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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匠精神是一个时代的气质，与坚定、踏实、创
新、精益求精紧密相联。

医疗卫生行业同样需要工匠精神，作为广西北部综
合实力雄厚的综合性三级甲等医院，桂林医学院附属医
院始终牢记党的初心和使命，在“党建+”工程引领
下，专注笃定为人民健康提供更优质的医疗服务，用钢
铁一般的意志将医者锻造成为“能工巧匠”，将工匠精
神践行于责任和实践之中。

回眸 2019 年，桂医附院通过有效管理让诊疗技术
更领先、让学科建设更创新、让医疗服务更有温度、让
医联体建设更惠民，让老百姓看病更有获得感、安全
感、幸福感。

关键词一：精益求精

诊疗技术更领先，家门口享受高质

量医疗服务

出精品是践行工匠精神的最终目的。对医疗卫生行
业来说，诊疗技术和医疗质量是医者立身之本、医院立
院之本。

近年来，桂医附院诊疗技术一直领跑桂林医疗系
统。 2019 年以来，更多高、精、尖的诊疗技术频频推
出，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高质量医疗服务。

2 月 24 日，《桂林日报》一篇标题为《姐姐，我
们一定能救你》的新闻报道引起社会广泛关注。报道讲
述的是，永福县罹患白血病的小芳（化名）有幸得到
10 岁弟弟捐献造血干细胞，在桂医附院进行造血干细
胞移植得以重生。

“辗转外地医院多次求医未果，没想到家门口的医
院就可以治好了。”小芳顺利出院，标志着桂林首例单
倍体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成功。同时意味着，今后桂
林市的血液病患者如果没能在中华骨髓库配型成功，也
可以通过父母、子女或兄弟姐妹配型，达到单倍体相合
（半相合）一样可以在桂林进行移植。

8 月 19 日中国医师节当天，桂医附院血液内科收
到了一份特殊的礼物：一例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患者
顺利出院。这位患者是本市某医院的一名医务工作者，
在手术前曾有朋友建议患者到外地医院治疗，但该患者
更信任桂医附院。他说：“没必要舍近求远，我相信桂
医附院的实力。”

今年 6 月，桂医附院妇科率先借助超高清荧光腹
腔镜系统，成功完成腹腔镜下吲哚菁绿荧光显像系统前
哨淋巴结绘图技术。淋巴结绘图技术可最大程度减少这
类患者实施传统切除术后带来的诸多不良反应。此次技
术的成功实施填补了我市医疗系统该领域的空白，更为
妇科恶性肿瘤的精准治疗和个体化治疗提供一件利器。

“不抖了，我的脚真的不抖了，现在走起路来也正
常了！”市民石阿姨对该院神经外科廖红展博士激动地
说。今年 7 月，该院神经外科为石阿姨实施了桂林市
首例帕金森病 DBS （脑深部电极植入）手术。

今年 10 月，乳腺甲状腺外科完成该院首例完全
DIEP （腹壁下动脉游离皮瓣）乳房重建手术。该院疼
痛科在同月完成广西首例可充电式脊髓神经刺激系统植
入手术，这两项技术均向国内先进水平看齐。

只需一个“小切口”，就可解决患者的肺结节。 6
月，桂医附院胸外科为一名肺部结节并纵膈淋巴结多发
肿大的老年女性患者实施电视纵膈镜淋巴结部分清扫加
单孔胸腔镜下肺癌根治手术。手术的成功标志着医院胸
外科的肿瘤精准诊疗、微创手术水平又迈上新的台阶，
填补了全区电视纵膈镜手术技术空白。

