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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12月22日，医院正式开业。

2012年12月23日，海南省防盲治盲项目办公室
依托医院成立，“视觉第一中国行动”第三期及眼病防
治工作拉开帷幕。

2012年12月28日，海南省眼科质量控制中心依
托医院成立。

2013年1月15日，医院义诊团队赴临高首次开
展防盲治盲和义诊活动。

2013 年 2 月 5 日，医院成功施行准分子激光手
术。

2013年3月14日，医院为首批11位白内障患者
免费施行手术。

2013年4月10日，医院工会成立。

2013年4月26日，医院成立海南省眼科研究所
和海南省眼库。

2013年5月1日，医院实现医保全覆盖。

2013年5月2日，医院刘奕志院长、钟兴武常务
副院长、刘红山教授应邀出席美国视觉与科学大会，交
流的研究成果得到来自世界各地科学家的肯定和赞赏。

2013 年 5 月 17 日，医院获外省眼库调配角膜，
省内率先成功施行第一例角膜移植联合手术。

2013年5月27日，医院在省内率先开展第一例
自体角膜移植手术，患者恢复生活自理能力。

2013年6月14日，斯里兰卡国家眼库向海南省
眼库捐赠第一批角膜，全部为患者成功施行角膜移植
手术，术后效果良好。

2013 年 11 月 29 日，医院开启基层眼科帮扶工
作，与海南省农垦三亚医院签订合作协议。

2013 年 11 月 5 日，国际葡萄膜病主席、美国国
立研究所教授陈之昭率领来自美国、法国、英国的国际
著名葡萄膜炎研究领域学科带头人来院讲学及会诊。

2013年12月10日，医院开展首台全飞秒激光手
术，患者裸眼视力由术前0.1提高到术后1.5。

2014 年 9 月 3 日，医院持续加强基层眼科帮扶
工作，与海南省乐东第二人民医院建立专科协作关系。

2014年12月8日，医院聘请加拿大顶级近视眼
防治专家WilliamK.Stell教授为客座教授。

2015 年 2 月 6 日，医院设立海南省眼科学重点
实验室。

2015年5月23日，医院成功举办海南省首届眼
科高峰论坛暨海南省眼科重点实验室揭牌仪式。

2015年11月10日，医院党总支成立。

2016年6月16日，医院团委成立。

2016年11月29日，医院成为国家级自然科学基
金依托单位。

2017 年 1 月 4 日，柬埔寨磅湛省卫生局局长金
速·皮伦一行莅临医院交流。

2017 年 6 月 30 日，医院正式启动“广东狮子
会·言爱有限公司海南光明行”暨白内障精准扶贫专
项基金项目。

2017年11月6日，青少年儿童眼健康筛查行动
启动，医院承担筛查和救治任务。

2017年11月16日，青少年儿童眼健康筛查项目
筛查需治疗的13名儿童来院进行进一步治疗。

2017年11月25日，聘请美国华盛顿大学眼科研
究部主任Andrew J.W.Huang为医院客座教授。

2018年1月24日，钟兴武当选海南省政协委员。

2018年5月23日，“海南省光明扶贫行动·白内
障复明项目”启动，医院为项目定点救助单位。

2018年11月19日，海南省眼科医院确定为三级
甲等医院。

2019年5月11日，成功举办海南省眼科医疗质
量控制工作会议暨第六届海南省眼病高峰论坛。

2019 年 5 月 23 日，医院顾问、海南省眼科学重
点实验室名誉主任姚克来院交流指导工作。

2019年10月19日，医院邀请加拿大卡尔加里大
学医学院Stell教授参加学术交流会议。

2020年3月13日，医院确定为省级I级临床重
点专科。

2020 年 7 月 23 日，医院获“海南省直机关创建
文明单位示范点”称号。

2020年11月16日，钟兴武获“全国先进工作者”
称号。

2021年2月5日，医院被评为海南省文明单位。

2021年5月28日，医院特需门诊、国际门诊揭牌。

2021年8月18日，医院确定为省级临床医学中
心（优势学科）建设单位。

2021年11月26日，海南省眼科5G远程诊断中
心依托我院成立。

2022 年 8 月 9 日，海南省教育厅公示我院向教
育部申请的“全国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基地”项目。

2022 年 11 月 11 日，钟兴武荣获第七届海南省
“百姓身边好医护”特别贡献奖。

2022年11月12日，医院成功举办粤港澳近视防
控高峰论坛、第二届岭南视觉健康论坛、第九届海南省
眼病高峰论坛。

2022年12月10日，完成三级甲等医院复评工作。

海南省眼科医院建院10年，结束海南眼疾患者出岛就医历史

以爱为名 以心为灯 以光为引
曾经，海南没有眼科专科公立

医院，眼科治疗技术有限，无数眼疾
患者无奈出岛求医。

2012年，一家医院以爱之名，
落地而生。它肩负起海南眼科疾病
患者大病不出岛的使命，实现了眼
科专科公立医院从无到有、全省眼
科医疗水平从弱到强的历史转变。

有这样一群人，他们从四方而
来，为光明而战，用精湛的技术和满
腔的热情，划破眼疾患者眼前的阴
霾，以心为灯，照亮患者的光明之路。

匆匆10年，如白驹过隙。如今，
海南省眼科医院（中山大学中山眼
科中心海南眼科医院）如约实现了
海南眼疾患者不出岛之梦，并向着
更高的目标奋进——打造眼科国家
区域医疗中心。

