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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的三亚，车水马龙，城区面积不
断在拓展。位于吉阳区凤凰路106号的
三亚市中医院和三亚地标建筑“美丽之
冠”比邻，依山傍水的地理位置、青瓦白墙
的装饰风格尽显中医学的朴素和神圣。
很多三亚人或许已忘却，最初的市中医院
位于老城区新风路的一栋4层小楼。

翻看三亚市中医院的院史可知，
1992年 2月，市中医院门诊部正式开

业。那个时候的市中医院，仅有25名职
工、一幢4层楼的门诊部和二十多张病
床，硬件设施的短缺，让她处在规模小、
水平低、负债经营的尴尬局面。

1995年到三亚市中医院工作的谢
梦姣现已担任医院副院长，她回忆称，那
时候虽然艰苦，但是医院上下同心协力，
都在憋着劲头谋发展。

2002年，随着三亚旅游业的快速发

展，来度假休闲的国内外游客逐渐多起
来了。三亚市中医院领导班子提出充分
利用三亚得天独厚的生态环境和旅游资
源优势，大力发挥“中医药特色服务”，在
全国首创“中医疗养游”，打起了面向来
三亚度假休闲的外国游客的“康养服务”
牌。自此，三亚市中医院开启了第一个

“新时代”——通过“中医药+旅游”的模
式，找到了医院的特色发展之路，在全国

独树一帜。
2004年10月，三亚市中医院与阿

拉木图航空公司签订中医疗养包机合
同，经国家民航总局同意，三亚市中医院
成为获批国外包机的首家医院。2004
年 11月 4日，哈萨克斯坦中医疗养团
115名客人乘坐包机抵达三亚凤凰国际
机场，在三亚市中医院接受了10天的中
医疗养服务。

三亚市中医院副院长张卫介绍说，
三亚市中医院开创的“中医疗养游”已有
二十年发展历程。二十年间，三亚市中
医院接待了俄罗斯、瑞典、挪威、奥地利、
德国、法国等多国客人，为包括哈萨克斯
坦、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等国政要
在内的10万余名游客提供高端定制中
医药健康服务，获得良好的国际影响和
经济效益。

杏林春暖，不负韶华，三亚市中医院建院三十周年绽芬芳——

续写中医药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2022年注定是三亚市中医院发

展史上不平凡的一年。
这一年，是三亚市中医院建院

30周年。30年，心怀梦想；30年，执
着追求；30年，敢于创新。30年，三
亚市中医院从新风路一栋4层小楼
发展到凤凰路依山傍水拥有现代管
理制度的中医医院。

这一年，三亚“0801”战“疫”中，
三亚市中医院成为三亚市唯一一家
“黄码医院”，承担风险人群中血液透
析患者、孕产妇、急危重症等的救治
工作。当三亚这座城市按下“暂停
键”，全院上下则开启了“加速度”，为
挽救每一个生命倾尽全力，为迎接每
一个新生儿的到来而昼夜奔忙，搭建
起救治患者生命的绿色港湾。

这一年，三亚市中医院在院领
导班子带领下，在“三甲复审”的准
备道路上，以评促改、以评促建，永
不停歇、永无止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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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甲复审”以评促建
开启医院发展新时代

“上下同心者胜，风雨同舟者
赢。”今年9月14日17点，在抗疫
的特殊时期，三亚市中医院通过

“线上+线下”会议模式召开了三甲
复审动员大会，全院中层及以上干
部参加会议。

三亚市中医院院长刘建浩
称，此次三亚疫情，医院作为三亚
这座城市唯一一家“黄码医院”，
要保障中、高风险区及集中隔离
场所黄码、红码、密接者等风险人
员的就医需求。接到市疫情防控
指挥部的指令后，医院上下齐心，
仅用一天的时间就顺利完成普通
医院到“黄码医院”的转变，并开
始接收患者，受到了相关部门肯
定和表扬。

三亚市中医院党委专职副书
记曹红说：“在三亚疫情已看到
胜利曙光之际，自 9 月 15 日起，
医院要迎接三级中医医院评审工
作，医院上下需要继续延续黄码
医院时期勠力同心、攻坚克难的
抗疫精神，发扬三亚市中医院人
心怀梦想、执着追求、敢于创新
的人文精神，以昂扬的斗志、饱
满的信心，投入到三甲复审工作
中来。”

