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2022年中国医师节特刊

感谢 路有你
A14

2022年8月19日 星期五

值班主任：蔡潇 主编：梁君穷

美编：孙发强 检校：叶健升 王赛

海南省肿瘤医院内强素质、外树形象：

打造“防治康”一体化海南肿瘤防治新高地
8月6日起，组织数百名医护奔赴疫情防控一线

省第八次党代会报告提出，海
南未来五年要建设更高水平的健康
岛，深入推进健康海南行动，确保实
现“人均预期寿命达到81岁，主要
健康指标走在全国前列”的目标。

石耀辉表示，建设高水平健康岛

给海南肿瘤防治工作提出了新的挑
战与机遇，唯有蹚出创新的发展之
路，践行创新的发展理念，才能引领
海南肿瘤防治事业走上新高地。

海南省肿瘤医院暨海南省肿瘤
防治中心是省级非营利性公益事业
单位，是省级肿瘤防治中心，承载着
全省肿瘤防治工作的重任。

2015年 12月 25日，海南省肿
瘤医院建成开业，这家年轻的医院

“志存高远”，依托灵活独特的体制
机制优势，积极引进省内外高端医
疗人才、先进医疗技术、国内外最新
抗肿瘤药物与器械，使海南肿瘤防
治水平得到全面提升。

海南省肿瘤医院设备之“新”，
在于不计成本，斥巨资引进国际最
新、最前沿的诊疗设备。该院拥有
设备1万余台套价值达5.3亿元，包
括GE Revolution CT、“速锋刀”、
IQon Spectral CT、 INTRA-
BEAM放疗系统等先进设备，40%
的新设备为海南省首次引进。

借助这些先进设备，海南省肿
瘤医院构建起肿瘤诊断、病理、检验
和治疗等精准诊疗体系。如“速锋
刀”，是当前世界领先的放疗设备，
其以精确度高、治疗效率高、安全性
能好、辐射低、副作用小等众多优
势，被业界誉为“治癌神器”。目前，
该设备海南省仅此一台。

医院还引进了全省唯一的IN-
TRABEAM术中放疗系统，这是国
际上独家采用光子射线照射技术在
手术中对肿瘤瘤床进行放射治疗的

设备。实施了以乳腺癌保乳、结直
肠癌、骨转移癌等疾病的术中放射
治疗，实现了肿瘤交叉学科的综合
治疗。

设备之“新”是基础，人才之
“新”才是核心。医院立足“国际视
野”延揽人才，大力引进来自欧美、
日本、韩国等从事肿瘤临床治疗和
研究工作的“海归”博士、博士后，还
有一批国内知名肿瘤学专家，共同
组建肿瘤诊疗“超级豪华战队”。

国际诊疗理念不断更迭，新的
诊疗手段不断推出。海南省肿瘤医
院紧跟国际最新诊疗技术，与国内
外一流诊疗机构、知名专家长期建
立合作关系。与美国梅奥诊所、安
德森癌症中心、中山大学附属肿瘤
医院、天津市肿瘤医院、北京大学肿
瘤医院等国内外一流肿瘤专业机构
建立远程会诊机制；聘请国内著名
胸部肿瘤专家、天津市肺癌诊治中
心主任王长利教授长期提供专家会
诊、手术指导、科研教学等支持；聘
请中医“大咖”北京中医药大学王朝
阳教授等定期出诊，开展肿瘤疑难
杂症诊治、人才培养等服务。

此外，这家立足于海南自贸港的
现代化医院，围绕着“以人为本，以
病患为中心”的设计理念，诸多设计
体现了人性化服务，打造了一所“最
不像医院的医院”。2017年，该院荣
获意大利A’Design Award室内
及陈设设计类银奖，并在2021年中
国医院建设奖评选活动中，上榜第
四届“中国最美医院”。

创新 肿瘤诊疗的基石B

建院之初，海南省肿瘤医院就致力
于打造专病专治的优质学科体系，通过
分层管理，整合资源建设优势学科群，
建立“胸部肿瘤中心”“乳腺肿瘤中心”
等，构建发展新格局。

同时，海南省肿瘤医院开展学科建
设评审，出台学科建设实施方案，成立学
科建设领导小组和学科建设工作小组，
组织学术委员会委员评审，有21个科室
进入建设名单。学科建设接轨国际前沿
诊疗标准与技术，推动肿瘤规范化诊疗。

恶性肿瘤复杂、难治，涉及多个学
科，给肿瘤患者提供合理规范的诊疗方
案，成为肿瘤医务工作者孜孜不倦的研
究目标和方向。海南省肿瘤医院重点
推广MDT（多学科诊疗）模式，组建了

院级MDT团队，固定每周对疑难肿瘤
病症，进行全方位会诊，充分发挥各学
科专长，最大程度为患者提供安全、科
学、有效、优质的诊疗服务，推动肿瘤的
个体化、规范化综合治疗。

此外，海南省肿瘤医院还与中山大
学附属肿瘤医院、天津市肿瘤医院、北
京大学肿瘤医院等国内一流肿瘤专科
医院合作，建立MDT远程会诊，学习
前沿的诊疗理念，着力打造标准化、规
范化和专业化的MDT模式。

