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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苏展）近日，国家电影局
发布通知，宣布低风险地区电影院在各项防
控措施有效落实到位的前提下，可于 7 月
20 日起有序恢复开放营业。 7 月 21 日，记
者走访了解到，我市多家影院已陆续开业。
这意味着时隔半年，市民终于可以再次走进
电影院看电影了。

据了解，虽然目前我市多家影院都已具
备了复工的条件，但受片源、设备维修、提
交复工申请时间不同等影响，开业的具体时
间各有不同。记者从猫眼、淘票票等购票平
台上看到，目前市区的万象影城、新时代环
球影城、天籁影城等 7 月 21 日的排片均已
显示可售状态，票价在 20 元左右，场次基
本从早到晚均有安排。

记者从桂林万象影城了解到，该影城赶
上了复工“头班车”。在收到复工通知后，
影城在电影主管部门和卫生健康主管部门的
指导下，于 7 月 21 日起正式开业。此外，
该影院表示，由于停业时间较长，客流量要
恢复至停业前的状态，还需要较长时间。为
吸引消费者回流、鼓励观影，将推出一系列
线上线下优惠活动，包括“ 0 元入会”
“幸运大转盘”“购票即赠免费电影票”等
活动，同时将出台票券延期或补赠处理，以
维护老客户的权益。

在东西巷影城内记者看到，影城的入
口处已经设置好了“观察区”。据介绍，
现在天气炎热，市民在进入影城测量体温
时，可能会遇到超过 37 . 3℃ 的情况，为此

影院方面特意准备了观察区，待市民休
息一段时间后重新测量，符合标准后方
可进入影厅内观影。目前，该影城还未
确定具体的恢复营业时间，准备工作正
在有序开展。

记者走访了解到，所有电影院正式恢
复营业后，全部采取网络实名预约、无接
触方式售票，实行交叉隔座售票，保证陌
生观众间距 1 米以上，并且每场上座率不
得超过 30％ 。

观众在入场时必须检查体温，入场后
须全程佩戴口罩，原则上不得在影厅内进
行饮食。此外，影院方面按照要求，保持
通风，加强消杀，对于影厅座椅扶手、
3D 眼镜等观众直接接触物品做到每场都

要消毒一次。
影片是消费者回流的关键。复业初

期，桂林各影城会有新、老片同步上
映。据悉，电影院复工后的首批影片单
已确定，其中包括 6 部新片——— 《第一
次的离别》《璀璨薪火》《妙先生》
《致命复活》《我在时间尽头等你》
《荞麦疯长》。此外，一批优秀国产和
进口影片也将重映，以回馈影迷，包括
《中国合伙人》《狼图腾》《何以为
家》《战狼 2 》《十二生肖》《北京爱
情故事》《美人鱼 3D 》《捉妖记 2 》
《风声》《寻梦环游记》。同时，更多
优秀的新、老片正在等待档期确认中，
将陆续上映。

本报讯（记者陈静 通讯员赵能亮）日前，全
州警方远赴广东，将命案嫌疑人袁某良抓捕归案。
尘封 17 年的全州县城“ 2003·6·5 ”命案最后一
名逃犯落网。

2003 年 6 月的一天，社会青年袁某良与蒋某
昊因琐事发生矛盾，蒋某昊叫人将袁某良打伤。次
日上午，为泄愤，袁某良纠集夏某、盘某等人持械
冲进全州县城某书店内，将蒋某昊砍伤致死，后分
散逃离。

案件发生后，全州县公安局立即启动命案侦办
机制，迅速成立专案组开展侦查工作。通过走访调
查摸排，很快锁定了涉案人员的身份，并先后将夏
某、盘某等人擒获。但该案重要嫌疑人袁某良却如
人间蒸发一般，作案后销声匿迹，追捕工作陷入僵
局。

今年桂林公安部署“云剑行动”后，全州公安
将“ 2003·6·5 ”蒋某昊被害案侦办再次提上日
程，成立专案组全力攻坚。为寻找突破口，专案组
在对嫌疑人袁某良的社会关系、家庭成员进行再梳
理、再排查的基础上，安排警力，驱车到湖南、深
圳等地对相关信息进行深入核查。