而在今年 5 月，该院优生遗传科高通量测序实验
室及 NIPT 项目顺利通过评审，成为桂北地区首家具备
开展无创产前检测能力的医疗机构。

据该院医务部负责人介绍，近年来，医院出台措施
鼓励各科室开展“新技术、新项目”，着重开展腔镜、
内镜、介入等微创技术、精准医疗相关技术、疑难危重
症救治相关高端技术。各科室积极响应，仅今年 5 月
召开医疗技术管理委员会，讨论并通过了 10 项新技
术，由科室派专人进修学习后已在医院陆续开展，得到
患者及家属充分肯定。

关键词二：创新求变

学科建设更创新，“匠人”培养方兴未艾

“器好学，心难修”，越是创新，越需要用工匠精
神精雕细琢。近年来，桂医附院持续加强人才队伍和学
科专业建设，鼓励科研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创新，成效
显著。

2019 年，桂医附院临床重点专科项目建设取得较
大进展，血液内科、皮肤科获自治区临床重点专科建设
项目，临床护理、麻醉科顺利通过 2019 年自治区临床
重点专科验收，正式成为自治区临床重点专科。

截至 12 月 18 日，桂医附院已有 8 个广西临床重
点专科：肾内科、儿内科、重症医学科、急诊科、神经
内科、神经外科、麻醉科、临床护理； 6 个广西临床
重点专科建设项目：消化内科、产科、内分泌科、妇
科、血液内科、皮肤科。该院所获临床重点专科及临床

重点专科建设项目数量之多、实力之强，在桂北地区处
于领先地位，多方位展现了桂医附院的学科建设水平和
全院综合实力、核心竞争力。

11 月 30 日，桂医附院科技创新和人才工作迎来一
件大事。中国科学院院士侯凡凡与桂林医学院副校长陈
旭共同为国家肾脏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核心成员单位
落户桂林医学院附属医院揭牌。这意味着，在侯凡凡院
士团队的精心指导下，通过双方的精诚合作，对提高医
院的科研创新能力，促进学科发展将起到积极的推进作
用。

近年来，医院科研方面取得较大进展。 2019 年医
院申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数量就超过 150 项，比 2018
年申报数量增加一倍之多。

经过顶层设计，医院于今年 4 月起在部分临床科
室逐步实施“主诊医师负责制”，要求诊疗组对患者的
诊疗服务贯穿整个医疗活动，鼓励科室细分亚专业，提
高中青年医师的工作热情。从实施 CMI 病例组合指数
等指标来看，医疗质量大幅提高。

工匠精神，匠人为基。医疗技术是医疗质量的内在
核心，人才是内在核心的核心。截至 12 月 18 日，今
年桂医附院引进 57 名博士（目前全院博士总数达 144
名）。另有 21 名在职职工考取博士在读，金俊飞博士
获聘为“广西壮族自治区第八批特聘专家”，为桂林市
医疗单位中唯一获此殊荣的个人。

除“走出去”学习外，还“请进来”华西医院优秀
团队专门给全院中层及后备梯队进行定制管理培训，全
面提升医院管理层自身内涵和素养，进一步提升医院管
理能力和核心竞争力。

关键词三：医者仁心

医疗服务更贴心，“看病难”得以缓解

工匠精神，匠心为本。树匠心，就要执着专注，秉
持医者仁心，追求至精至善，将医疗服务的每个细节都
尽可能做到极致，让医疗服务有态度、有温度。

“以前来桂林医学院附属医院做血透，由于血透机
少，等候时间过长，往往排在晚上进行，对患者来说很
麻烦。”此前，不少患者对该院血液净化治疗中心这样
吐槽。如今患者来这里血透，效率大大提高，点赞不
断。

日前，广西一流的血液净化治疗区在桂医附院正式
启用。目前中心拥有 120 台血透机，规模为广西区内
第一，诊疗环境之好全区领先，长期血液透析病人近
500 人，年血液透析达 60000 人次。

走进血液净化治疗区一看，装修一新，布局合理，
配有目前国内先进的透析信息管理系统（血透通），体
重血压一卡通，使透析方案智能化，并拥有能够调节的
透析床和透析椅，满足不同患者的需求，让血透病人能
够享受现代舒适的透析体验。血透室提出的核心理念
是：透满情怀，肾命不息。