民心所向、众望所归，三亚市
中医院全体干部职工对刘建浩动
员讲话产生了普遍共鸣。

三亚市中医院副院长、三甲
复审办公室主任韩正贵说：“以此
次‘三甲复审’为契机，本着‘以评
促建’的目的广泛动员，成立专项
工作小组、安排科室互查等多种
工作方式，对照《三级中医医院评
审标准实施细则》，对医院的整体
工作进行了全面梳理，按照填平
补齐的工作原则，不断完善医院
管理，提升医院服务能力。”

通过两个月的“三甲复审”
准备工作，三亚市中医院在学科
建设、人才队伍建设、服务质量
管理等相关方面进行了全面的
优化和提升。尤其在医院内控
管理方面，通过全球招聘来的总
会计师李翠霞结合自身多年工
作经验，亲力亲为，为保障医院
各项经济管理工作有条不紊地
开展营造良好的氛围。

刘建浩说：“党的二十大报告
中提出了促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发
展的重要论述，三亚市中医院将
传承好优秀的医院文化，通过医
院改扩建项目，把三亚市中医院
做大做强，成为海南自贸港一张
靓丽的名片。”

（撰文/李行）今年三亚疫情期间，三亚市中医院领导班子合影。

今年，新冠肺炎疫情来袭，抗疫的同
时，如何保障中、高风险区及集中隔离场
所“黄码人员”、密接者等风险人员的就
医需求？发挥“黄码医院”作用，是经过
实践检验的有效手段。8月的三亚战
疫，三亚市中医院成为这座城市唯一一
家“黄码医院”，承担血液透析患者、孕产
妇、急危重症等救治工作。当整座城市
按下“暂停键”，这里则开启了“加速度”，
为挽救每一个垂危的生命倾尽全力，为
迎接每一个新生命的到来而昼夜奔忙，
搭建起救治患者生命的绿色港湾。

一路守护，永不停“析”。8月 25
日，李先生闭着眼，静静地躺在三亚市
中医院的病床上。手臂上，一根导管将
他体内的血液引流而出，经过床旁透析
器的净化，再回输体内。李先生是一名
有着近10年病史的慢性肾衰竭患者，
每周须定期进行3次血液透析，每次4
个小时。此轮三亚新冠肺炎疫情期间，
像李先生这样的肾病患者的治疗并没
有因此中断。

“血液透析可以帮助患者清除体内代
谢废物和过多的水分，维持身体的电解质
和酸碱平衡，是治疗急、慢性肾功能衰竭
的重要方法。”三亚市中医院肾内科主任
李建平说，“对这些患者而言，中断血透就
等于结束生命，因此透析一定不能停歇，
我们必须为他们守住这条生命线。”

要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三亚市中
医院疫情防控办公室主任肖育志回忆，
三亚此轮疫情来势汹汹。8月8日，全市
进入静态管理的第三天，该院接到上级
指令，临时调整为“黄码医院”，满足中、
高风险区及集中隔离场所黄码人员、密
接者等风险人员的就医需求。

“9号就要开诊。”肖育志说，为此，
医院全员总动员，迅速对在院的200多
名患者进行妥善安排，并将原有的500
张床位全部腾空。同时，该院加强了对
所有医护人员的防护培训，设置一脱间、
二脱间，并配备视频监控和院感监督员。

“起初负责血透的护士少，加上大
批血透患者涌入，护士有时忙得连轴
转。”三亚市中医院肾内科护士徐丽丽
说，接诊第一天，她从晚上8时一直工
作到次日早上8时。一班下来，头晕晕
的，浑身衣服都湿透了，额头上留下深
深的印痕，“干我们这行，体力要好。我
们每天穿着防护服搬300斤左右的置
换液，下班时腰都直不起来。不过，看
到患者安全地离开血透室，感觉这些辛
苦付出都值得。”

全力以赴，护佑新生。“3.56公斤，母
女平安！”8月10日凌晨3时10分，伴随
着婴儿的啼哭，赵畅悬着的心总算放了
下来。赵畅家住三亚市吉阳区。8月4
日，她的母亲确诊，赵畅和丈夫被判定为