功夫不负有心人。民警在深圳查阅案卷时获
悉：袁某良曾盗用其朋友唐某亮身份，于 2008 年 1
月因涉嫌强奸罪被深圳警方打击处理过。经过一番
顺藤摸瓜，警方最终锁定了嫌疑人袁某良在广东东
莞的藏身处。

经过连续数日的蹲守布控， 7 月 10 日中午，在
当地警方和桂林市局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下，全州
县公安局刑侦大队在东莞塘厦镇某小区店铺内，成
功将嫌疑人袁某良抓获。

之后，民警将袁某良押回全州进行审讯。在完
整的证据链和强大的心理攻势下，袁某良承认了其
纠集他人将蒋某昊砍伤致死的犯罪事实。

袁某良交代，案发后，为逃避法律惩罚，他先
是逃至湖南珠山，后又跑到云南昆明，辗转到广东
深圳、东莞等地躲藏，度过了长达 17 年的逃亡生
涯。袁某良隐姓埋名，不敢使用身份证，无法进入
正规工厂工作。尽管后来交了女朋友，并有了小
孩，却不敢打结婚证，不敢带他们回老家，更不敢
将小孩的户口落到自己户籍名下。

目前，袁某良已被公安机关依法刑拘。等待他
的将是法律的严惩。

最后一名逃犯落网

17 年前的全州命案告破

时隔半年，影院迎来复工！

我市多家影院陆续开业

南溪山医院党员专家风采录

□通讯员张超群 李洁 朱玉萍

执着追求 实现梦想

说起为何从医，朱汉华说是小时候一件事的影响。当年他
父亲患十二指肠溃疡穿孔并急性腹膜炎，非常痛苦，全家人都
非常焦急。被送到县医院后，医生立即为他实施了手术治疗，
使他父亲转危为安，而且恢复良好。当时朱汉华那种担心父亲
生命，由担忧到喜悦的心情，以及对医生救死扶伤的感激和崇
拜之情，一直是他少年时代印象非常深刻的记忆。长大后从事
医师这个职业，治病救人，在朱汉华幼年的心中已经开始了萌
芽。考大学时，朱汉华第一志愿毫不犹豫地选择了素有“北协
和、南湘雅”之称的湖南医科大学临床医学系。随着知识的积
累，朱汉华对医学的认识更加成熟，更加理解“健康所系、性
命相托”的医学誓言。 5 年的大学生活，他一直秉持“勤
奋、严谨、求实、创新”的校训，扎实地学习医学基础知识与
临床技能。 1999 年毕业后，朱汉华分配到了南溪山医院心内
科工作。

在积累了临床知识 6 年后，出于对医学知识提高的渴
望，他又于 2005 年到广西医科大学攻读心血管内科硕士学
位，师从李浪教授。李教授是广西以及中国有名的心血管专
家，其对专业精益求精、临床与科研并重，对病人全心全意服
务的精神，一直激励着朱汉华不断前行。 2008 年硕士毕业
后，朱汉华于 2010 年到北京安贞医院学习冠脉介入治疗，师
从吕树铮、柳弘教授，最终获卫生部冠脉介入资质。其中吕教
授是冠脉介入的大师级人物，他那种对介入操作的出神入化让
朱汉华顶礼膜拜，冠脉介入原来可以这样的精湛。回来后，他
开始从事冠脉介入治疗，认真对待每个病人，服务好每一个患
者。朱汉华说：“用最好的技术服务患者，让患者满意是我追

求的最高目标，患者的肯定是我源源不断的动力！”
为了自己在科研和冠脉介入方面达到一个更高的层次，也

为了更好地为患者服务， 2016 年朱汉华再次踏进广西医科大
学，攻读心血管内科博士，而且再次师从李浪教授，研究方向
为攻克冠脉微循环障碍。经过 3 年努力，朱汉华以一篇 5 分
的 SCI 和一篇 3 分多的 SCI 论文顺利博士毕业。毕业后，他
又回到难以割舍的南溪山医院心血管内科工作。