“早上从县里搭高铁来，做一天化疗，当天傍晚就
返回家了。”今年 4 月，桂林市首个日间治疗专区在
桂林医学院附属医院启用。不少患者感叹说，以往基本
都要在医院排队预约床位，一等就好几天，现在住院检
查、治疗、出院能在一天内搞清，更省事了，费用也降
低不少。

“这次生二胎，不知不觉把孩子生下来了，感谢桂
医附院推出的无痛分娩。” 35 岁的罗芳（化名）说。
今年 4 月以来，桂林医学院附属医院大幅提高了无痛
分娩的普及率。这一人性化服务举措受到了广大孕产妇
的热捧。

鉴于医院床位紧张这个痛点，今年 8 月起医院开
展全院床位统一调配，充分合理利用医院的床位资源。
同时，医院大力推进日间手术、微创手术开展，推行

ERAS 快速康复开展。 ERAS 快速康复是旨在减少
手术应激和术后并发症，加快择期手术患者术后恢复
并缩短住院时间而采取的一系列围手术期多学科综合
运用措施。

据统计，今年 1 — 10 月份医院日间手术总量达
2928 例，临床手术科室开展 ERAS 病例占科室住院
病例最高的科室占 60% ，极大地加快了病床周转，
缩短了手术患者的恢复时间，减少了患者医疗费用，
减少了病人平均住院日（目前全院平均住院日仅 6 .3
天，较去年减少 0 .6 天）。

临床路径是针对某一疾病建立一套标准化治疗
模式与治疗程序，是一个有关临床治疗的综合模
式，旨在起到规范医疗行为、减少变异、降低成
本、提高质量的作用。今年 1 — 10 月，全院临床路
径入径人数占同期出院人数的比例为 73 . 8% ，较去
年同期增加 8 .6% 。临床路径质量管理工作的全面开
展，对规范临床诊疗行为，推进合理检查、合理治
疗、合理用药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医院还深化
优质护理服务，优质护理开展覆盖率达 100% 。

桂医附院还结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
育，针对群众反映的看病难问题，在广西率先增开放
射门诊、门诊号源全面开放预约、开展超声预约服务
和增设午间超声检查等便利举措，提高了患者看病效
率和就诊满意度。

关键词四：“匠者”为民

医联体建设更惠民，服务辐射近

200 万人口

弘扬工匠精神，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桂
医附院通过组建医联体推进分级诊疗，着力解决基层
群众看病难，有效进行健康扶贫。到目前为止，该院
分别与全州、灌阳、恭城三县人民医院，秀峰区甲
山、长海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以及银海医院组建了 6
家紧密型医联体，并成立医联体党支部，服务范围覆
盖近 200 万人口。

今年，桂医附院率先在医联体单位甲山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开通城乡远程影像会诊平台、超声平台和检
验平台等，社区居民不用上大医院，就可享受到大医
院专家的影像诊断服务。

此外，还在医联体单位灌阳、恭城分院分别开通了
一、二、三级城乡远程影像、心电会诊平台，真正让数据
打通医联体单位的“神经末梢”。医院还利用信息技术
平台，与医联体及对口支援单位进行远程会诊、远程病
理诊断、远程教学等业务，多次与医联体医院完成疑难
病例远程会诊，让更多百姓足不出县就能看大病。

近年来，医院通过医疗专家下沉，更多三级以上
手术病人可在二级医院开展，微创技术、胃肠镜检
查、腹腔镜等技术在二级医院广泛开展，让更多百姓
受益，逐步实现“大病不出县”的目标。

