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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张苑 通讯员韦心平

医术精湛，用行动向生命致敬

一把手术刀，妙手仁心肠——— 这是人们对于医者的完美评
价。在 181 医院，几乎每天都在上演着一幕幕关于生命的感
人故事———

今年 6 月 11 日深夜， 181 医院接到了一名从贺州连夜赶
来的小病人。这是一个 2 岁的男孩，当天傍晚，他在家中玩
耍气枪时被枪钉打中，长约 4cm 的钉子刺进了心脏。孩子受
伤后家人先送到当地医院，当地医院考虑到伤情较重，立即联
系到 181 医院就诊。

孩子连夜被送到桂林时， 181 医院第一时间开通转诊绿
色通道，直接将其送入手术室，此时患儿心率接近 160 次/
分，血压测不出，大动脉搏动极弱，四肢冰凉。心脏彩超提示
大量心包积液、心包填塞，心率已开始变慢。“一秒钟都不能
耽搁！”专家们迅速为患儿开胸探查并进行手术，在大家密切
的配合下，手术不到 1 个小时，孩子最终转危为安。

前不久， 30 岁的蒋先生从湖南慕名来到 181 医院求医。
正值壮年的他突然患上了极其罕见的出血性静脉窦血栓，出现
了“右侧肢体无力，言语不清”等症状。蒋先生的家人告诉记
者，他们已经辗转去了多家医院，但治疗效果却不尽如人意，
是医生告诉他要及时转诊到 181 医院，因为 181 的治疗效果
是比较好的。

经过脑血管造影、动脉溶栓，在 181 医院神经康复科专
家们的共同努力下，如今蒋先生已基本恢复健康。“我们现在
已经能够熟练掌握国内先进的取栓术。”神经内科的专家欣喜
地告诉记者，“从 2015 年 6 月以来，我们每个月都要做八九
例，如今我们的取栓成功率已经达到了 90% 以上。”

一台手术挽救一个人的生命，这样的例子在 181 医院数
不胜数。作为一家部队医院，多年来，该院在圆满完成部队卫
勤保障任务的同时，倾力钻研医疗技术，为桂林百姓提供了高
水平的医疗服务。

一所地处西南内陆经济欠发达地区的部队中心医院居然能
够成熟开展一系列区域内的先进技术，这个看似不可能完成的
任务，他们是怎么做到的呢？该院领导告诉记者：紧盯学科技
术制高点，做到人无我有、人有我优，是医院发展永葆生机与
活力的关键。

为了抓好学科技术建设，更好地服务民众，多年来 181
医院始终紧盯“技术上有优势、学术上有建树、科研上有成
果、人才上有梯次、发展上有后劲”的学科发展目标，充分发
挥器官移植、烧伤救治、微创介入、基因诊疗等核心技术的辐
射牵引作用，在全国率先开展移植肾再利用、肝移植围手术期
生物肝治疗，在全军率先开展胰岛细胞移植、无气腹腔镜手
术，在广西率先开展全飞秒激光屈光、体外人工肺膜、二次肝
移植、三次肾移植等技术。辅助生殖、断肢再植、生物诊疗、
先心病治疗等一大批高精尖技术不断应用于临床救治。

一次次的追求卓越，不仅成就了医院学科技术建设的不断
进步，更加彰显了 181 人的智慧与实力！

如今，医院拥有 7 个全军和原广州军区专科中心、1 个军
区医学研究所、1 个省级重点实验室、1 个省级司法鉴定所、1
支省级烧爆伤救治卫生应急队伍和 1 支军区级科技创新团队，
涌现出全军科技先进个人、原广州军区“名医名刀”、中国医院管
理“突出贡献奖”获得者等一批优秀人才，拥有 ECMO、血液透
析机、3D 腹腔镜、全飞秒激光、双平板 DSA、关节磁共振、全腿
全脊柱成像系统、64 排宝石 CT 等一系列大型高精尖设备，地
方病人年门诊量突破 110 万人次、年均住院收治突破 5 万多
人次，综合实力始终保持区域领先水平。

和谐共建，为地方医疗引来“活水”

“现在，我们钟山县的患者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三
甲’医院优质资源，这太好了！”前不久，家住贺州钟山县
的吴先生因一次事故导致右腿骨折，在钟山县中医院进行保
守治疗后，医生建议他进行手术。正在吴先生为本地的手术
医疗技术有些担忧的时候，医生告诉他，前不久钟山中医院
骨伤科与 181 医院脊柱关节骨病科签约成立了“骨病专科
医联体”， 181 医院的骨科专家可以到钟山来为他进行手
术。得知这一消息，吴先生兴奋不已。“医联体的建设真是
太方便我们老百姓了！”他说。

这样的例子如今已不再是新鲜事。近年来，为贯彻落实
城市公立医院综合改革，推进区域医疗机构协同发展，加快
提升基层医疗卫生服务能力， 181 医院积极推进医联体建
设。该院与桂林多家医院和社区签订了专科医疗联合体协
议，截至目前，该院已有神经康复中心、生殖中心、心脏
科、肿瘤中心、胸痛中心等优势学科与兴安、荔浦、灌阳、
灵川、龙胜、永福等 20 多个县级人民医院签订了协议，构
建起长期稳定的专科医疗联合体，受到驻地政府和人民群众
高度称赞。

自建立专科医联体以来，该院和县医院走上了“强弱联

合、特色专科”道路，根据驻地多发病、常见病帮助县医院
发展重点专科，该院利用三甲医院的高效平台为县医院打造
属于他们自己医院的特色专科。以三甲医院为依托，医院实
行科室与科室结对子，定期派驻专家对县医院专科的业务进
行现场指导，包括开展专题讲座、教学查房、危重病例抢
救、临床诊疗、教学培训、重点专科建设等技术援助活动，
形成长效机制，同时进行新技术、新项目的引进与开展，从
“授之以鱼”转变为“授之以渔”。

