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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通讯员谢次娣 韦海芬

“后盾单位和上级党委、政府为我村农户
送来了‘红心苗’——— 虫子鸡幼苗，并及时组
织技术员为农户解决技术难题，后盾单位桂林
市园林局及其二层机构一共 14 个单位负责销
路，售出 1030 只土鸡，部分贫困户养鸡年收
入达 2 万元以上。”阳朔县普益乡大山村委
主任韦继旺日前高兴地说。

阳朔县在贫困村整村脱贫工作中，狠抓产
业扶贫的“牛鼻子”，集中资金为贫困村农户
送去柑橘、百香果、鸡、莲藕、李、葛根等
“红心苗”，并做好技术服务，确保“红心
苗”种得下、活得了、长得好、有收成，将
“红心苗”培育成特色产业，使之成为贫困村
脱贫攻坚的新动力。目前，已经形成县级重点
扶持培育“ 5+2 ”个特色产业，即 5 个特色

产业“柑橘、鸡、百香果、乡村旅游与休闲农
业、蜜蜂”， 2 个自选特色产业即“花卉苗
木和牛”，全县 23 个贫困村则实施“ 3+1 ”
个特色产业，助力整村脱贫。

随着一批批“红心苗”的落地、生根、发
芽……阳朔县 23 个贫困村“一村一业”“一
村多业”的喜人局面正在形成。在后盾单位和
镇党委、政府引导下，葡萄镇陵陂村 60 户农
户发展莲藕连片种植 142 亩，今年的亩收入
可达 1 . 2 万元。兴坪镇西山村委在第一书记
和村党支部的带动下，共发展两个百香果种植
基地，种植面积 600 多亩，种植户 86 户，其
中贫困户 28 户。该基地平均亩产 3000 斤，

现正以每斤 4-5 元的价格在市场上畅销，
预计全村百香果种植销售收入可达 720 多
万元，人均增收 2500 元。该村充分发挥
“党旗领航·电商扶贫”的作用，在西山成
立电商中心，各自然村设立网点，由供销社
绿羿电子商务公司进行技术指导、培训和组
织销售，工作人员 10 人左右，以村两委人
员及各村年轻人为主，销售如百香果、芋
头、柑橘、柚子、松花糖等土特产，有力助
推西山村农业发展、农民增收，进一步增强
村民脱贫致富的“造血功能”。

高田镇党委、政府制定以奖代补政策，鼓
励农户发展新型产业，带领农民代表到贵州

考察蜂糖李种植，目前全镇共发展蜂糖李种
植 400 多亩，农户投入 40 多万元，政府奖励
20 多万元。现在这 400 多亩蜂糖李长势良
好，种植成活率 95% 以上，三年之后可以有
收成，正常挂果以后亩纯收入 1 万元以上。

阳朔县的扶贫“红心苗”还延伸到了乡
村旅游与休闲农业领域，各级党委、政府和
后盾单位在杨堤乡杨堤村委引导村民组建旅
游专业合作社，通过“党旗领航·电商扶
贫”的措施，在杨堤村委桃源村设立农家饭
票服务点，为贫困村农户发展乡村旅游与休
闲农业拓展客源，增加收入。

“红心苗”不仅在贫困村生了根发了
芽，还结出了喜人的果实：阳朔县共有 23
个“十三五”贫困村， 2016 、 2017 两年
已有 11 个贫困村整村脱贫， 2018 年将有
10 个村达到整村脱贫“十一有一低于”的
条件，申报验收。

本报讯（记者徐莹波 通讯员郑凌戈 何永芳）
记者从市妇幼保健院获悉，该院作为我市三级甲等妇
幼保健院和市危重孕产妇救治中心，从 2016 年以
来，在桂林率先开展紧急宫颈内口环扎手术，两年已
成功为百名准妈妈完成该项手术，保胎成功率达
95% 以上。

家住贺州的黎女士已怀孕 26 周左右， 5 月 25
日，她的下腹突然出现无诱因的阵发性疼痛，并伴有
少量出血，家人立即将她送进贺州当地医院。当地医
院医生为她检查后建议其放弃保胎进行引产。由于黎
女士是通过试管婴儿技术下很艰难才怀上宝宝的，为
了保住胎儿，她决定来市妇幼保健院求助。 26 日，
市妇幼保健院产科成功为她实施紧急宫颈环扎术，避
免引产，成功保住胎儿。

该院产科主任董完秀介绍，紧急宫颈环扎手术时
只需要短短的 10 多分钟，通过该手术可以让孕妇维
持妊娠至足月，确保胎儿成活。该手术的成功运用已
颠覆了以前“难免流产”的概念，让更多孕妇享受做
母亲的责任和权利。