让我们听听他们与海南省眼科
医院（中山大学中山眼科中心海南
眼科医院）的故事，共同见证这家医
院的发展历程。

回想过去十年，海南省眼科医院常
务副院长、主任医师、教授、国务院政府
特殊津贴专家钟兴武至今还恍如梦
境。10年前，正值医生最好发展年华
的他，原本在国内眼科诊疗水平一流的
中山大学中山眼科中心有着非常好的
发展前景。后来，因为中山大学中山眼
科中心托管了海南省新建的眼科医院，
钟兴武被派来海南支援。

“起初说好的是3个月。”钟兴武清
晰地记得2012年7月13日第一次来到
海南省眼科医院的建筑工地，随后他从
一周飞一次海南，周期缩短到干脆就留
在海南筹备医院开业。

2012年12月22日，当年海南省十
大重点民生工程之一，由海南省政府出
资、香港言爱基金捐资共同兴建的眼科
医院正式运行。钟兴武帮助医院实现
了从无到有的转变，也开启了他服务海
南百姓眼健康之路。

“说实话一开始挺难的，经历了一个
医院没设备没人才没有被老百姓知晓的
阶段。”钟兴武说，原计划的3个月，一点
点被拉长，有太多问题需要他去解决。

“既然来了，就为海南老百姓踏踏实
实做些事情。”钟兴武开始全球招聘，并
依托中山大学中山眼科中心的力量组建
人才团队。为了快速提高医院的知名
度，同时了解海南眼疾患者的整体情况，
他每个周末都会亲自带着医院团队下乡
义诊，多年来走遍了海南的每一个角落。

“我在广州工作时，就遇到了太多海
南过来就诊的患者，有的因为奔波加重
了家庭负担，有的因路途遥远耽误了最
佳治疗期。”钟兴武说，总觉得海南的患
者更需要他，不知不觉中，他选择了留
下，一留就是10年。为了全身心投入海
南眼科疾病诊疗工作，钟兴武非但没有
回广州，更是将家人都带到了海南。

坚守在海南的10年，钟兴武挂在
嘴头的永远是：“不计得失，选择了就好
好做下去！”在钟兴武的计划里，医院发
展需要步履不停，在实现眼科疾病患者
不出岛目标后，他描绘了新的发展蓝图
——申请眼科国家区域医疗中心的落
地和建设，誓要带领医院去努力冲击下
一个目标。

背景延伸：
在海南省委、省政府的大力支持

下，海南省眼科医院比照中山大学中山
眼科中心眼科配置了许多国际一流眼
科医疗设备，如全飞秒激光近视治疗系
统、3D 眼科手术系统、血管炫彩 OCT
荧光造影一体成像系统等。

随着医院专科和学科建设水平的不
断提高，许多填补海南眼科空白的技术
陆续开展。目前，海南省眼科医院已建
立角膜眼表疾病、白内障、近视屈光、眼
眶与眼肿瘤专科等12个亚专科，每个亚
专科都拥有较强的实力。

钟兴武带领海南省眼科医院，在短
短五年的时间里，快速发展成为一家高水
平的眼科三级甲等专科医院，实现了海南
省委、省政府和海南省卫健委提出的“眼
科大病不出岛”和全面提升海南眼科整体
水平的目标，出色完成了“中国海南·柬埔
寨光明行”任务。

在眼科国际学术界，钟兴武带着
海南省眼科医院将影响力日益扩大。
10 年来，海南省眼科医院多次受邀参
加全球最具影响力的“美国眼科与视
觉科学大会”。

海南省眼科医院常务副
院长钟兴武：

计划3个月的支援却
足足待了10年

海南省眼科医院近视屈光专科副主任丁
辉2013年中山大学博士毕业便跟着导师钟
兴武来到了海南。“刚来海南时，发现这里的
近视屈光防治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我希望
自己能够参与近视屈光专科的建设，并投身
于防和治的工作中来。”丁辉说，一开始病人
很少，自己每天都在等病人，没过几年，诊疗
量便迅速攀升，如今高峰期她个人日诊疗达
一百多人。

“我很庆幸，有一些患者曾经需要出岛求
医 ，现在在岛内就可以完成治疗。我们通过
眼科医联体建设，连基层的患者普通眼病也可
以不再进城了！”2017年，丁辉带着团队完成
了海南省中小学生近视筛查，2022年医院入选
全国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基地。

丁辉从来没有后悔自己来海南的选择。
“我在这里能解决更多患者最基础的问题，医
院给了我很大的成长空间，让自己迅速成长为
一名合格的医生。”