2021 年 6 月 25 日，“中国肿瘤
MDT联盟”落地海南。海南省肿瘤医
院作为牵头单位，联合10家基层医院
共同创建辐射全省范围的消化系统肿
瘤多学科诊疗（MDT）中心。

专注 肿瘤诊疗更加科学

海南省肿瘤医院与博鳌超级医院、
海南成美医院同属海南第一成美医疗集
团旗下的医疗板块，三家医院“三足鼎
立”，优势互补形成了两地三院一张网的
发展战略。石耀辉表示，一直以来，海南
省肿瘤医院（海南省肿瘤防治中心）联手
博鳌超级医院，利用自身强大的专业优
势，借助乐城先行区“双国九条”先行先
试政策，同步接轨国际医药市场，为岛内
外患者，特别是治疗急需的肿瘤患者，合
法合规提供国际新药“特许引进”服务。

当前，海南省肿瘤医院与博鳌超级
医院共建的国内外先进医疗技术临床应
用高地和“肿瘤治疗方案集成基地”，打
造全国医疗新技术、新药品、新器械的创
新转化平台，创造了多项国内第一。

海南省肿瘤医院不仅先后引进了
治疗胃肠间质瘤新药瑞普替尼、非小细
胞肺癌RET基因融合突变靶向新药普
拉替尼等新药，让国内急需患者第一时
间获得新药治疗，还在患者接受规范化
诊疗后，帮助其合法合规将药物带离先
行区使用，极大提高治疗效率。

海南省肿瘤医院从患者利益出发，
引进了几乎涵盖国内所有肿瘤治疗药
品。该院临床药学室负责人表示，该院
单是肿瘤治疗药物就有250余种，不仅
包括国家批准的进口自费治疗药物，还
有30个抗肿瘤单抗药物，为患者治疗
提供了更多选择。

为方便患者就医及用药，海南省肿
瘤医院在今年4月开通了省内第一家有
实体医院支撑的互联网医院，并与药业
及物流公司合作，开展在线处方线下送
药业务，为患者提供更便捷的诊疗服务。

肿瘤诊疗涉及全生命周期服务，与
海南省肿瘤医院毗邻的海南成美医院通
过引进国际“3H”医院（HOSPITAL-医
疗技术专业化、HOTEL-服务标准酒店
化、HOME-环境空间家庭化）服务理
念，在与海南省肿瘤医院共享优质医疗
资源的基础上，开设特色护理专科门诊、
康复护理俱乐部等，为患者提供全方位、
全维度、全生命周期的健康咨询、健康管
理方案定制、健康随访跟踪等“一站式”
高品质健康管理服务。

特色 给肿瘤诊疗带来更多选择

肿瘤疾病十分复杂，只有精确诊断
才能精准治疗。海南省肿瘤医院致力于
打造肿瘤“精准诊疗”模式，实现治疗效
益最大化，守护广大肿瘤患者的生命。

海南省肿瘤医院核医学科是目前
国内少有的多模态影像诊断及治疗中
心，拥有“查癌神器”派特 CT（PET/
CT）等一批世界上目前最先进的分子
影像诊断设备和国内顶尖的影像学专
家，使肿瘤诊疗更加专业、精准、规范。

放射治疗是肿瘤诊治的主要手段
之一，如今，放疗技术已迈入了“精准化”
时代。海南省肿瘤医院打造了目前全省
规模最大、设备最先进、配备最完善、技
术最全面的肿瘤放射治疗专科，其医疗
业务量居全省肿瘤放疗的首位。

核医学诊断技术与放疗技术的强强
联合，使肿瘤在精准治疗上有了质的飞
跃，实现了放射治疗过程中肿瘤的准确
分期、精确靶区勾画，并有效地优化放疗

照射剂量，极大地提高了放射治疗效果，
真正达到了精准放疗、精确治疗的目的。

为让更多肿瘤患者享受到精准优
质的诊疗服务，海南省肿瘤医院在强化
自身综合实力的同时，多措并举帮扶全
省基层医疗机构实现同质化发展。

多年来，海南省肿瘤医院注重“医、
教、研”协同发展，全院上下形成良好的临
床学术研究氛围，省重大科技计划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省自然科学基金、科
技创新项目中标率不断实现新的突破，
为临床工作提供了宝贵经验及数据。

聚焦恶性肿瘤精准诊疗，海南省肿
瘤医院组织肿瘤防治协会，成立各肿瘤
专业委员会，积极举办多场肿瘤高峰论
坛及学术会议，特邀省内外知名专家进
行专题授课，进一步规范与推广恶性肿
瘤的精准治疗理念，助力提升全省恶性
肿瘤的规范化诊治与个体化治疗水平。

（本版撰文 元宇 陈琳）

精准 助力提升全省肿瘤诊疗水平

今年6月 15日，首次
由海南专家团队自主开展
的钇90玻璃微球肝癌临
床治疗，由海南省肿瘤医
院、博鳌超级医院专家团
队联手，在海南博鳌乐城
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顺利
完成。