求贤若渴的南溪山医院领导为了心血管内科的长远发展，
也为了使朱汉华有个施展才华的平台，决定将心内科分为一、
二两个病区，由朱汉华担任心血管内科二病区主持工作的副主
任。该病区除有普通病房外，还包括内科重症监护病房，里面
有呼吸机 8 台、转运呼吸机一台，主动脉球囊反搏仪
（ IABP ） 1 台，主要用于心源性休克、心衰等抢救治疗；持
续性床旁肾脏替代治疗仪（ CRRT ） 1 台，对心衰、肺水
肿、肝肾功能衰竭、全身炎症反应综合征及重度感染均非常有
效； 1 台 PICCO 监测仪，主要对重症病人血流动力学参数进
行检测。设备齐全的心血管内科重症监护病房和认真负责的
“护心团队”，让众多的心病患者能够在这里获得最好的照顾
与精心的治疗。同时朱汉华和他的团队每天都在与死神搏斗，
使无数的心血管急危重症患者在这里获得了新生。心内二病区
一支技术过硬、敢打硬仗、能打胜仗的高素质医护团队在朱汉
华的精心打造下逐渐成熟。

争分夺秒 救死扶伤

据《 2016 年中国心血管病报告》，我国心血管病患病率
持续上升，心血管病死亡率仍居首位。其中急性心肌梗死是心
血管病死亡的重要原因。急性心肌梗死指的是冠状动脉完全闭
塞导致心肌严重而持久的缺血，临床表现常常以持续胸痛为首
发表现，住院死亡率 30% 以上，经成功介入治疗后下降至
4% 以下。

2019 年 7 月，朱汉华接到医院胸痛急诊电话，立即赶到
急诊科。患者赵某 46 岁，桂林人，持续胸痛 1 小时，心电图
诊断急性前壁心梗。朱汉华考虑为超急性期，建议患者立即接
受急诊介入治疗。因患者当时经用药处理后胸痛明显减轻，还
有些不太情愿，要求暂时回家。朱汉华反复做工作，告知急性

心梗可能会出现室颤、心脏骤停，非常危险。患者听后同意
介入手术。刚上介入室手术台时患者还在与医生谈笑风生，
突然间他就不说话了。朱汉华查看心电监护提示室颤，考虑
室颤导致心脏骤停，立即予电除颤。患者心电监护恢复窦性
心律，意识恢复。朱汉华等医生立即为患者行冠脉造影，发
现心脏三条大血管之一的前降支近端完全闭塞，拟行导丝通
过时，患者再次出现意识丧失。心电监护提示室颤，立即予电
除颤，恢复窦性心律，手术中又相继出现两次室颤。考虑到患
者存在急性心肌梗死的交感风险，朱汉华立即以最快的速度
开通冠脉血管，同时予药物控制交感兴奋，闭塞的前降支血流
恢复，患者生命体征平稳，终于从鬼门关上挺了过来。赵某
和家人专程为朱汉华等医生送来锦旗，感谢救命之恩。

心肌炎的常见病因为病毒感染，轻则出现心悸胸闷症
状，重则遗留心肌病心衰，爆发性心肌炎则是其中最严重的
一种，死亡率高达 80% 以上。常见死亡原因为恶性心律失
常、急性心衰。去年的一天，一名才 33 岁的桂林伍姓小伙
子因持续心悸胸闷，来到医院急诊科就诊。经相关检查，医
生考虑该患者为急性心肌炎，将其收入 CCU 病房。随后，
患者病情加重，依次出现了心肌酶学进行性升高，急性心
衰，肺水肿，急性肾功能衰竭，而且呼吸异常困难，情况十
分危急。朱汉华带领团队立即给予患者呼吸机辅助呼吸，行
持续性床旁肾脏替代治疗（ CRRT ）。同时 IABP （主动
脉球囊反搏）辅助心功能，改善心肌供血，予 PICCO （经
肺热稀释和脉搏波形轮廓分析技术）监测血流动力学指标。
并给予药物抢救治疗。经过 2 周左右的抢救和治疗，伍先
生的病情终于得到控制，并转危为安。看到自己的亲人在朱
汉华团队的艰辛努力下，终于摆脱死神的纠缠，恢复活力，
重新享受生命的美好，伍先生年轻的爱人和对他牵肠挂肚的
姐姐都喜极而泣。