本报讯（记者秦丽云 通讯员文小静 蒋青青）
助力脱贫服务基层，爱心义诊温暖人心。日前，全州
县组织县级三家医院，县疾控中心、永岁镇计生办和
卫生院等部门，成立医师团队到永岁镇深度贫困村乐
家湾村，对该村重点人群开展健康宣传，大体检义诊
服务活动。健康扶贫义诊服务活动受到了当地群众的
欢迎。

活动现场，村民们汇聚在义诊团队周围，或接受
健康检查，或听取医生的建议。村民唐顺英从小就患
先天性心脏病，稍加活动就胸闷气短，用不上力。唐
顺英说，以前因为家庭经济困难，没钱看病，“现在
党和国家的医疗政策好，有新农合、大病保险、医疗
救助，大医院的专家们还经常到村里来开展免费义
诊，在家门口给我们看病，实在是太好了”。

据了解，本次活动共组成了 40 余人的医师专家
团队和工作人员队伍，对乐家湾深度贫困村的慢病患
者、65 岁以上老年人、0 — 6 岁儿童、孕产妇、精神重
症、残疾人等重点人群进行查病查体。此外，义诊团队
还对行动不便的老年人、残疾人进行入户体检，开展巡
诊服务，设立流动家庭病床，使重点人群的体检率达到
95% 以上，实现贫困户贫困人口体检全覆盖。

种得下 活得了 长得好 有收成

“红心苗”成阳朔贫困村脱贫攻坚新动力
市妇儿医院两年

助百名产妇成功保胎

全州县开展

健康扶贫义诊活动

脱贫攻坚进行时

 7 月 16 日，象山区
政府与相关企业在翠西社区
(无物业小区)联合启动美好
家园桂林象山·翠竹孝慈轩
养老服务项目。为了支持项
目建设，近期以来，象山区
南门街道环卫企业针对翠西
社区开展了专项环境卫生清
洁整治工作，重点对各个卫
生死角进行了清理，使得整
个社区环境焕然一新。

图为环卫工人正在清洁
路面。

记者徐莹波 摄

本报讯（记者韦莎妮娜 通讯员秧玉付
李纯洁）日前，象山区“超级星·红街”项目签约
仪式在红街商业广场举行。这意味着，象山区又
迎来了一大商业项目落户辖区。

“超级星·红街”项目是一个集创新与创
意、孵化与投资、线上与线下为一体的美食娱
乐品牌。项目入驻红街后，将为区域商圈注入
一股新生力量，拉动区域经济加速发展。

象山区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年来，象山区
在招商的基础上选择优质商企入驻。按照“亲
商、安商、重商、富商”的思路，多措并举，
为企业保驾护航，同时为它们落地和成长营造
良好的发展生态环境。

据悉， 2017 年，象山区商场总营业额达
1 5 3 . 6 8 亿元，对辖区 G D P 贡献率为
68 . 5% 。在接下来的两个季度中，象山区将
继续招商选商，发展“五大幸福产业”，让城
南片区成为投资的热土。

象山区

又一商业项目

落地生金

□本报记者张苑 通讯员秦远军

7 月 14 日，“桂北地区结直肠肛门专科联
盟签约仪式”在我市举行。该联盟的成立，不仅
让桂北地区广大肛肠病友享受到更专业、更高水
平的医疗服务，也标志着我市卫生改革及卫生惠
民工作又迈出了崭新的一步。

20 多家医疗机构结成“联盟”

向肛肠疾病“宣战”

14 日上午，来自桂林市各县、乡医院以及
贺州钟山县中医院等 20 多家城乡医疗机构的代
表齐聚桂林。代表们分别与桂林市中西医结合医
院签下合作协议书，双方承诺在技术支援、学术
交流、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各方面开展肛肠学科
疾病防治合作，并结成联盟。据悉，这是桂北地
区首个结直肠肛门病专科联盟。

当天的签约仪式上，桂林市中西医结合医院
院长蔡葵在发言中表示，成立桂北地区结直肠肛
门病专科联盟，目的是为了贯彻落实国家医改政
策，促进优质医疗资源下沉，搭建交流合作平
台，以落实分级诊疗机制，推动桂北地区肛肠医
学事业的发展，为广大群众提供更优质、廉价、
便捷的肛肠疾病防治服务。

“ 2016 年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召开后，医
改进入了一个新时期。医联体、专科联盟建设成
为各级政府医改工作的主要抓手，自治区和桂林
市政府、自治区及桂林市卫计委分别出台了一系
列的医改相关文件，要求三级医疗机构下沉优质
医疗资源，推进‘急慢分治、基层首诊、双向转
诊’，缓解‘看病贵、看病难’。”蔡院长表
示。

