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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韦莎妮娜 通讯员王
亚东）“又香又甜的红薯上架啦，大家
走过路过莫错过！”近日，在七星区益
华城超市的“第一书记扶贫专柜”旁，
灌阳县同仁村党组织第一书记王骏龙亮
起嗓子吆喝。在他身旁，一个个还带着
泥土芬芳的红薯，个大饱满，吸引了不
少市民驻足挑选。

灌阳县文市镇同仁村距桂林市区约
145 公里，平均海拔 500 — 600 米，
地处高寒偏远的石漠化山区。不宜耕种
的 石 漠 化 山 地 占 全 村 总 面 积 的
73 . 77% ，受自然条件限制，多数农户
的种植收获还满足不了生活需求，超过
一半农户的粮食和蔬菜需外购。精准扶
贫和乡村振兴的号角吹响后，高新区七
星区与同仁村结成了定点帮扶对子，开
始想方设法帮助农民搞农产品销售。在
该区相关部门的帮助下，益华城顶之选
超市与同仁村达成合作意向，村里直接
向超市供应农产品，超市设立“第一书
记销售专柜”为贫困户的农产品拓宽销
售渠道。

记者了解到，超市设立“第一书记
销售专柜”的目的是帮农民代售农产
品。代售所得的钱，除了 10% 付人工
运输费，剩下的 70% 给农户， 20% 给

村集体。目前，第一批农产品红薯已经
上架，价格为 1 .6 元/斤，一共有 8000
斤。据悉，上架短短几日，已经卖出了
3000 斤。

让“土疙瘩”“登堂入室”进城里
超市，是高新区七星区开展精准扶贫大
胆尝试的举措。该区相关负责人表示，
在全市市区大型超市中，直接与贫困村

村委合作代售农产品的，益华城尚属
首个。近年来，高新区七星区为同仁
村扶贫项目安排资金超过 200 万
元，用于发展村集体经济投入近 60
万元，为同仁村集体经济发展提供了
强力支持。同仁村在精准结对帮扶
下， 2018 年顺利通过自治区、市、
县、乡镇各级检查核验，达到贫困村
脱贫摘帽“十一有一低于”标准，顺
利完成了整村脱贫摘帽的任务目标。

目前，同仁村已经成立了村民合
作社，整合现有资源，积极争取上级
项目资金，打造同仁村本地商标品
牌，通过在桂林市区和淘宝、微信等
线下线上渠道销售，突破好产品卖不
出好价格的瓶颈。同时，引入生态养
殖公司，采取“政府+企业+村民合
作社”三方签约模式，筹资建设了同
仁村生态竹鼠养殖场。去年底已正式
建成并投入生产，设计规模达 5000
只，并发动贫困户参与竹鼠养殖。根
据协议，同仁村每年可获得企业分红
收入 11 万元。

接下来，高新区七星区还将探索
更多可行、新颖、有效的扶贫方式，
助力贫困村唱响村富民强的田园牧
歌。

本报讯(记者韦莎妮娜 通讯员骆
艳玲 周璇)“有了党员带头，我们的
家园更美丽更洁净了！”近日，穿山村
委党支部书记于彩云带领党员干部们来
到江东村 5 组文化室，对旁边的卫生
死角进行了清理。经过整整一天的清
扫，这个存在多时、村民投诉较多的卫
生死角消失无踪。大家纷纷为党员干部

们的行为点赞。
自创城工作开展以来，穿山村党支

部结合辖区范围大、人口流动量大的特
点，推出“党建+创城”工作法，以支
部名义发起创城倡议书，号召村党员干
部们行动起来，每日对各自所在的村
口、路口进行义务保洁，对乱停乱放、
出店经营、焚烧杂草垃圾等行为及时劝

导。村里大多数身体较好的老党员都积
极投身创城活动中，每日一早准时到
岗，从村口开始进行卫生保洁。同时，
村委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对村中的大件
垃圾进行综合整治，并利用村新装大喇
叭播放创城宣传音频、利用 LED 显示
屏播放创城宣传视频，制作悬挂横幅
等，形成多载体、高密度的宣传氛围，

文明理念深入人心，有效扩大了创城
工作的影响力和知晓率。

截至目前，穿山村发放创城宣传
资料 5000 余份，共清理出 150 余车
沉积垃圾，安插禁止堆放建筑垃圾宣
传板 120 块，有效改善了村民的居
住环境，提升了村民的幸福感与归属
感。

创城·镜头 穿山村：党员带头为村庄“美容”

本报讯(记者陈静 通讯员何钢)
为了帮助指战员减轻心理压力，近
日，市消防支队秀峰大队联合和谐心
理学校开展了心理健康辅导活动，帮
助战士们缓解压力，树立阳光心态。

在当天的活动中，和谐心理学
校的谢裕中教授举行心理辅导健康
讲座，从生活的目标、自我价值、
社会价值、如何减压等六个方面进
行生动的讲解，在课堂上采取先提
问再作阐述的方式，与消防员进行
交流互动，充分调动了课堂的气
氛。随后通过小游戏指导指战员疏
导紧张情绪的技巧，引导指战员运
用正确的情绪和心态来面对应激事
件带来的心理压力。