钇90放射治疗，被誉
为肝癌治疗精确制导“核
技术”。这例临床治疗的
成功实施，标志海南本土
医疗团队自主开展钇 90
技术获国际认可。

通过与国际新医药技
术无缝接轨让患者最大化
受益，是海南省肿瘤医院
近年来深耕力作的成果体
现。该院聚焦现代化肿瘤
专科医院发展目标，全面实
施肿瘤“防、治、康”一体化
发展战略，统筹推进疫情防
控和医院高质量发展，内强
素质、外树形象，打造海南
肿瘤防治新高地。

多年来，海南省肿瘤
医院始终坚持积极履行社
会责任，回馈海南人民。
今年来，海南肿瘤医院、海
南成美医院累计派出医护
人员千余人（次），参加省
内外抗疫统一行动，特别
是 8月 6日以来，海南省
肿瘤医院闻“疫”而动，组
织医护奔赴疫情防控一
线，全力支援海口核酸采
样工作。

秉持着“一切为了患者”的初心使
命，海南省肿瘤医院始终坚持非营利
性，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回馈海南人民。

2017年12月1日，海南省肿瘤
医院（海南省肿瘤防治中心）牵头组
建海南省肿瘤专科医联体，这个省
内组织规模最大的肿瘤专科联盟，
从海口启程、迈步全岛，密织起一张
惠及全省百姓的健康保障网。助力
提升基层医疗机构肿瘤防治水平，
不断扩大肿瘤防治阵线，将优质医
疗资源下沉，带动下级医院进一步
规范肿瘤的诊治行为，不断提高肿
瘤的诊治水平，造福海南百姓。

截至今年8月18日，医联体成员
已达185家。建立了县市、乡镇（街
道）、村（社区）“三级”肿瘤防控体系，
自主开发了肿瘤在线登记平台，健全
全省肿瘤登记报告体系，肿瘤监测覆
盖全省19个市县，实现了海南全域户
籍人口肿瘤登记基本全覆盖，通过业
务协作与对口帮扶，基层医疗机构肿
瘤防治的能力和水平得到持续提升。

仁爱精诚，守一方平安。建院
以来，医院持续开展医疗援助、送医
送药下乡、免费健康普查，把健康关
爱延伸到最基层的群众中。医护积

极投身服务于国家城市癌症早诊早
治免费筛查活动和“回馈社会 关爱
健康”“拥军优属 健康护航”等免费
义诊、健康体检活动中。

7年以来，医院先后派出数百支
（次）义诊小分队，进社区、入村庄，
为社区居民、黎族苗族群众开展肿
瘤早筛、登记和科普教育，受益群众
达百万人次。

妙手扶桑梓，悬壶为济世。海南
省肿瘤医院还联合成美慈善基金会
开展“有爱无疾”医疗救助项目，截至
2021年底，已为4000余名经济困难
患者及家庭提供1500余万元医疗救
助金及免费体检筛查费用。

在抗击疫情的一线，更是常见
来自海南省肿瘤医院、海南成美医
院的“大白”。“主任，明天支援核酸
采样人手够吗，不够，就我上！”8月
6日晚，轮值在家休息的海南省肿瘤
医院肝胆胰外科医生邢贞明，在微
信工作群得知有紧急支援核酸采样
任务后，主动发出“请战书”。

自8月6日起，海南省肿瘤医院、
海南成美医院闻“疫”而动，先后组织
数百名医护，奔赴疫情防控一线，全
力支援海口全员核酸采样工作。

海南省肿瘤医院医务部负责人
王贵全介绍，为确保高质、高效完成
核酸采样支援任务，医院专门制定
了工作预案，并要求所有的医护人
员24小时待命，随时做好奔赴抗疫
一线的准备，并确保紧急召集人员
一个小时到达医院指定集结位置。

据统计，仅今年来，海南省肿瘤
医院、海南成美医院累计派出医护
人员千余人（次），参加省内外抗疫
统一行动，其中包括多次支援海口
核酸采样、第二届消博会定点核酸
采样以及支援三亚、徐闻实验室核
酸检测工作，用实际行动书写了新
时代医务工作者的使命和担当。

海南省肿瘤医院党委书记、执行
院长石耀辉表示，未来将继续坚持

“以健康为中心，以治愈为核心”，以
海南肿瘤健康管理信息平台建设为
基础，强化肿瘤专科能力建设，积极
引进国际国内肿瘤防治新技术，探索
国际化、高品质医疗服务新模式。同
时，依托两地三院一张网的战略布
局，构建海南肿瘤防治新体系，努力
打造防、治、康一体化的海南肿瘤防
治新高地，不断提高海南人民健康水
平，为建设高水平健康岛贡献力量。

海南省肿瘤医院外景。（本版图片均由海南省肿瘤医院提供）

海南省肿瘤医院、博鳌超级医院专家团队联手，实施钇90微球临床治疗。

公益 闻令而动支援抗疫一线A C

D

E
➡ 海南省肿瘤医院医护

人员参与核酸采样，为抗击疫
情贡献力量。

2022年4月15日，我省启动“第28个全国肿瘤防治宣传周”系列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