“对于闭合骨折或者经处理
好伤口的骨折，患者只需要在门
诊，就可以接受手法复位的治
疗。”省中医院骨科博士后袁仕国
介绍，相比手术结合打针、吃药等
方式治疗骨折，手法复位不仅能
够大大缓解病人疼痛，并且康复
周期短，还能有效避免产生手术
创伤、疤痕等问题。

“真没想到，如今94岁的我还
能重见光明，真是太高兴了。”日
前，眼科患者李阿公顺利从省中医
院眼科中心康复出院。因患有白
内障，李阿公入院时眼睛几乎失
明，省中医院眼科中心主任孙文亲

自操刀，带领团队为其开展了微创
玻璃体切除术，如今患者视力已经
恢复到1.0。

“眼底病是眼科疾病谱中较为
复杂常见的一系列疾病，眼底疾病
的病理机制复杂，诊断和治疗相对
较难，是中老年人低视力和致盲的
主要原因。我们通过不断积累和
推广优秀的诊疗经验，让更多患者
得到救治。”孙文介绍。

据了解，省中医院眼科中心充
分发挥中西医结合在治疗疑难复
杂疾病方面上的优势，在国医大师
廖品正和协和眼科名医董方田的
指导下，结合现代医学检查技术和
诊疗方法，在眼底病诊疗方面积累
了大量临床诊疗经验，不断创新研
究，在疑难复杂眼底病的治疗上形
成了自己的特色与方法，为众多患
者送去光明。

此外，作为我省首家开展经尿
道前列腺钬激光剜除术式单位，省

中医院发挥前列腺增生诊疗优势，
重点打造泌尿外科。由省中医院
泌尿外科主任黄卫自创的远端尿
道黏膜环预切断手法广泛用于前
列腺手术，结合围手术期中医治
疗，目前已达省内领先，国内先进
水平。

同时，省中医院泌尿外科团队
也多次在全国各大学术会议、手术
演示、专家授课，以及手术视频大
赛中进行学术和经验交流。该科
室还与广东省中医院泌尿外科合
作并建立了医疗、学术、科研协助
关系，开展科研项目协作、人才交
流培养、学术会议交流等活动，并
成立国家区域（华南）中医诊疗中
心海南省中医院外科诊疗分中
心，为疑难性的前列腺手术保驾
护航。

省中医院院长卓进盛介绍，
优势病种建设和重点专科的打
造，两者相互推动、相辅相成。在

重点专科建设中，通过遴选一批
有诊治专长、特色突出、疗效明显
的病种作为优势病种建设，推广
运用中医药特色诊疗技术，促进
中西医更加紧密协同，从而充分
发挥重点专科的优势，使重点专
科具有稳定的发展方向。目前，
省中医院正以加强优势病种打造
为抓手，以点带面，扩大医院专科
影响，带动院内交叉学科发展，打
造省内乃至国内专科品牌。

卓进盛表示，专科发展既需要
夯实基础，不断创新突破，通过中
医特色诊疗技术，把中医的优势凸
显出来，又要顺应时代发展对中医
工作的要求，推动西医的先进技术
和方法为中医所用，实现中西医融
合、中西医并重；在专科的建设中，
要把临床与科教研相结合，基于各
自优势同时推进，通过打基础、深
挖掘、强创新，实现专科综合能力
提升和可持续发展。

增强人才队伍实力 凝聚发展动能

加强优势病种打造 扩大专科影响

“现在我们能达到临床治疗和
康复治疗同步进行，疾病恢复的同
时，功能也在恢复，这样就能缩短
治疗时间，达到比经典模式更好的

疗效。”省中医院康复科主任周晓
晖介绍，省中医院康复科以患者为
中心，运用全新的术后康复治疗理
念，加快病人术后康复的速度。

近年来，省中医院通过不断
开发新项目和新技术，为丰富专
科服务内涵、打造中医特色品
牌注入全新动力，以康复科为
主导的临床康复一体化项目就
是其中之一。该项目惠及全院
25个相关临床科室，为患者减轻
病痛，提高疗效，缩短住院周期。

比如，急性脑梗死治疗康复
一体化模式在传统的临床治疗
中，由于康复没有及时介入，患者
可能产生肩手综合征、肌肉萎缩、
肩关节半脱位、褥疮、足下垂、关
节僵硬、体位性低血压等并发症，
而无法及时进行康复训练。在康
复团队主导的临床康复一体化
中，则可以采取临床治疗与康复
治疗进阶模式，即通过治疗药
物+手术+康复训练+康复教育
融合，在缩短治疗时间的同时，治

疗效果更加明显。
此外，康复科还在骨科等相

关科室推广开展康复一体化项
目，通过符合术后康复的中西医
技术，提升康复医疗水平。比如，
正在开展的围骨科手术期康复一
体化项目，通过在骨科术后关节
僵硬、肌肉韧带损伤术后康复、脊
柱相关疾病康复等领域建立起有
效的治疗模式，获得了患者和业
内同行的广泛认可。

蔡敏介绍，当前，省中医院在
丰富专科服务内涵的同时，还坚持
自身“造血”与“输血”并举，在明确
发展思路、目标和方向的基础上，
加强与国内同领域顶级名科对接，
争取名家支持，营造比学赶超的良
好发展氛围，通过优势病种建设，
争创医院的学科品牌，不断提升在
行业中的影响力。

省中医院是国家中医疫病防治
基地和国家中医紧急医学救援基
地。8月1日，三亚突发新冠肺炎疫
情，省中医院迅速启动疫情防控应
急响应机制，在抓好院内疫情防控
和保证患者正常诊疗需求的同时，
尽最大努力支援省内防控工作。