结直肠肛门病是多病因疾病，桂林是结直肠
肛门疾病的高发地区，常言道“十男九痔”。面
对庞大的患病群体，各医院都开设了自己的专
科，都想做大做强专科，多年来，各医院的专科
间也开展了一些业务上的合作，由于缺乏横向联
系的纽带与桥梁，各院间的业务协同不够紧密，
业务交流与合作长期处于低水平，难以达到高层
次，大家更加期待能有可供统筹谋划、资源整
合、智慧凝聚的平台作为共同发展的强力后盾。
所以，筹建高水平的专科联盟，成为大家共同的
期盼和使命。

据介绍，该联盟成立后，桂林市中西医结合
医院作为核心单位，将利用 3 年时间，通过依
托该院肛肠专科优势，通过指导查房、专家出

诊、专题讲座、手术指导、健康宣教、专项普查
等形式，向成员单位推广中西医结合治疗肛肠病
的相关先进技术，培养各县级医院专业人才，帮
助其建立肛肠方面的专病专科，以推进分级诊疗
制度建设，使肛肠方面一、二级手术能在基层解
决，以减轻群众负担。

此外，市中西医结合医院还将定期组织肛肠
疾病防治适宜技术培训或观摩示范教学，免费邀
请联盟成员参加，并常态化接受联盟成员的医护

人员进行短期进修；还将与各成员单位进行更舒
畅的“双向转诊”，更好地为患者提供优质诊疗
服务。

当天，桂林市中西医结合医院肛肠外科无痛
病房建设正式启动。活动还特邀了北京肛肠学会
会长李东冰教授、北京肛肠学会秘书长谢振年教
授、广西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仙葫院区胃肠
肛门外科孙良平教授为联盟成员代表做学术报
告。

依托肛肠学科优势 当好百姓健

康的“守护神”

走进桂林市中西医结合医院肛肠科，“广西
中医重点专科”的牌匾挂在醒目处，医生办公室
里大大小小的锦旗、牌匾等“占满”了墙壁，这
些都是患者发自内心的感谢与祝福。

桂林市中西医结合医院的前身是桂林市肛肠
医院。该院肛肠科于上世纪 70 年代开科，悠久的
历史积淀，历经了几代人的传承与努力，如今形成
了独特的专科优势与文化，服务的患者遍布桂北、
湘南地区。该科目前正积极申报国家级重点专科。

据介绍，桂林市中西医结合医院肛肠科共有
医护人员 36 名，其中主任医师 1 名、副主任医
师 4 名、主治医师 4 名、副主任护师 2 名、主
管护师 7 名、国际造口师 1 名，开设病床 70
张，年手术量达 1300 余台。

该科室先后荣获自治区卫生部门及桂林市科

技进步奖三项，还被评为“中国结直肠肛门外
科优秀科室”，并获得第一届“中国梦”结直
肠肛门外科专业手术视频大赛最佳团队奖。其
特色疗法包括中医疗法、中西医结合疗法以及
器械微创疗法等等。该科室还总结出了一系列
经验方：润肠灵口服液、痔灵洗剂、虎厥合
剂、黄金散、参柏外洗方等制剂在临床上广泛
应用，并取得良好的效果。另外，桂林市中西
医结合医院以肛肠科为牵头科室，已与广西医
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签约，结成医疗联合体，
并将与中山大学附属六院、广东省中医院结成
帮扶医院，全面提升科室的综合能力。

正因为拥有雄厚的综合实力，以及胸怀为
患者造福的光荣使命，使得桂林市中西医结合
医院肛肠科成为“桂北地区结直肠肛门病专科
联盟”的发起者和牵头者。

“在全国医疗体制改革的大背景下，我院
肛肠科牵头与各医院共同倡议发起成立了‘桂
北地区结直肠肛门病专科联盟’，参照习总书
记的‘命运共同体’精神，同时也为了发挥我
院自治区级肛肠专科的的优势，更好地为广大
患者服务。”全国中医肛肠学科名专家、桂林
市中西医结合医院肛肠科主任赵浩翔谈道，今
后联盟在积极推进分级诊疗制度、促使优质医
疗资源下沉的同时，还将探索如何挖掘中医药
潜力，发挥中西医结合的特色优势，提高临床
疗效，在食疗、养生等领域，广泛开展治未
病。与此同时，联盟成员将共同开展疾病筛
查，推行基层首诊、双向转诊；紧密团结，加
强管理，充分发挥联盟内各成员单位的优势，
让联盟长期处于高水平、高效率的运转，确保
联盟健康持续发展，为患者提供更优质、更全
面的医疗服务，当好百姓健康的“守护神”。

（图片由桂林市中西医结合医院提供）

整合医疗资源 造福百姓患者

“桂北地区结直肠肛门病专科联盟”签约成立

市中
西医结合医
院领导为肛
肠专科联盟
成员单位授
牌。

▲桂北地区肛肠专科联盟签约授牌仪式会场。

团
结奋进的
市中西医
结合医院
肛肠科团
队。

市中
西医结合医
院直肠癌保
留肛门手术
达到国内先
进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