“让我们学会自我调节和放松，
这样的方式挺好。”消防员小江告诉
记者，平时在火场救援中，精神处于

高度紧张状态，容易出现失眠、压力
过大等问题，此次心理辅导让他受益
匪浅。

市消防支队相关负责人介绍，此
次试点工作之初，消防支队制定了
“七个一”心理服务试点方案，“七
个一”即：一套心理档案、一套放松
减压操、一个季度一场心理讲座、一
批心理骨干、一套智能化心理服务工
具、一个心理疏导室、一套心理服务
的运作机制。此次心理服务试点工作
的开展，能有效地提高消防员对不良
心理的自我控制和调节能力，化解消
防员的消极思想情绪和恐慌恐惧心
理，确保消防员的心理健康，同时提
高队伍内部安全稳定，增强消防员的
心理素质和意志品质，为更好地开展
各项灭火救援工作打下坚实的心理基
础。

市消防部门开展

心理服务试点工作给老乡送钱不如帮老乡卖货
七星区“以购代捐”扶贫，让“土疙瘩”成为超市“香饽饽”

▲市民正在挑选同仁村的土货红薯。既可以吃到香甜的红薯，又可以助力
扶贫，一举两得的扶贫方式得到了市民的支持。 记者韦莎妮娜 摄

龙胜广南村侗胞：特色民俗活动欢度侗年
▲ 11 月 26 日，龙胜各族自治县平等镇广南村侗族同胞身着节日盛装，

与八方宾客欢聚一堂，通过开展民俗巡游、舞草龙、歌舞表演、打年粑、吃百
家宴等特色民俗活动，欢度侗年。

图为当地侗族同胞在展示纺纱技艺。 通讯员潘志祥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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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员周愉/文 欧科彤/摄

打破传统界限 开创临床治疗

新模式

一体化复合杂交手术室（简称“复合手术
室”）把原来需要分别在不同手术室分期完成的
重大手术，合并在一个手术室里一次完成，可同
时进行外科手术、介入治疗和影像检查，避免了
将病人从介入室转到普通手术室的颠簸和感染风
险，患者的生命安全将得到更有效的保障。

7 月下旬，桂林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产科
收治了一位特殊的产妇胡女士，经产检发现，这
位女士患有中央型前置胎盘伴植入。“中央型前
置胎盘伴植入是一种十分凶险的病症，极易导致
产中大出血、休克、子宫切除、甚至死亡。”产科
副主任陈韵洁副教授表示，过去避免大出血的方
式是先在手术室娩出胎儿，再将产妇送到介入室
治疗大出血(控制出血量)，但要将产妇在手术室
和介入室之间转运，这个过程非常折腾，且大出血
的病人生命体征很不平稳，转移的时候很有可能
会加重病情，这对胡女士来说，无疑是增加了手术
风险。“考虑到复合手术室已经投入使用，我们立
即与麻醉科、手术室及介入科开展讨论，为胡女

士制定了一套安全高效的手术方案。”
8 月 1 日上午，复合手术室里，胡女士正

在等待手术，对于她和宝宝而言，这场手术关乎
生死。从剖腹产手术开始，胎儿娩出断脐后介入
手术专家无间隙接台，股动脉穿刺插管行子宫动
脉栓塞及髂内动脉栓塞，产科医生再次上台完成
胎盘剥离……产科、介入室、麻醉科的紧密配
合，不同学科医生协同作战，以 800ml 极低的
出血量（传统手术往往大于 2000ml ）和最小的
身体伤害，取得最佳的手术效果，母子平安。复
合手术室的强大功能和优越性也得到了验证。

“复合手术室的设立，实现了产科难治性产
后出血剖宫产手术与介入手术的融合，大大降低
了诸如凶险性前置胎盘、胎盘植入等手术的难度
和手术风险，产妇的安全得到了进一步保障。”
陈韵洁副教授如此评价复合手术室。

一站式复合手术室打破了传统手术和介入治
疗的界限，把以往对复杂病症“分而治之”的外
科手术和介入治疗复合进行，达到“ 1+1>2 ”
的效果，开创了介入手术和外科手术联合、优势
互补的临床治疗新模式。

先进设备支撑 攻克疑难重症

胡女士的手术之所以成功，也得益于一台必
不可缺的机器——— 数字减影血管造影机（简称

“ DSA ”）。
“通过 DSA，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患者的血

管，并通过在血管内置入球囊的方式，控制患者的
出血。”桂林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放射科副主任徐
军红副教授说：“以前像胡女士这类手术需要分期
进行，手术风险大，患者等待时间长、费用高。复合
手术室可实现多个学科的医生同时参与手术，产
科团队首先为胡女士行剖腹产手术，然后我们介
入团队再接上，立即开展介入治疗，将术中出血降
至最低，大大降低了术中大出血和患者转运过程
中的高危风险，使手术更加精准，费用也减少了。”

