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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小时采集2.5万余份样本
“成都速度”的背后，是一院担当

本轮疫情发生后，截至7月30日8
时，成都市已完成重点区域相关人员
核酸检测38万余人，结果均为阴性。
其中，市一医院7月28日17时向高新
区派出支援的30名医务人员，到29日
凌晨就完成了1.5万余例的采样任
务。

8月3日，高新区启动新一轮大规
模核酸检测，市一医院再次派出118
名医务人员，凌晨4点集结，经过18小
时的奋战圆满完成2.5万余人的采样
任务，样本检测均为阴性。

8月10日，高新区最后一轮大规
模核酸检测由市一医院负责，共计派
出82名医务人员，早晨6点集结，经过

8个小时的奋战，高效、有序、圆满地
完成了1.9万余人次的采样任务，样
本检测均为阴性。

市一医院医务部部长刘麟娟介
绍，针对核酸采样及检测工作，医院提
前制定完备的应急方案；提前持续培
训核酸采样人员，组建起一支200人的
核酸采样“熟手”队伍；提前筹备充足
的核酸检测相关物资；提前开展核酸
检测实验室抗压训练；提前与所在地
社区联合预演……这一系列“提前”，
使医院在面临突发状况，尤其是大规
模核酸检测任务时，能够迅速反应，实
现“平战结合、随时转换、立即出发、圆
满完成任务”，为城市守好安全线。

七大疫情防控体系
五个“第一”应急处置
市一医院不断创新，织密织牢防控网

本轮疫情发生后，网上流传着
“市一医院被封闭、去了健康码会变
黄”等谣言。医院充分借助新媒体渠
道迅速辟谣，并喊出“大可不必，该来
就来！放心、安心！”的口号。

市一医院罗俊副院长表示，医院
在第一时间敢于给市民有底气的承
诺，除了看得见的三通道管理、三级
预检分诊、健康监测等有形措施之
外，在看不到的地方还有一系列创新
医院感控管理制度。比如针对医疗废
物管理、清洁与消毒管理等院感重点
专项管理，按部门分区包片的责任新
体系、“规范化+标准化+全程证据
化+现场培训督改”的管理新模式、

“日查日改日清日报”的清单制工作
新方式，以及以持续改进为导向的效
果评价与考核反馈的督导新机制，做

到疫情防控工作“事事有人管，事事
管得有成效”。

脱下防护服，走进空调房
市一医院高温战疫下的“成都温度”

盛夏高温，医务人员身穿防护服
闷热异常，却依然坚守在一线岗位，
非常辛苦。市一医院院长陈泽君介
绍，医院针对这样的情况，很快科学
制定了疫情防控一线工作人员轮岗
轮休制度，合理动态调配岗位，如高
温环境工作必须两小时换岗休息等。

医院紧急采购了四川公立医院
首个“方舱核酸采集工作站”，让一线
人员能够脱下防护服走进空调房，冷
风机、降暑冰块齐上阵，改善烈日下
的工作环境。还充分发挥医院的中医
药优势，为不同岗位的工作人员分别
派送清凉消暑茶。

互联网+中医药：
有特色的“一院打法”

市一医院作为成都市中西医结
合特色的龙头单位，长期以来扎实推
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市一医院
中医药发展推进办公室主任秦悦思介
绍，本轮成都疫情发生以来，医院启动
了院科两级的培训，针对省中管局下
发的《四川省新冠肺炎中医药预防方
案》，指导临床医师积极使用中医药参
与新冠防治，并在患者中进行推广。

医院开通了绿色通道，向患者提
供中医药预防服务，中医门诊、治未
病中心、疼痛针灸科等科室均提供

“免挂号费，优先开具新冠肺炎中医
预防处方”的服务。医院还开了线上
直播，通过官方公众号推送防疫抗疫
信息，并贴心地为广大市民朋友提供
线上、线下两种获取新冠中医预防汤
剂的服务。

截至8月11日，已有1200余名患者
及一线工作人员辨证使用了新冠预防
中药，医院还向成都市内机构及个人
提供中医药预防服务共计2万余人次。

市一医院用温情守护“安全”，用
速度筑起“城墙”。同心战疫，我们在
一起！ 刘韵笛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杜玉全

奋斗宣言：
合力合力同心抗疫情同心抗疫情
共克时共克时艰践初心艰践初心

高温战疫高温战疫！！
成都市第一人民医院的

“成都速度”和“成都温度”