除了组建医联体外，由该院组建的自治区巡回医
疗队今年到梧州市龙圩区、桂林市灌阳县等两个贫困
县（区）进行健康扶贫。医院派出医疗专家赴两县区
通过义诊、查房教学、学术讲座、手术示教、乡村医
生培训、免费赠药等进行全覆盖式巡回医疗帮扶，让
群众在家门口就享受到三甲医院的优质医疗服务，受
到基层医务人员和当地群众一致好评。

行程万里，初心永记；梦想在前，使命在肩。
“改善服务永远在路上。”桂医附院将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不断弘扬工匠精神，树匠心、育匠
人、优服务，以匠心医疗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优质健
康服务的需求，为实现健康桂林、健康中国建设目标
迸发出奋进新时代的磅礴力量！

前行不忘来时路，初心不改梦归处。
2019 年，桂林医学院附属医院秉承弘德善医的

院训，始终胸怀百姓健康，初心如磐，奋进逐梦。
这一年，桂林医学院附属医院以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按照新时代党的建设总
要求，进一步加强公立医院党的建设，坚持和完善党委
领导下的院长负责制，党建工作与业务工作有机统筹、
深度融合、贯穿始终，推动医院高质量可持续发展。

这一年，桂林医学院附属医院深入开展“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坚持聚焦难点、痛点、堵
点，对群众反映强烈的看病难问题和诉求及时回应，
并真刀真枪整改落实，集中精力为民办实事，让群众
真切感受到主题教育带来的新变化。

深学真改 集中精力办实事

一语不能践，万卷徒空虚。
第二阶段“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开展

以来，桂林医学院附属医院(下称桂医附院)无论是理
论学习、调查研究、检视问题，还是整改落实，都着
眼查找自身问题和解决实际问题，把问题找实、把根
源挖深，针对查摆出来的问题，立查立改、即知即
改，列出清单，逐项整改落实，真正为民办实事。

为民服务解难题

“放射科开门诊，在国内都不常见，没想到桂林
有了，大大方便了我们看病就医。”一位外地来桂林
旅游的患者说。 10 月 8 日，桂医附院放射科在广西
率先开设放射门诊，为患者提供影像阅片、制定随诊
复查方案、提供检查咨询等医疗问诊服务。开诊当天
就受到很多患者的青睐和认可。

“医院开通的这项代邮服务真帮老百姓省事省钱
了。” 12 月初，家住全州县蕉江瑶族乡的倪女士收
到了桂医附院寄来的病历检查检验报告，她算了一笔
账，如果自己到桂林跑一趟，不仅需要花一天时间，
还要花路费餐费约 200 元，现在 8 元就解决了。

主题教育开展以来，结合分管工作，医院党委通
过召开座谈会、实地走访、谈话了解等方式，深入基
层一线开展调研，广泛听取意见，解民意、察实情、
出实招。经过前期调研，医院发现了一些关乎群众就
医、急需解决的难题，如血透需求多、放射诊断知晓
难、患者就医挂号难、预约超声检查难等。

针对这些问题，除放射科结合主题教育改善医疗
服务外，医院扩大血液净化治疗区，开设日间治疗专
区和开展超声预约服务，增设午间超声检查。

医院服务办按照“最多跑一次”的原则优化流程，
将慢保手续办理进行提速，并新开了一项“代邮医务服
务”，不用多跑一次，患者在家即可接收邮件。

为了方便患者根据个人情况，有选择地按不同时
间段来院就诊，缩短候诊时间，医院门诊部在原有预约
挂号基础上，从 2019 年 11 月 11 日起，对门诊号源全
面开放预约，真正做到线上、线下号源实时共享。

医院集中精力为民办实事，精准破解人民群众看
病难的“痛点”，努力打通人民群众看病难的“堵
点”，真正为民服务解难题，增强了患者就医获得
感，系列惠民便民措施得到群众广泛认可。

入脑入心接地气

夜读班、原文朗诵、知识竞赛、观红色电影……
主题教育开展以来，桂医附院党委创新形式，以丰富
多彩、接地气的载体开展主题教育，使得医院主题教
育有特色、有亮点，既入脑又入心。

