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百万基金”
为贫困妇科疑难病患者带来曙光

据海南省卫计委一份调研显示，海南省因治
病挣扎在贫困中的家庭有1万多户，涉及人口超
4.96万，其中不乏子宫肌瘤、子宫颈癌等妇科疑
难病贫困患者。而海南现代妇婴医院在每年的
下乡疾病筛查中，发现有些家庭贫困的妇女，
虽然查出了患有子宫肌瘤、子宫颈癌等妇科恶
性疾病，却因为没钱而拖延或放弃治疗。这些
现实的存在，不免让人心痛。

但可喜的是，有一种“爱的力量”亦长期相
伴。海南现代妇婴医院与海南省妇联联合开设了
长期的公益项目——“海南百万基金”专用于免
费救助不孕症、两癌等妇科疑难病家庭贫困患
者，至今已有60多名贫困患者获得免费救助。

“‘百万基金’的存在，为广大妇科疑难病贫
困妇女带来了曙光，特别是海南第十届妇科微创
研讨会即将召开，还将有机会得到国内妇科微创
权威专家们的会诊手术。”海南现代妇婴医院妇科
门诊主任王静说道。

妇科微创术
不开刀的“人性化艺术”

妇科微创术在我国兴起于2003年，经过10多

年发展，已成为大众接受认可的一项技术。被称
作“21世纪主流妇科术”。目前在我国一些医疗技
术发达的地区，95%以上的妇科手术已由微创术
代替。

妇科微创术在手术时，是指采用腹腔镜、宫腔
镜等先进设备，手术时不需开刀，只在腹部切2-3
个豆大小口，医生借助影像设备超清晰直视病
灶，以细长器械通过小管口手术。和传统开腹术
相比，腹腔镜手术准确度高、出血少，术后腹部
创口只有0.5—1cm小，病人疼痛轻、恢复快、肠
粘连少，被称作“人性化艺术”。

据介绍，海南现代妇婴医院的妇科微创术在省
内享有一定的声誉，每年一次的妇科微创学术研
讨会让医院及时了解国内乃至世界新的妇科微创
技术，也使得医院的妇科微创术在术后并发症的
控制、卵巢的保护、血管的处理、手术技巧的掌
握、出血量的控制等方面具有极大优势。“我们医
院在妇科手术中，微创手术就占了95%以上。”海
南现代妇婴医院医教部主任说道。

助阵专家
个个是妇科微创行业的权威
据介绍，此次前来参加海南第十届妇科微创学

术研讨会的专家，均是我国妇科微创界的权威。

段华教授是北京妇产医院妇科微创中心主任，
擅长妇科常见疾病及疑难病症的微创治疗；陈捷
教授是福建省人民医院副院长，擅长腹腔镜下治
疗各种妇科肿瘤及宫颈癌等恶性肌瘤治疗；李豫
峰是华中科技附属同济医院生殖中心副主任，擅
长男性和女性不孕症等诊断治疗，宫腹腔镜手术。

同时参会的还有省内妇科微创专家。有海南医
学院第一附属医院张岩教授，海南现代妇婴医院
妇产科主任杨舒盈教授，海南现代妇婴医院业务
副院长、妇产科主任刘彬主任医师，妇科门诊主
任王静副主任医师等。

期间，专家们还将采取专题授课+手术直播交
流的形式，交流探讨“女性生育功能的保护”。

“爱心”征集
妇科疑难病患者专家会诊

研讨会期间，专家们将应邀会诊患者并手术。
广大妇科疑难病患者不用出岛，就能得到北京等
国内权威腔镜专家的会诊、手术。现向全省征
集：不孕症、子宫内膜异位症、多囊卵巢综合
症、内分泌失调、宫腔粘连、子宫肌瘤、卵巢囊
肿、子宫颈癌等妇科疑难杂病患者。

家庭贫困的妇科疑难病患者，可获得“百万基
金”免费救助。报名方式：致电66765555。

海南第十届妇科微创研讨会征集妇科疑难病患者
时间：12月2-3日，家庭贫困患者可获“百万基金”免费救助 电话66765555

“看病难、看病
贵”一直是市民心中
的一个“结”，尤其是
对家庭贫困的妇科疑
难病患者来说，更难
以有机会得到国内高
水平专家的就诊。由
海南省继续医学教育
委员会、海南现代妇
婴 医 院 联 合 主 办 的