7月27日，成都新增报告本土
确诊病例的消息，宛如一颗石子，破
开了蓉城平静的湖面，一场“城市保
卫战”就此展开。当日，成都市中西
医结合医院·成都市第一人民医院
（以下简称“市一医院”）发热门诊筛
查1例患者核酸阳性，作为镇守城市
南大门的三甲医院，市一医院迅速行
动，快速、精准、细密地打了场“一院
式防控战”，彰显医院的责任与担当。

8月12日，成都市中风险地区
全部清零，本轮疫情中市一医院成
功处置3例核酸阳性患者，为全市
打赢这次疫情“遭遇战”赢得了时
间。市一医院院长陈泽君表示，医院
用速度织密“防控网”，用担当筑牢
“防控墙”，未来也将继续为广大市
民朋友守好这道防线。

派送清凉消暑茶

时光荏苒，岁月如歌，走过峥嵘
岁月，成都市第三人民医院迎来自
己风华正茂的80周年华诞。

建成全川首个以钟南山命名的
院士创新工作站，创建“国家高级卒
中中心”，建设四川省甲级重点学科
心内科，消化内科挂牌“成都市消化
系统疾病研究所”……80年来，市三
医院累计建成省、市级重点学（专）
科及实验室29个，自然科学基金累
计数居全市市级医院首位，科研成
果居市级医院首位。

时光匆匆，80年光阴在历史长
河中不过短短一瞬，但对市三医院
而言，却足以描绘出一幅波澜壮阔
的画卷。

生于乱世生于乱世 肩上责任永远铭记

奋斗宣言：
大医仁心大医仁心凝神聚力凝神聚力
薪火相传薪火相传共创未来共创未来

生于山河破碎、民族危亡的抗
日战争时期，市三医院先贤们怀抱
国耻的苦楚、时代的阵痛和救世济
民的宏愿，开创了医院发展之路。

抗日战争打响，1938年，战区大学
内迁成都，“中央大学”医学院、华西协
合大学、齐鲁大学在四圣祠的仁济医
院组建“三大学联合医院”，由中大医
学院院长戚寿南任总院长——这就是
后来的成都市第三人民医院的雏形。

新中国成立后，满目疮痍、百废
待兴，“抗美援朝”战争打响。医院积
极组织志愿者医疗队奔赴前线，共
克时艰。市三医院的前辈们勇立潮
头、志坚行苦，将“全心全意为人民
服务”的精神落到实处。

一砖一瓦，诉说岁月变迁；一人
一物，见证沧桑岁月。一代又一代三
医院人的拳拳报国心、漫漫求索路、
温暖大医魂都定格在这历史画面中。

1954年10月，经中共成都市委批
准，市三医院成立了第一个党支部。当
时的支部成员只有5人，但麻雀虽小五
脏俱全，竖起了引领发展的大旗。

至2018年6月，市三医院以“围绕
中心抓党建、抓好党建促发展”的思
路，成立发展委员会，开启由党委领导
下的院长负责制新篇章。

一个个先进党员在历史沉浮中涌
现，以身作则引领科室发展，全心全意
服务人民。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开始以来，
有11年党龄的市三医院院感部部长、
医务部部长郭华，一直一心一意扑在
防控工作中，无论是白天还是黑夜，她
的身影总是出现在防控第一线。从排
查院内传播风险点，到优化发热患者
诊疗流程，从风险管理到措施落实，形

成全院疫情防护网。在接到大规模核
酸检测任务后，她几乎每天工作都超
过12个小时，是疫情防控一线名副其
实的“拼命三郎”，切实发挥了一名党
员的先锋模范作用。

党龄超过20年的刘雁军博士是市
三医院普外科副主任（主持工作）、胃
肠微创中心主任、肥胖与代谢性疾病
中心主任。从医生到学科带头人，他努
力实现自己的角色转变，虽然主持工
作才短短8个月，但一向温文尔雅的刘
雁军，已展现出坚毅果敢的魄力和国
际战略眼光。2020年，科室成功申报成
都市高水平临床重点专科建设项目。
作为一名“老党员”，刘雁军身先士卒
发挥模范带头作用，让普外科所属减
重代谢外科、胃肠外科、肝胆胰外科、
血管外科、腹壁疝外科等亚专业跻身

国内一流学科。其中，外科代谢减重手
术量更是位居全国之首。

填补了耳鼻喉科诸多技术空白的
张建辉、投身于卒中中心建设的柳华、
率先在省内建了医联体内“1+1+N”5G
远程超声质控会诊系统的任周鸿、率团
队完成全省首例“全胸腹主动脉替换
术”的罗勇和程力剑、“2020年度改善医
疗服务突出贡献工作者”吴剑、致力于
ITP规范诊疗中心建设的谭竞……