除规定动作之外，医院创新学习方式，结合医院工
作的特殊性，举行夜读班学习活动，让大家集中起来静
下心来读原著、沉下心来学原文、安下心来悟原理，效
果明显。此外，还由点及面进行全员学习。医院精选原
文、原著汇编成《中共桂林医学院附属医院委员会“不
忘初心、牢记使命”学习资料》共两册，下发各党支部便
于开展学习，理论学习覆盖全院所有党支部。

创新形式，以赛促学。医院围绕“五个一”学习
活动，以党建知识竞赛让主题教育学习知识深入人
心，以原文朗诵比赛激发主题教育学习热情，以职工
大合唱比赛奏响主题教育的强音。

强化渲染，以红色资源提高主题教育感染力。医
院党委以红色革命传

统资源实践学习
营造浓厚氛

围 ，

组织党政领导、党支部书记、支部党员等到桂林本地
红色革命教育基地开展主题教育活动，传承红色基
因，接受思想洗礼。

干事创业敢担当

医院号召全体党员对标黄文秀和张富清等先进典
型的先进事迹，以先进典型为榜样，厚植人民情怀，
提升党员干部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发扬担当实干、甘
于奉献的精神。医院还通过挖掘医院优秀党员俸锦迪
的先进事迹，激励党员充分发挥先锋模范作用。

此外，全体党员对照党章、《准则》、《条例》
有关规定，重点围绕“ 18 个是否”全面查找，把自
己摆进去、把职责摆进去、把工作摆进去，查摆问
题,从思想深处挖根源、从党性修养找原因，进一步
提高了党性修养。

干事创业敢担当，是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主题教育的具体目标之一。

主题教育开展以来，在榜样精神的感召和触动下，
在正视差距努力“补差”意识的鞭策下，桂医附院党委积
极引导广大党员干部以强烈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
感，保持只争朝夕、奋发有为的奋斗姿态和越是艰险越
向前的斗争精神，以钉钉子精神抓工作落实。全院党员
干部纷纷做起而行之的行动者，当攻坚克难的奋斗者，
干事创业有激情，创业有成效。医院选择在 14个科室实

行“主诊医师负责制”试点，诊疗组对患者的诊疗
服务贯穿整
个 医 疗 活

动，鼓励科室细分亚专业，科室医生工作热情高涨。
今年，医院临床重点专科（学科）建设取得新突

破。 2019 年医院血液内科、皮肤科获自治区临床重
点专科建设项目，临床护理、麻醉科顺利通过验收，
正式成为自治区临床重点专科。此外，儿科获
“ 2019 年广西医疗卫生重点学科”，心血管内科、
麻醉医学科、重症医学科获“ 2019 年广西医疗卫生
重点培育学科”。截至目前，医院所获重点（培育）
学科、临床重点专科及临床重点专科建设项目数量之
多、实力之强，在桂北地区处于领先地位。

“党建+业务”深度融合

医院发展又好又快

党建工作是公立医院各项工作健康、顺利开展的
重要保障，是医院科学发展的政治保障和强大动力，
更是推进医院正确发展的指路灯塔。

近年来，桂医附院党建工作始终在医院的各项工
作中起到引领作用，与医院中心工作、重点任务、日
常工作有机统筹、深度融合、贯穿始终，充分发挥基
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和 1200 多名党员职工的先
锋模范作用，不断优化行政效能、优化行风医风，实
现医院又好又快发展。

63 个党支部建在科室

基层党组织凝聚力更强

2019 年以来，医院党委在抓医疗中心工作的同

时，狠抓基层党建工作，医院基层党组织的凝聚力、
号召力进一步增强，成效显著。 2019 年，医院荣获
“桂林医学院 2017— 2019年度先进基层党组织”。
2019年获批 3个五星级党支部、 7个四星级党支部和
8个三星级党支部。