“海南第十届妇科微
创学术研讨会将于12
月 2-3 日召开，届时
来自国内权威的专家
将应邀为不孕症等妇
科疑难病患者会诊及
手术，家庭贫困的妇
科 疑 难 病 患 者 可 获

“百万基金”免费救
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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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鸣谢
感谢广物·海云

府、春光食品、海南
现代妇女儿童医院
等企业对本次活动
的鼎力赞助和支持。

年龄年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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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职员公司职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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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信报名
1. 扫描二维码或搜索微信

名“海南特区报鹊桥会”或微信号
“hntqbqqh”，关注海南特区报鹊
桥会官方微信公众号；

2. 进入海南特区报鹊桥会官
方微信公众号，点击对话框右下
方菜单栏“鹊桥会”，点击“我要报
名”，按要求填写完资料后提交。
嘉宾提交报名资料后需要携带有
效证件及照片到现场报名点（海
口市龙昆南路89号汇隆广场3单
元4楼，海南特区报社前台）进行
审核并领取号码牌。（特别说明：
为了尽可能保证嘉宾信息的真实
性，网络报名信息一旦提交，就不
可自行修改，如不小心出错，请致
电网络报名咨询电话：66538869
进行更改。）

报名条件: 年满22周岁的单身男士，年满20周岁的单身女士均可报名。
报名资料: 1. 持有效证件原件和复印件：身份证、学历证、未婚证明（未

婚者持户口本或单位证明；离异者持离婚证明）；2. 两张照片（一张1寸证件
照，一张5寸生活照<艺术照更佳>）。

报名时间: 10月10日－11月中旬，每日9∶00至17∶30（截止时间另行通知）
特别提醒:1. 除年龄和婚姻状况外，海南特区报鹊桥会活动不设任何其

他报名门槛，不收取任何费用。
2. 网上报名已经开通。活动不接受电话报名，建议嘉宾优先选择网上报

名，以便节省在现场报名填写信息的时间。需要注意的是，网上报名和现场报
名，均需现场提交个人资料进行审核，请嘉宾一定要提前准备好相关资料，以
免因资料不全而来回奔波耽误时间。

注意：参加本届鹊桥会的嘉宾必须对自己的一切行为负责，具备自我保护
能力，谨慎择友，注重隐私安全，免受不法侵害。活动组委会将对所有报名者
资料进行严格保密处理，报名资料真实性由报名者负责。

报名须知

报名手册

1. 海南特区报社前台 ：海口龙昆南路89号汇隆广场3单元4楼，咨询
电话：66538100

2. 广物滨江海岸售楼部：海口海甸岛和平桥东侧一东路，咨询电话：
66666988

3. 广物滨海国际售楼部：海口新埠岛海新大桥北侧 咨询电话：
66667188

4. 广物海云府售楼部：海口新埠岛国际游艇会旁 咨询电话：66698999
5. 广物海南之心售楼部：海口新埠岛新埠大道北端 咨询电话：

66555888
6. 广物雅拉湖畔售楼部：儋州市那大镇中兴大道西延线雅拉桥西侧 咨

询电话：66696666

现场报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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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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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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哦

8089号
女嘉宾被
点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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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昨日，海口微风徐徐，天气转凉，“广物海云府·海南
特区报海口万人鹊桥会暨第十三届军地玫瑰之约”报名现场依
旧热闹，热线电话火爆。活动组委会提醒广大单身男女，本届鹊
桥会的报名活动还将持续，抓紧时间报名啦。

“我是为8089号女嘉宾来的，11月3日，我在报纸上看到
8089号女嘉宾娇娇的信息后，就认定她是我的菜。”昨日，在报
社前台，朱先生告诉记者，他今年28岁，是海口一家大型企业的
员工，目前已在海口买房。近日，他在看报纸时，一眼就看上了
8089号女嘉宾娇娇，因此为她前来报名。朱先生表示，他希望
能在活动现场看到心仪的女神。

记者从6个现场报名点的工作人员处获悉，从上周开始，报
名人数逐日增长，报名嘉宾主要是80后和90后。据负责受理网
上报名的工作人员介绍，近几日通过网上报名的嘉宾人数出现
明显增长，部分嘉宾已经通过现场材料审核，但依然还有部分嘉
宾未携带材料到报社前台审核。在此，嘉宾在微信上提交报名
信息后，请尽快携带证件和照片到海南特区报社前台（龙昆南路
89号汇隆广场3单元4楼）进行审核。