一个又一个党员，身体力行，写下了
作为医者的承诺，彰显了作为先锋的引
领力量。因为成绩突出，成都市第三人民
医院院党委、骨科党支部、呼吸胸外党
支部更是荣获了市卫检系统“先进党组
织”的荣誉。市三医院党委书记徐俊波
表示，医院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
发展思想，让患者真切感受到“温度”。

传承历史，扬起新帆。
80年的发展时光，还有值得铭记

的一名又一名优秀医者。他们如群星
璀璨，书写出市三医院全体医护人员
的奋斗与拼搏。

说起梁益建博士，人们最快联想
到的就是“天线宝宝”——脊柱畸形患
者。不同的是，市三医院骨科收治的大
多患者都是极重度脊柱畸形，伴极重
度混合性呼吸功能障碍，早已超过脊
柱外科学上的手术治疗禁区，没有文
献可以参考。梁益建主任通过自己的
钻研，发明了一种可以通过脊柱牵引
使脊柱畸形变小的外固定架，打破了极
重度脊柱畸形无法手术矫正的“禁区”。

道孚县作为高海拔地区，平均海
拔3245米，年均最低气温-14.3℃，冬
季异常寒冷。2020年1月24日道孚县发
现新冠疫情。2月10日，接到省卫健委
通知的市三医院成都市呼吸健康研究
所副所长、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科室
主任李国平教授第一时间接受任务，8
小时舟车劳顿后，直奔疫情防控指挥

部接手工作。在高级专家组与当地医
务人员的通力合作下，探索出高海拔
地区新冠肺炎治疗方案。至今，他仍旧
作为专家组成员，为成都的防疫工作
贡献着自己的专业力量。

房颤射频消溶手术成功率如何突
破50%？近20年时间，全球医学界并没
有给出一个明确的答案，但市三医院
心内科刘汉雄打破这一“梗阻”。最近
两年，刘汉雄带领的市三医院心内科
对慢性房颤患者的一次性射频消融成
功率高达80%-90%！当所有专家都遭
遇射频消融手术成功率瓶颈的时候，
刘汉雄决定去研究一种全新的手术方
式。他提出了一个理念：找到引发房颤
的靶点，用个体化的、精准的手术方式
去消灭靶点，根治房颤，以取代传统的

“广撒网”式的非个体化手术方式。
“喊破嗓子，不如做出样子”，是普

胸外科杨懿履职以来坚持的工作作
风。从医16年来，杨懿一直用行动践行
共产党员的铮铮誓言，得到了组织的
充分认可和群众的高度赞扬。2018年，

杨懿率领团队联合呼吸与危重症医学
科、肿瘤科、放疗科等多科室，在市级
公 立 医 院 范 围 内 首 先 组 建“ 肺 癌
MDT”团队及“多学科肺结节诊治中
心”，2020年，他又牵头肺癌诊治多学
科团队在全市公立医院中率先剑指

“肺癌全程一体化诊治”，致力于通过
MDT团队的协作，为患者带来最精准
的个体化高质量诊疗。

医学科学的推陈出新，源于市三
医院全体医师面对医学难题的执着，
源于“博极医源，精勤不倦”精神指引
下的孜孜以求。引领时代的同时，也缔
造了医院发展的高峰。

而后，三医院人还将继续以学科
提升战略、人文医院战略、智慧医院建
设战略、质量提升战略以及科学管理
战略作为奋力前行的“五驾马车”，推
动医院高质量建设发展取得实效，通
过不断提升医疗治疗、优化服务链条、
完善服务流程，满足人民群众多层次、
多样化的健康需求。 郑雅晨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杜玉全

党建领航党建领航 办一家为民服务的温度医院

凝心聚力凝心聚力 他们是引领学科发展的“最美医师”

梁益建（左）

刘雁军（右一）

成都市第三人民医院

成都市第成都市第三人民医院三人民医院：：
风雨兼程80载 砥砺昂扬再奋进

技术革新：
五年的奋斗，
打造出国家级盆底医学健康培训基地

市六医院盆底康复中心的诞生，
源自6年前，当时市妇产科的发展遇
到瓶颈。作为科室“领头羊”，何雯主
任开始思考，究竟应该如何突破瓶
颈，继续推动科室快速发展？

一开始，何雯主任召集科室的所
有成员，将门诊 3000 多份病历进行
整理分析，“妇产科的病人很多需要
基础疾病的治疗，其中盆底康复占很
大一部分，但本地大部分医院的盆底
康复在当时才刚刚起步，还处在摸索
阶段，做得好的甚少。”于是，何雯主
任前往全国各大知名医院考察，经过
多次考察和分析后，她向院领导交了
一份郑重的申请：创立盆底康复中心。