医院党委按照党支部建在临床医技科室的原则，
将原来的 31 个职工党支部设成 51 个，每个业务科
室均设有党支部，共成立 63 个党支部，并选举产生
新一届支部支委。成立 7 个党总支，并选举产生新
一届党总支支委。 51 个职工党支部中有 12 个党支
部是科室负责人任书记， 28 个党支部由科室护士长
或副主任等任书记。支部书记进入科室的核心小组，
参与科室的重大问题决策。

医院还结合“双带头人”培育工程要求，重点从
党员学术骨干、学科带头人中选拔任命基层党支部书
记，在今年 1 月完成支部换届工作。目前各科室党支
部由“双高”（高级职称、博士学历）人员担任支部
书记的支部数量占 92 .2% 。

此外，医院还推动落实“三会一课”的常态化。
统一制作党支部活动用旗和党员活动记录本，展现党
支部凝心聚力、团结一致的风采。

人才引进实现重大突破

核心竞争力大幅提升

医院要发展，人才是关键。
桂林医学院附属医院党委坚持党管干部和人才原

则，人才引进工作和干部队伍建设进一步加强。近年

来，桂医附院通过“科技兴院，人才强院”战略的
实施，凝聚了大批的高精尖人才，医院核心竞争力
大幅提升。

医院进一步加大引进博士力度，今年以来共新
引进博士 61 名。目前全院博士人数 147 人，在桂
北医疗机构中处于领先地位。在外引人才的同时，
医院坚持“内培”，今年有 21 名在职职工考取博
士在读。今年还请来华西医院优秀团队专门给全院
中层及后备梯队进行定制管理培训，全面提升医院
管理层自身内涵和素养，进一步提升医院管理能力
和核心竞争力。

该院党委书记文琼仙表示，优秀人才对推动重
点（培育）学科、临床重点专科的发展和医院内涵
的建设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医院通过学科、专科
平台建设，打造临床教学科研整体水平较高的学科
团队，以促进人才培养、技术创新和科研成果转
化，提升医院核心竞争力和服务群众的诊疗服务能
力。

助力精准脱贫 医联体建设更惠民

2019 年是脱贫攻坚决战之年，桂医附院积极
推进精准脱贫攻坚工作，帮扶困难群众的脚步一刻
都没有停歇。

医院深入贯彻落实上级部门统一部署，结合龙
胜各族自治县定点扶贫村的实际情况，明确目标任
务、聚焦重点环节，强化责任担当，精准发力，充
分发挥智力扶贫、教育扶贫、健康扶贫、技术扶

贫、产业扶贫等优势，全面开展脱贫攻坚工作，取
得阶段性成效。

近年来，医院党委派出多名优秀同志到龙胜各
族自治县 3 个贫困村担任村党支部第一书记。其
中， 2019 年共有 3 名党员同志下乡担任精准扶贫
第一书记，开展了两次下点共 8 批次的下乡扶贫
工作，组织安排 37 名扶贫帮扶干部，帮扶 86 户
贫困户，发放慰问金共 83200 元；开展义诊 6
次，接诊人数 440 余人，支出医疗费用约 12500
元；组织开展文化扶贫捐赠书籍活动，共有 59 个
科室及工会小组 2162 人次参与捐款，收到款项
49569 元；医院扶贫投入累计近 34 万元。

推进医联体建设，让优质资源下沉基层，也是
健康扶贫的重要平台。

截至目前，桂医附院先后与灌阳县人民医院、
全州县人民医院、恭城瑶族自治县人民医院、银海
医院建立紧密型医联体，并挂牌桂林医学院附属医
院分院。还与甲山、长海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建立城
市区域紧密型医联体，初步形成了三甲医院—二甲
医院（县）—社区医院的纵向医疗服务体系，这些
医联体单位覆盖近 200 万人口。