朱汉华介绍，治疗急性心肌梗死疾病，目前世界上最好
的方法就是在有条件的医院开展急诊介入治疗。南溪山医院
是国家认证的胸痛中心，开通绿色通道，实行急诊手术，争
分夺秒地与死神赛跑。这样的案例几乎每天都发生。朱汉华
说，自己作为一个心血管介入医师，会竭尽全力去挽救每个
患者生命。每当看到急性心梗患者得到成功抢救，就是他们
最开心的时刻。

精益求精 勇攀高峰

冠心病介入治疗挽救了许多胸痛患者。目前，精准介入治
疗是时代发展的需要。支架如何精确的定位，支架如何贴壁良
好，减少术后支架内血栓发生以及减少远期再狭窄，给冠心病
患者提供最优化的介入治疗方案，一直是朱汉华追求的目标。
在广西医科大学研读博士期间，朱汉华就系统地学习了冠脉
血管内超声(IVUS)技术。目前，南溪山医院也购入了全球领
先水平的冠脉内血管超声仪，使得朱汉华学的精准介入技术
有用武之地。

上个月，朱汉华接诊了一名姓侯的 80多岁老人，被诊断为
冠心病三支病变，不稳定心绞痛（高危），冠脉造影结果提示左
主干缺如，前降支开口显示不清，严重狭窄，前降支中段弥漫重
度狭窄。患者的真实血管直径难以判断，如贸然行支架术，可能
存在血管破裂、支架贴壁不好，远期容易出现心血管不良事件。
因此，朱汉华选择了通过冠脉血管内超声技术指导，准确地判
断了前降支真实血管直径大小、钙化严重程度，支架植入术后
再次进行了后扩张，效果令人非常满意。手术后，侯爷爷胸痛缓
解，安全出院。朱汉华说，在行冠脉介入治疗时，IVUS可以提供
真实的血管情况，使支架贴壁良好，减少远期心血管不良事件
发生。为此他不但自己精通技术，还要求介入医师都掌握、利用
好该技术，更好地为病人提供精准的介入治疗。

朱汉华介绍，在冠心病介入治疗中，仍有少部分难度系数
大的病例，其中就有慢性闭塞病变（CTO）,攻克复杂 CTO 病
变被认为是介入治疗的重要成就。凭着对冠脉解剖、CTO 病
理生理的精通，随着冠脉介入手术经验的积累，目前朱汉华对
CTO 病变总体的处理成功率达 85% 以上。近日，一名湖南道
县的老人苏奶奶慕名找到朱汉华，她被诊断为冠心病，心绞
痛，三支病变，其中前降支开口齐头断，完全闭塞。从造影来
看，存在钙化，闭塞段较长，闭塞时间较久远，还有自身海蜇头
样侧支循环；从专业角度来看，这个闭塞病变开通成功率较
低。朱汉华与患者及家属商量，告知可能的手术风险及替代治
疗方案。苏奶奶年龄大不愿意外科搭桥，要求朱汉华给她尝试
冠脉介入治疗。朱汉华以侧冠脉造影做参考，用大孔径的指引
导管做支撑，在微导管支持下，反复尝试不同硬度的导丝，最
后使用非常硬的 Conquest Pro 导丝结合 Fielder XT 导丝
平行交替。约 1 小时左右，最终导丝通过病变，继而球囊扩张，
支架植入，闭塞的血管血流恢复正常。苏奶奶非常高兴，免除
了外科开胸搭桥之苦，术后即可下床活动，心绞痛症状缓解，
微创介入真是给力。

“对于心血管疾病突发的患者来说，时间就是生命，能
够第一时间进行抢救，就多一份挽回生命的希望。”在朱汉
华博士的带领下，南溪山医院心内科二病区的全体医务人员
以心救“心”，与时间赛跑、与死神搏斗，抢救一个个突发
心血管疾病、徘徊在生死边缘的患者，为患者的生命和健康
保驾护航，赢得了患者的信任和口碑，也充分诠释了“厚德
精医”的南医精神。