盆底康复虽属妇产科领域，但有
独特的技术特点，从零开始做绝非易
事。在何雯主任看来，提供高质量服
务的前提，自身的技术必须过硬。“刚
起步时很难，设备少，人员不专业，我
争取各种机会把人派出去学习。”何
雯主任说，科室的学习氛围非常浓，
大家都用空闲时间学新技术。

此外，何雯主任鼓励大家选择一
个感兴趣的亚专业深入研究，努力将
每个人培养成领域专家。又根据病人
的需求，将盆底康复中心的项目进行
细化，通过个性化的诊疗康复方案来
服务广大女性，很受女性欢迎。

如今，盆底康复中心已扩大至多
间治疗室、8台机器、5大治疗项目。越
来越多的医生护士到此进修，一个“国
家级盆底医学健康培训基地”就此诞
生。随着技术的加强，整个科室的疑难
重症疾病处理能力也在逐渐提升。
2017～2019 年何雯主任率领团队连
续荣获成都市妇幼健康技能大赛产科
出血抢救组二等奖，2018年科室被授
予“成都市危重症产妇救治中心”，在
新冠肺炎防疫期间，全面承担了成华
区疑似新冠肺炎孕产妇救治工作。

服务升级：
以病人为中心
盆底康复走进居民家中

几天前，一位 80 多岁的婆婆由
于子宫脱垂，急需进行盆底康复治
疗，但其行动不便，根本无法下床，何
雯主任得知后，一下班就立马带领团
队成员去婆婆家帮她治疗。这是何雯
主任上任后启动的一项新举措——
家庭延伸服务，将服务做进病人家
里，有求必应。

据了解，市六医院是四川省公立
医院中第一家开展此项服务的医院，
也是第一家将盆底康复带进病人家中
的医院，只需要一通电话，就能预约医
生上门进行子宫复位。何雯主任认为，
病人不仅希望在院内得到优质服务，
更希望在院外也能得到专业的帮助。

艰辛的付出换来了回报，以前留
不住的病人，现在自己找上门来，门
诊量在6年间增加了好几倍。而此项
家庭延伸服务，更是荣获 2019 年国
家卫健委改善医疗服务特别竞技赛
全国卓越案例 20 强、四川省医疗行
业年度创新奖。

继续前行：
发展学科特色，强化医疗服务
做好区域健康守护者

几年时间，市六医院盆底康复中
心迈着大步伐前进，通过精湛的技
术、温馨优质的服务、满意的康复效
果，赢得了广大女性朋友及家属的好
评，而它所在的妇产科也在外科系统
连续三年排第一。当被问及为何会有
如此大的突破时，何雯主任直言：“这
一切离不开院领导的大力支持以及
同事不遗余力的奋斗。”

纵观盆底康复中心的发展和妇
产科的升级，其实就是整个市六医院
的奋斗群像。正是因为有了如何雯一
样的奋斗者，市六医院才能在 70 年
间打造出肝胆外科、心血管内科、神
经内科、肾脏内科等知名科室，并创
立了市级医院里数一数二的全科中
心和眼科中心。

谈及医院未来规划，市六医院党
委书记刘勇表示，将继续勇担社会责
任，积极落实与中通公司的合作，以
党建引领业务发展，结对共建促进老
年友善服务提升，方便老年患者就
医，再次提高医院整体服务质量，解
人之痛，暖人之心。同时，差异化发展

“一院三区”的学科特色，通过围绕抓
学科建设，提升内涵质量，推进高质
量发展，打造具有专科特色的大型三
级综合医院，成为患者心中“最温暖
的一盏灯”。 代文静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杜玉全

成都市第六人民医院成都市第六人民医院：：
打造国家级

盆底医学健康培训基地
奋斗宣言：
勇担社会勇担社会责任责任
成为患者心中成为患者心中

““最温暖的一盏灯最温暖的一盏灯””

近年来，大众的健康观念和健
康意识开始改变和加强，尤其是女
性群体，以前许多难以启齿的妇科
疾病发病率通过预防和保健都有了
改善。高质量地满足逐渐增大的女
性健康需求，成为摆在大部分医院
面前的课题。

作为成华区大型三级甲等综合
医院，成都市第六人民医院（以下简
称“市六医院”）率先在2015年成立
盆底康复中心，经过几年的不懈努
力，成为了全省公立医院中产后康
复项目最全面、最专业的盆底康复
团队之一，2020年12月荣获中国
妇幼保健协会授牌的“全国盆底分
级诊疗项目暨盆底康复医学健康培
训基地”。

六医院盆底康复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