“在接到支援三亚、海口核酸检
测采样工作的动员通知后，我们于8
月2日上午，就组织了88名医护人
员火速出征，支援三亚核酸采样工
作。”卓进盛介绍，8月4日起，省中
医院每天派出约400人支援海口核
酸检测采样工作。8月6日和8月
13日，前后分别派出由省中医院牵
头组建的国家中医疫病防治队（海
南）第一批17人、第二批16人驰援
三亚，参与方舱医院、定点医院的新
冠肺炎患者救治工作。

该防治队由全国名中医杨华担
任专家顾问，海南省名中医张汉洪
担任领队，队员中大部分成员有着
援鄂抗疫、援沪抗疫、海外抗疫，以
及省内多次疫情防控的经历，在应
对传染性公共卫生事件方面积累了
丰富的经验。并配有一辆移动中药
车随队出发，随时为定点医院、方舱
医院的患者提供中药治疗。

不仅如此，作为全省中医行业
抗击疫情的排头兵，省中医院积极
发挥中医药防治疫病的特色和优
势，在总结先前应对疫情经验的基
础上，推动中医药早介入、早使用、
全程参与。几乎在疫情发生的同
一时间，省中医院就组织呼吸、重
症等领域的专家，根据此轮疫情的
特点，制定新冠肺炎防治处方。截
至目前，省中医院已组织人员煎煮
2200副汤剂，配送避瘟香囊1000
个、防感颗粒900余袋给隔离留观
点和疫情防控一线工作人员。

在海口核酸采样的战场，也可
以看到省中医院的采样队员们广泛
应用中医药手法的身影。由于身穿
密闭防护服和长时间高强度采样带
来的不适，队员们在休息之余运用
刮痧、艾灸、耳穴压豆等方法进行辅
助理疗，快速缓解症状。

截至8月18日，针对此次疫情
省中医院先后派出医护5830人次，
共计完成近 210 万人次的核酸采
样，近80万人次的核酸检测任务，
并为三亚方舱1200余个患者提供
中医药诊疗服务。

除了全力投入疫情防控阻击战
以外，省中医院不断加强公共卫生
服务能力，筑牢疫情防控屏障。该
院成立了中医疫病防治队伍和中医
紧急医学救援队伍，推动应对突发
公共卫生事件能力科学化、高效化、
专业化。

（撰稿/容朝虹）

依托新技术新项目 丰富专科服务内涵

迅速集结助力抗疫
彰显责任与担当

省中医院专家林天东（左三）获评第四届“国医大师”，杨华（左二）获
评第二届“全国名中医”，蔡敏（右三）、戴海青（右一）、张汉洪（左一）、陈美
雄（右二）获评首届“海南名中医”。

健康是幸福生活最重要的
指标，也是广大人民群众的共同
追求。海南省第八次党代会报
告中提出，未来五年要建设更
高水平的健康岛。要实施中医
药振兴发展工程，建设南药研
发生产基地，将海南打造成中
医药走向世界的窗口。这不仅
让海南的中医药事业迎来了新
的发展机遇，也为我省中医药发
展指明了方向。

海南省中医院党委书记蔡
敏表示，海南省中医院（以下简
称省中医院）作为我省中医药龙
头单位，将牢牢把握海南自贸港
建设和中医药事业长远发展两
个大局，以品牌打造为核心，通
过增强人才队伍实力，打造优势
病种体系，丰富专科服务内涵，
以及提升公共卫生应急能力等
多方面共同发力，奋力书写海南
中医事业高质量发展崭新篇章，
努力为海南自贸港建设提供健
康支撑和保障，助推更高水平健
康岛建设。

省中医院眼科中心针灸防治近视疗法。
（本版图片均由省中医院提供）

8月6日，由省中医院牵头组建的国家中医疫病防治队（海南）第一批人员驰援三亚。

名家资源：

国医大师：林天东
全国名中医：张永杰、杨华
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林天东、

张永杰、蔡敏、邱晓堂、张汉洪
全国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

工作指导老师：罗凌介、林举深、林天
东、张永杰、杨华、陆志沈、吕志杰、戴
海青、张汉洪、谈平、卓进盛、黄宏敏

海南省名中医：林天东、张永杰、
杨华、蔡敏、戴海青、张汉洪、陈美雄

外聘专家数量5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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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点专科：

国家区域医疗中心：老年医学科
国家级重点专科：内分泌科、肝

病科、骨伤科、妇产科、脑病科、老年
医学科、护理学

省级临床医学中心：脑病中心、
骨伤中心

省级重点专科：治未病中心、针
灸康复科、心血管科、肺病科、泌尿外
科、肾病风湿科、肛肠科、耳鼻喉科、
儿科、肿瘤科、外科

名医工作室：

国医大师传承工作室6个
全国名中医传承工作室6个
岐黄学者工作室 1个
全国名老中医药专家传承工作

室7个
省级及院级工作室 17个

优势病种：

中风病（脑梗死）、腰痛病（腰椎
病）、眩晕病（眩晕类疾病）、肝积（肝
纤维化）、胃痞（慢性萎缩性胃炎）、消
渴病痹症（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肾
衰病（慢性肾衰竭）、心水病（慢性心
力衰竭）、喘证（慢性阻塞性肺疾病）、
盆腔炎（女性盆腔炎性疾病）、癃闭
（前列腺增生）、暴聋（突发性耳聋）、
视瞻昏渺（年龄相关性黄斑变性）、面
瘫（面神经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