以心救“心” 与死神搏斗的人
——— 记自治区南溪山医院共产党员、心内科专家朱汉华博士

人生就像一次旅行，不会总是一帆风顺。在
生命中遇到死神的挑战时，常常会显得脆弱无
力。这时候能遇到一位和蔼可亲、医术精湛的医
生，是每个患者共同的心愿。在广西壮族自治区
南溪山医院心血管内科二病区，就有一位这样的
党员医生。有介入手术，他必在导管室；有心肌
梗死急诊手术，他必亲身参与；有危重患者抢
救，他必在现场。他以一颗仁者之心、一颗博爱
之心，与患者风雨与共，默默地为患者的生命健
康保驾护航，他就是心血管内科二病区负责人朱
汉华博士。朱汉华年纪不大，但许多患者提起
他，都会竖起大姆指：“朱医生为人好、随和、
技术过硬，有他在我们放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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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人发病步履迟

交警有爱施援手
本报讯(记者陈静 通讯员陈震宇)7 月 18 日下午，在龙胜

县城街头，一位身体状况不佳的老人，在家人的搀扶下行走困
难。正在执勤的一位交警发现了，赶过来帮忙，不仅用警车将
老人送到家门口，还把老人背上了他住的三楼。民警的热心举
动获得了老人及其家人的称赞。

当天下午 4 时 15 分左右，在龙胜各族自治县县城兴龙中
路菜市场口，县公安局交警大队民警段新玉正在执勤巡逻，指
挥疏导交通。这时，一位满脸愁容的女子吃力地搀扶着一位步
履蹒跚的老人艰难行走着。面对川流不息的车辆，老人全身发
抖。

“当时老人脸色不太好，一旁的家属有些搀扶不住，我赶
紧上去询问情况。”段新玉发现这一情况后，立即走过去，帮
忙扶老人。女子告诉段新玉，她的父亲患有中风，平时一直在
家休养，此次瞒着家人偷偷出了门，在外面突然发病了，这才
叫来了家人。她正想着找辆摩托车把父亲送回家，观察一下再
决定要不要送去医院。

“老人年纪那么大又患病，还是我们用警车护送吧。”段
新玉得知情况后表示，老人乘摩托车太危险了，可以用警车将
老人护送到家。段新玉将老人送到家门口后，得知老人住在三
楼，于是又弯下身子背起老人上到三楼后才离开。

“真的太感谢交警同志了！”老人的家属对段新玉连声道
谢。老人激动地流下热泪，感激之情无以言表。之后，段新玉
回到了自己的岗位继续坚守。

本报讯（记者陈静 通讯员易丹）已经清理干净的墙面，
第二天又被乱涂乱画，如此反复几次，让工作人员很是头疼。
7 月 18 日晚，象山警方联合象山城管大队，查处了两名涉嫌
在公众场所胡乱涂鸦的人。

记者从象山警方了解到，近期，象山公安分局阳桥派出所
联合象山城管大队在辖区内开展创城工作清理整治时，发现象
山区南环路附近街道墙面、卷闸门被人多次乱涂乱写，虽然工
作人员进行了清刷，但清刷过的墙面、卷闸门次日又被涂写，
多处多次反复出现如此状况。

阳桥派出所民警立即展开调查取证工作。经侦查发现，两
名携带涂料、戴口罩的男子凌晨时分频繁在南环路附近出没。
民警查实二人身份后，随即将他们口头传唤至派出所。

经询问，二人称他们是学习艺术专业的，承认南环路附近
墙面、卷闸门的涂鸦是他们的“艺术创作”。二人从 7 月 10
日起，每天凌晨从解放桥沿滨江路，用自带涂料一路在墙面建
筑、店铺卷闸门上涂鸦。

阳桥派出所对二人进行了教育训诫后，移交相关执法部门
作进一步处理。

墙面门面反复被涂鸦

两名“肇事者”被揪出

▲为了进一步促进“廉政文化进校园”活动深入开展，弘扬廉
洁文化，筑牢廉洁意识，营造崇廉尚洁的良好氛围，近期，桂林市
崇善小学开展了以“清风拂校园 廉香入我心”为主题的书画、征
文比赛，弘扬廉政主旋律，增强师生的廉洁、反腐意识。

记者苏展 通讯员阳星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