一个个专科医联体的建立、一次次专家亲临现场进行指
导、一期期培训班的开班，为地方医疗引来了无尽“活
水”，优质的医疗资源得以更好的共享。

该院领导表示，专科医联体的建设，目的是让三甲医院
的优质资源下沉，将三甲医院的优势诊疗技术输送到各县级
医院，提升县级医院的实力，逐步让患者做到小病不出门、
大病不出县，解群众“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方便患者
就医。此外，医院还将在医疗、科研、教学和管理等方面与
各地方医疗机构进行全面合作，各专科还将为相应的专科联

盟单位急、危、重疑难患者建立转诊绿色通道，从而助力国
家医改。

精准扶贫，做困难百姓健康的“守护神”

去年 12 月 18 日，银家义肾移植手术在 181 医院顺利
完成，他迎来了第二次生命。手术的成功，让银家义一家对
生活又充满了新的希望。

银家义是龙胜各族自治县马堤乡张家村农民，父母年
迈，母亲还患有甲亢，哥哥精神失常，丧失劳动能力，且需
要药物治疗控制病情。多年来，银家义成为家里的经济支
柱。但 2013 年的一纸尿毒症确诊书却毁掉了他对未来生活
的向往。患病后，银家义大部分的时间只能躺在床上，工作
也没了。巨额医疗费用让银家的生活一下子陷入了困境。

2016 年，银家因病致贫的情况引起了龙胜县委、县政
府的高度重视，随后他被确定为帮扶对象。根据银家的实际
情况，要摘掉“贫困的帽子”，就得把病治好，但肾移植需
要合适的肾源和高额的费用。就在这个时候， 181 医院正
对口龙胜实施医疗扶贫工程，在与龙胜县政府相关部门充分
了解沟通的基础上，银家义成为“医疗精准扶贫”的帮扶对
象。

181 医院先后 3 次派出专家前往龙胜，将银家义从马堤
乡接到医院进行治疗，并定期赠送相关药品，精心制定了治
疗方案。要想彻底解决银家义的尿毒症，唯有通过肾移植手
术才能实现。“只要有合适的器官捐献供体，我们会第一时
间为你做手术，你好好安心养病，其他的交给我们！” 181
医院肾脏科眭维国主任的一句话，点燃起了银家义一家内心
的希望。

去年 12 月，一位同样来自龙胜的肾脏捐献志愿者的无
偿捐赠让银家义的生命见到了曙光。 12 月 18 日晚上 8 点
多，银家义被推进手术室，经过 3 个多小时的努力，肾移
植手术顺利完成。

银家义的重获新生，正是 181 医院积极响应党中央精
准扶贫的号召，充分发挥自身技术优势，以“精准医疗”助
推“精准扶贫”的鲜活事例。而事实上，他们所做的远远不
止这些。

“为人民服务不是口号，必须落实在具体行动上。”该
院领导告诉记者。

2016 年 9 月 23 日， 181 医院组织专家医疗队赴龙胜
马堤乡卫生院进行义诊。巡诊期间，该院领导还带队深入到
马堤乡贫困家庭中，为他们送上粮油等慰问品，并与当地村
干部进行了座谈交流，受到了当地群众的交口称赞。

2016 年 10 月 16 日，在那坡县人民医院住院大楼前，
181 医院与那坡县人民医院举行那坡县血透中心揭牌及设备
捐赠仪式，向当地县医院捐赠血液透析机 6 台、水处理系
统 1 套及相关物资一批，那坡县人民医院血液透析治疗中心
正式成立。近年来， 181 医院持续派出专家蹲点指导，结
束了该县没有血液透析治疗的历史。

一个个鲜活的故事、一组组真实的数据告诉人们：哪里
有急难险重，哪里就有 181 医院医护人员的身影：卫勤保
障上，他们直面艰险，奋勇而上；为民服务中，他们一次次
与死神搏斗，用精湛的技术挽救一个又一个的生命；他们不
知疲倦的努力，为驻地群众送上一重又一重“健康大礼”。

多年来，在全院医护人员的共同努力下，该院先后被广
西壮族自治区评为“军民共建先进单位”、“抗灾救灾先进
集体”、“拥政爱民先进单位”，多次被桂林市评为“军民
共建先进单位”。这些荣誉的背后，见证了军中“白衣天
使”倾心为民的大爱情怀。

（本版图片由 181 医院提供）

让军民团结之花绽放山水间
——— 第一八一医院倾心为民服务综述

8 月 19 日，我国迎来了首个“中国医师
节”。这天，人们把关注与敬佩献给了一个神
圣的职业——— 医生。无影灯下的废寝忘食，柳
叶刀尖的精研极虑，灾难一线的大爱无疆……
医者们用仁心仁术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生命奇
迹。

在山水甲天下的桂林，有一群与众不同的
医者，他们身上的白大褂里衬着军装，在他们
的身上，同时拥有军人的坚毅和医者的仁心。
他们所在的医院——— 第 181 医院，在桂林百姓
心目中的地位举足轻重。

多年来，第 181 医院在圆满完成部队卫勤
保障任务的同时，扎根地方医疗事业发展和医
疗体系建设，与桂林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在
美丽山水间谱写了一曲拥政爱民的和谐曲。

▲护士精心护理病人 ▲医疗专家下乡义诊▲开展器官移植手术

▲看望、慰问贫困群众

▲ 181 医院到那坡县开展对口帮扶工作

▲ 181 医院领导看望慰问银家义

▲新生儿救治

时刻准备着
为百姓服务

▲ 181 医院与县级医院建立专科医联体

▲送医下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