“医院引进的这台 Discovery IGS 730 是
美国通用公司最先进的 DSA 之一。它的优点有
三：一是可以自由移动，使手术可以在介入和外
科手术之间快速切换；二是采用落地式机架设
计，可以满足外科洁净手术室百级层流的需求；三
是具有多种心脑血管及神经的临床解决方案，可
以使手术时间缩短，造影剂用量减少，手术放射剂
量降低，并使术者更有信心。”徐军红介绍。

除安放介入手术所需的 DSA 、高压注射
器、视频显示器、放射线防护设备外，复合手术
室内还要配备满足常规开放手术所需的设备，如
无影灯、手术床、吊塔、麻醉机、体外循环机等
设备。为避免天花上方悬吊导轨、无影灯、吊
塔、净化管路等相互干扰影响，医院联合各设备
厂家进行了多次的优化设计，成功地完成了配置

方案，实现了灯、床、塔、血管机的完美结合。
“复合手术室符合百级层流的洁净规范，就

是通过空气净化和控制气流方向的手段，在手术
室内形成正压环境，保证手术室每立方尺空气中
≥ 0 . 5 μ m 的尘粒数≤ 100 颗，可以提供舒适
的气流和清新的空气，极大地降低了手术切口的
感染率，完全满足开展各类高级别手术的要求，
具有其他手术室无可比拟的优势。”桂林医学院
第二附属医院手术室护士长曾洪华介绍说。

多种技术联合 造福广大患者

事实上，除了像胡女士这样的危重产妇适合
使用复合技术开展手术以外，大多数需要介入手
术和外科手术结合的患者，都适合在复合手术室
开展手术。复合手术室不仅为内科、外科、影像
科等多个学科提供了技术交流的平台，而且也是
现代影像学技术、材料科学、血管腔内技术和传
统外科技术相融合的结晶。

以胸心血管外科疾病为例，其主要治疗方法
有外科手术和介入治疗两种。“在复合手术室，
医生可以为主动脉夹层病人同期施行主动脉外科
手术和主动脉腔内隔绝手术；为冠心病的病人同
时施行冠状动脉造影、开胸冠状动脉搭桥及冠状
动脉支架置入手术等，真正体现了开放手术与介
入手术一站式完成的服务理念。”胸心血管外科

副主任孙玉桂副教授表示。
“脑血管病科医生在成长过程中大多受过

传统外科和血管腔内技术的良好训练，凭借对
疾病的深刻认识和对不同专业技术的良好把
握，我们有能力将血管腔内、腔外技术结合起
来。在复合手术室，我们可以随时根据病人的
病情变化，选择介入治疗或开颅手术，降低了
手术难度的同时，也大大降低了手术的风
险。”脑血管病科主任唐景峰教授已经在复合
手术室开展了 70 余台手术，他认为“打造复
合手术室是学科发展的需要，是治疗疾病的需
要，是临床创新的需要。复合手术室所具备的
先进设备可以开展疗效更好、难度更高的手
术，同时降低手术风险，造福了广大患者。”

作为当前微创外科的重要发展方向，复合
技术已经成为对现有治疗方式的重要补充和完
善，让多种技术有效联合，充分实现了优势互
补，使一些非常复杂的手术得到简化，降低了
手术损伤，扩大了手术治疗的范围。它是在最
大限度减少创伤和并发症的同时，实现疗效最
大化的一种全新治疗模式，患者的生命安全将
得到更有效的保障。

桂林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将以复合手术室
的设立为契机，促进医院临床、教学和科研工
作全面发展。不忘初心，砥砺前行，创造一个
又一个生命奇迹。

桂林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在广西率先建成投入使用一体化复合杂交手术室

成功救治上百名患者
在桂林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一间 70 平方米的手术室里，十余名医务工作者正

井然有序地忙碌着，他们的周围，除了配备满足常规开放手术所需的设备，如无影

灯、手术床、麻醉机、体外循环机等，还安放了介入手术所需的 DSA 、高压注射器、视

频显示器、放射线防护等设备。

随着医疗科技的发展进步，学科壁垒在桂林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被打破。不

同学科的医疗人员协同作战，一站式完成各类复杂手术的愿望，在这个特殊的手

术室——— 广西率先建成投入使用的一体化复合杂交手术室得以实现。从 6 月 28 日

正式投入使用开始，已帮助上百例复杂疑难病患走出手术室，迈上康复之路。
“对于部分复杂病症患者的治疗，通常需要不同学科采取多种手术方式，分期进

行处置，而多次转运过程中可能会出现一些无法预估的风险。在一体化复合杂交手

术室内，我们可以同时为病人完成血管介入与外科两种不同的手术，避免了转移过

程中颠簸、感染等情况发生，更重要的是，这个顶级的手术室可将多个分步或分期手

术一次性完成，现实了心血管内外科、脑血管病科、神经内外科、产科等专科领域的

疑难复杂重症以及创伤病人抢救的‘一站式’手术，真正体现了‘以病人为中心’的医

疗模式。”桂林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负责人表示。

▲陈韵洁副教授（左一）为病人手术

唐景峰教授（右一）为病人手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