本版稿件均由见习记者金浩田采写图片由嘉宾本人提供

小鱼来自内蒙古，气质佳，个性沉
稳，健谈，看书和游泳是她的兴趣爱好，

“平时工作比较忙，能将兴趣爱好坚持
下来很不容易。”小鱼说。

身高1米72的小鱼即使不说话，安
静地站在男生群中，就着实让人颇感压
力。“每次和好朋友们出去玩，他们都不
准我穿高跟鞋。不过，我除了在比较正
式的场合才穿高跟鞋外，平时出门都穿
平底鞋。”小鱼说，她比较高，因此未来
男友不能比自己矮。

小鱼告诉记者，研究生毕业后，她
进入北京一家公司工作，去年被总公司
调到海口担任海南分公司的财务副总
监，“我来海南没多久就被这里的风景
和人文吸引住了，莫名有种归属感。”

“我很喜欢自己的工作。”小鱼告诉
记者，工作方面还算满意，但感情问题
方面却一直是空白，“看到鹊桥会的报
道后，我就毫不犹豫报了名，把脱单的
希望寄托给鹊桥会了。”

对于未来的另一半，小鱼表示，“五
官端正，要比我高，我愿意为他脱下高
跟鞋。不过，最重要的是两个人要有共
同语言，双方能常换位思考。当我的男
朋友，要大气幽默，还要懂得制造浪
漫。”小鱼说，希望能在鹊桥会上遇到一
位能和她相濡以沫的好男人。

25岁的花花来自东北，漂亮大方，目
前在海口一家英语培训机构当老师。“我
的大学是在海南上的，毕业后留在海口
工作，至今我已在海南生活6年了。我没
谈过恋爱，我很好奇为什么没有男生追
我呢？所以我决定来鹊桥会看看有没有
中意的男生。”花花说。

花花告诉记者，她很热爱生活，喜欢
Hiphop（嘻哈），“从上高二开始，我就迷
恋上了Hiphop，那时总是背着父母用零
花钱在网上买一些欧美Hiphop歌手的
专辑，平时听多了，随便也能唱几首。”花
花说，上大学时，她经常参加学校组织
的演出活动，喜欢给同学们表演说唱，
大家都夸她的舞台风很酷。“因为经常
登台说唱，学校里的同学几乎都知道
我。”花花说。

“我痴迷音乐，Hiphop让我的生活
变得丰富多彩。同时我也喜欢看美剧，
希望通过美剧了解美国文化。”花花说，
她性格开朗，和培训班的孩子能打成一
片，朋友很多，但就是没人追求，自己也
没有遇到心仪的男生。

“我喜欢帅气的、为人正直的男生，
最好是有点呆呆的工科男，和我的性格
形成互补，能包容我。”花花说。

有没有正直的
呆呆的工科男
喜欢这个

Hiphop Girl？

“阿华长得帅，会弹琴，会唱歌，收入
也不低，就是太内向了，一直没有交女朋
友。”阿华的同事告诉记者。据介绍，阿
华是三亚一家公司的职员，主要负责行
政方面的工作。阿华多才多艺，会弹钢
琴和弹吉他，平时接触的人不少，在圈子
里口碑也不错，唯独感情方面还是一片
空白。

“这次，阿华是在我们的鼓励下才报
名参加鹊桥会的，如果这次能和一个姑
娘牵手成功，那女孩一定会很幸福。”阿
华的同事说。

“我的性格比较慢热，我没谈过恋
爱，曾经也有女生追求我，但我觉得两个
人当情侣不合适，因此没有继续发展。”
阿华告诉记者，他喜欢性格温柔的女生，
最好是海南本地的女生。

阿华说，工作之余他喜欢弹吉他和
唱歌，灵感来了还会创作几首歌曲。“我
想对未来的女朋友说：和我在一起后，早
上，我会陪你去三亚海棠湾，一边弹着吉
他，一边看日出。晚上，为你创作一首专
属你的歌曲，互道晚安。”阿华说，他期待
早日遇到合适的女孩。

会唱歌弹琴，收入不低，还长得帅
“母胎单身”，同事都看不下去了

美女财务总监
没恋爱是因为
一直没有遇到
懂浪漫的男人

80898089号女嘉宾娇娇号女嘉宾娇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