医院护理部副主任李爱玲是医院建成后
的第一批护士。“建院时我从省内大型三甲综

合医院的眼科过来，希望自己能在大平台里得
到很好的锻炼和成长。”李爱玲说，曾经她的眼
科护理专业水平不高，她到海南省眼科医院
后，得到了很多中山眼科中心护理专家的指
导，技能迅速提升。“护理团队从35人，发展到
现在的80多人，我们都很感谢医院的培养，感
恩在最美好的年华，陪着医院一起成长。”李爱
玲说。

医院眼眶眼肿瘤、眼整形科主任郭惠宇是
该院第一批招聘而来的医生。郭惠宇始终记
得，刚到海南来，就随着医院义诊队伍下乡。

“许多患有白内障的老年人由于交通不便利，
没法出来就诊，我们就把诊疗服务带到下面
去，解决了很多患者问题，减轻他们的家庭负
担。”郭惠宇说，“有的老人拉着我们不停说谢
谢，让我们觉得开展义诊活动很有意义，再苦
再累也都值得了！”

后来，郭惠宇到中山大学中山眼科中心进
修，学习新的技术，以便更好为海南眼部疾病
患者治病。郭惠宇记忆最深的是一个来自万
宁的患儿，出生几个月时眼睛白瞳，到医院经

过检查发现是恶性肿瘤，威胁生命，最终经过
医院手术治疗，保住了生命。“带着爱，为海南
患者普洒光明，是我在医院10年来坚定的信
仰！”郭惠宇说。

背景延伸：
要让更多患者得到及时救治，除了大

力开展下乡义诊活动，医院还致力于提升
基层眼科专业水平，努力实现让基层眼科
患者“看病不进城”。医院主导全省眼科医
联体建设，持续派出专家到成员单位开展
学术、手术带教，培养当地眼科医生能主导
一方，提升水平，服务当地患者，助力完成

“小病不进城”目标；如今已签约医联体单
位 17 家，共指导完成手术 6000 余台。积极
推进海南省 5G 眼科远程诊断中心工作，已
建立海南省 17 个地区、200 余个卫生院联动
诊断工作。在海南省眼科医院的帮扶带动
下，不少基层医院的眼科医生已经能够独
自开展一些之前无法开展的手术，使很多
百姓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优质的眼科诊疗
服务。

与医院共同成长的光明守护者们：不断谋求成长，守护海南眼疾病患者

家住五指山市的84岁的王阿婆，只要一提
起海南省眼科医院，就会双手合十不断点头称
赞。曾经双眼患白内障，让她几乎没办法看清
东西，生活受到很大影响。可是家住深山，家
里条件差，让王阿婆在高度模糊的世界里生活
了近10年。直到海南省眼科医院的义诊团队
走进五指山，免费为王阿婆做了白内障手术，
她终于重获光明。

2013年6月28日，来自斯里兰卡国家眼
库的2枚角膜，“移”进了中山大学中山眼科
中心海南眼科医院（海南省眼科医院）两位角
膜病患者眼中，使他们得以重见光明，恢复自
信。这是海南省眼库首次获得国外慈善角膜
捐赠。

“儿子最大的心愿是等眼睛好了，好好看
看大海。”患儿小紫的父亲说，他们一家从湖
南长沙来到海南打工，儿子小紫6岁，3年前，在

外面玩耍时，右眼不小心被一根树枝弄伤，右
眼从此失明。

“我们等了3年总算等到一枚角膜。”小紫
的父亲说，孩子受伤时，医生告诉他们，可以通
过移植眼角膜恢复孩子的视力，但孩子当年还
小，加上眼角膜非常匮乏，不容易找到，没想
到，孩子幸运地在海南等来了眼角膜。如今小
紫已经上初中了，小紫父亲仍然感叹孩子一生
都受益于海南省眼科医院。

背景延伸：
医院成立之初，就组建了防盲义诊医疗队，

这支防盲义诊医疗队的脚步遍布全省。截至目
前，这支团队已经出色完成“视中”项目沙眼筛
查工作，筛查人数约187.5万人，助力国家根治沙
眼任务；开展防盲义诊活动共计150余次，着力
开展精准白内障扶贫项目，免费实施白内障手
术近3000台次，惠及群众10万余人次。

过去，由于海南眼科医疗水平不高，海南
角膜移植手术都要到省外去做。为了改变这
种局面，医院与多方联系，引进海归角膜专
家，并于 2013 年 5 月建成海南省眼库。截至
目前，海南省眼库共获得国内外角膜捐献共
计 100 多批次，全部为患者成功实施了角膜
移植手术。

2015年5月，海南省眼科学重点实验室正
式揭牌，重点对海南的眼科常见致盲性眼病开
展研究。

10 年已过，未来将来！海南省眼科医院
（中山大学中山眼科中心海南眼科医院）依然
肩负“所有人都享有眼健康的权利”的使命而
前行。裂隙灯下，深藏一片情怀，投身海南自
贸港建设浪潮，尽全力帮助患者实现重获光明
的愿望！

（撰文/钟友廷 王可）

重获光明的患者：感谢医院给我们带来希望与光明

海南省眼科医院大事记

海南省眼科医院大楼。

钟兴武（中）在进行手术。 （本版图片均由海南省眼科医院提供）丁辉在为患者进行治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