医院分别在医联体单位灌阳、全州、恭城分院
成立了医联体党支部。各医联体党支部充分发挥基
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的先锋模范带头作
用，带领派驻专家扎根基层、服务基层、奉献基
层，为进一步推进医改工作、提升基层医疗机构服
务水平、保障群众健康作出积极贡献。

据统计， 2018 年至今，医院向紧密型医联体
医院派驻 200 多名技术和管理专家，帮助县域医
院开展新技术、新项目近百项，创建自治区级重点
学科 2 个，市级建设学科 2 个，县级医院四级手
术比上年同期增加 50% 以上，医联体单位门诊
量、住院量增加，微创技术、胃肠镜检查、腹腔镜
等技术在二级医院广泛开展，逐步实现“大病不出
县”的目标。

今年，医院帮扶医联体灌阳、全州、恭城分院
顺利通过“二甲”复审，通过危重孕产妇救治中心
和危重新生儿救治中心评审。

讲好医院故事 文化建设亮点多多

医院文化内强素质、外塑形象，既能凝聚人
心，强化归属，提升幸福感，也能打造品牌形象，
展示医院综合实力。近年来，桂医附院文化氛围越
来越浓，文化建设硕果累累。

以党建为引领，发挥榜样人物的示范引领作
用，打造新时代医院文化品牌。在今年 3 月学雷
锋活动月期间，医院护士雷丽华坚持 6 年义务照
顾“全国模范护士”刘瑞芹的故事经过媒体报道
后，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随后，医院将这个故
事改编成情景剧《传承·银杏树下的大爱》，并在
全区 2019 年庆祝“ 5·12 ”国际护士节文艺演出
比赛中获得二等奖。此外还在院内外多次演出，深
深感染众多市民。

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结合开
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医院举办了第一
届医院文化建设主题征文和微电影比赛，把医院文
化建设的实践提升为理论成果。医院投送的作品在
全区医院优秀论文、微电影征集评选中脱颖而出，共
获 12 个单项奖，获奖数量居广西参评医院第一。

该院创办的的院刊《健康服务报》以患者为主
要服务对象，贴近生活，服务大众，不仅深受老百
姓喜欢，也得到专业评委认可。院刊在 2019 年度
“第三季寻找卫生健康行业宣传创新案例活动”中
荣获院报/院刊“年度健康传播最佳案例”奖。

医院党建舆论阵地得到进一步巩固。医院微信公
众号关注人数突破 30 万人次，在桂北医疗机构中处
于领先地位。“党建园地”网站于今年 5月底正式上线
运行。医院还成立了“新时代思政宣讲团”，面向基层
党支部、科室，讲通、讲透、讲好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核心的思想政治教育课。

此外，医院以文体活动为载体，结合重要时间
节点，开展文体活动，丰富职工生活，增强凝聚
力。组建合唱团队，唱出医院的精气神。

在党建引领下，今后医院将通过多种形式，深
挖医院文化内涵，守护为患者服务的初心，担起为
医院发展的使命，弘德善医，构筑医院文化之魂，
打造有温度的人文医院，为健康桂林、健康中国建
设做出积极贡献。

（本版撰文：本报记者徐莹波 通讯员刘燕
董辉 支荣）

（供图：通讯员刘燕 李锦 支荣)

弘德善医守初心 救死扶伤担使命

桂林医学院附属医院：主题教育解民忧 改善服务惠民生

诊疗技术更领先 学科建设更创新 医疗服务更贴心 医联体建设更惠民

匠心医疗 让群众就医更有获得感

▲桂林医学院附属医院与银海医院建立紧密型医联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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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专家到贫困县龙胜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党
日暨健康扶贫义诊活动。

▲医院派出专家到灌阳县开展服务百姓健康
行动义诊。

▲心血管内科二病区医生在全三维标测系统引导下为
患者实施心律失常射频消融术。

广西一流的
血液净化治疗区在
桂医附院启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