密接者。8月8日就是预产期，突如其来
的变故让赵畅和家人手足无措。

此后，赵畅夫妇被转运至隔离点。
考虑到她的特殊情况，隔离点安排他们
夫妇同住。即便如此，赵畅心里仍七上
八下，“担心派不到车去医院怎么办，羊
水破了怎么办。很煎熬，甚至希望宝宝
能晚些出生”。

8月 9日早上，赵畅突然腹痛，见
红。隔离点的工作人员迅速与医院对
接，将她送至“黄码医院”。在医院急诊
发热门诊进行快速核酸检测后，赵畅顺
利入院。

“‘黄码医院’接收患者的流程与普
通医院有所不同。”三亚市中医院妇产科
主任徐宏仙说，以妇产科为例，普通孕产
妇需提供48小时内2次核酸阴性报告，
并在急诊发热门诊进行快速核酸检测，
确认阴性后收进产科病房。对于危急重
症孕产妇，急诊发热门诊医生会及时评
估患者生命体征，有时不等快速核酸检
测结果，便会将孕产妇直接送入病房或
手术室。

“这就需要医务人员做好防护。”徐
宏仙说，为了迎接新生命的到来，产科的
医护人员穿着密不透风的防护服，挤在
不能使用中央空调的负压手术室内，沉
重的呼吸声此起彼伏。由于要戴面屏，
无法使用头灯，面屏上凝结了一层雾气，

视野受到一定影响，手术难度增加。徐
宏仙的办法是“慢下来”，每一针、每一个
缝合动作都小心翼翼。

在小孩顺利娩出之后，医护人员的
关照仍在继续，这让赵畅颇为感动。“我
们的一日三餐、生活用品都是医护人员
帮着买的。他们每天也会定时来观察我
的伤口和出血量，给我做核酸检测，给宝
宝量体温。”赵畅说。

优质护理，身心协同。“疫情期间，妇
产科每个住院患者都住单间，患者的药
品及生活用品都由专人配送至指定地
点，再由护工送至患者病房，禁止患者在
病房外走动。同时，加大对患者的宣教
力度，避免院感。”徐宏仙说。

三亚市中医院“黄码医院”期间共
接诊各类风险患者3596人次，收治具
新冠风险（密接、次密接、红码、黄码患
者）住院患者415人次（其中病重、病危
76人，呼吸机插管16人），门急诊接诊
4324人次，风险人员血透1269人次，
完成急诊手术65台。其中，75至89岁
患者69人，90岁以上患者2人；危重症
患者中：呼吸衰竭6人、心力衰竭7人、
急性心肌梗死4人、急性脑梗死13人、
脑出血6人；妇产科共有26名新生儿出
生（顺产18人，剖宫产8人），孕妇均为
密接人员；开展了脑出血开颅血肿清
除、宫外孕病灶清除、剖宫产、急性上消

化道穿孔、急性化脓性阑尾炎、急性心
梗等各类急诊、介入手术。住院患者初
筛阳性10多例，发热门诊筛查并转运
初筛阳性患者211例，很好地履行了发
热门诊在本轮疫情防控工作中的“哨
点”作用。

中医有“方”，杏林飘香。穿过三亚
市中医院门诊楼，一幢白色小楼映入眼
帘。“这是中药制剂楼。”三亚市中医院
药学部负责人汪杰说，作为“黄码医
院”，该院也发挥自身中医特色，成为中
医药抗疫的“弹药库”。

据介绍，三亚市中医院严格按照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诊疗方案（第九
版）》，主要使用中药汤剂、口服药，以对
症治疗为主。“医院派出中医专家进驻
方舱医院和定点救治医院，制剂室（煎
药房）加班加点，为方舱医院患者熬制
中药治疗汤剂，为流调队、隔离病区医
务工作者熬制中药预防汤剂，助力疫情
防控工作。”汪杰说。

“这些中药预防汤剂主要由黄芪、白
术、薏苡仁、板蓝根等熬制而成，主要功
效是补气健脾、清热祛湿、提高抵抗力。”
三亚市中医院副院长、呼吸专家韩正贵
说。疫情发生后，每天早上7时30分，
汪杰和同事们开始熬制中药，“一般到晚
上10点结束，最晚到过凌晨1点，每天
大概要煎煮1万袋汤剂。”

三亚市中医院改扩建规划图。本版图片均由三亚市中医院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