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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 都 肛 肠 专 科 医 院 源 于
1851年，前身是黄济川痔瘘医
院，2012年升级为国家三级专

科医院，2013年成为国家临床
重点专科医院。

现在的成都肛肠专科医院

人才济济，拥有硕博士60余人，
中高级专业技术骨干300余人；
在学术研究上承担部、省、市、区

各级课题80余项。近几年，在国
际上，与多国的顶级肛肠专家建
立了友好交流协作和会诊机制；
在国内，与一众知名院校建立了
广泛的合作与患者会诊机制。未
来，医院将计划实现胃肠肛门疾

病为主的“大专科，小综合”的国
际胃肠专科医院；将便秘科做成
全国第一品牌；培养出一批具有
国际、西南、全省级别的医药学
专家。 成都商报记者 赵晨

图由医院提供

“最具柔情的女汉子”
十余载成肛生涯成就巾帼援藏传奇

“我第一次去援藏是2013年，向院
里主动请缨。当时没想太多，只知道藏
区人民需要我们，应该把医疗技术带进
藏区，让他们在家门口就能治疗肛肠疾
病。”汪丽娜瘦小，清丽且文气。用最平
静的语气，讲最不平静的事件。难以想
象这副瘦小的身躯曾在海拔高达3800
米的全国深度贫困县——炉霍，援藏3
年。“四川省对口援藏工作先进个人”、
“成都市锦江区党代表”……这一系列
的称号，足以证明她不俗的成绩。

汪丽娜的援藏之路，一开始
就走得艰难。2013年10月29日，
车队在即将抵达炉霍时，翻车
了，情况相当危急。包括汪丽娜
在内的三人被摔出车外10多米，
车辆当场报废，昂贵的救援物资

也损失若干。
千钧一发的时刻，瘦小的她

独挑大梁，将尚可使用的器材
清理出来，成功完成了剩余交
接工作。这次的惊险没有吓退
她，反而坚定了她的信念。2014

年4月，伤病初愈的她，不顾家
人反对，再次上路。信念只有一
个：“在藏区留下一支带不走的
队伍！”

炉霍肛肠科专家团队的办
事效率之高让炉霍县卫生局的

领导及其他援藏队伍刮目相看：
在不顾生命安危、不屈不挠的团
队几经波折终于抵达炉霍县人
民医院，安排好住宿后，肛肠科
上下立即投入准备工作，一切从
零开始。

20余场次的健康宣教；8次
针对县乡两级医务人员培训
讲座；成功举办“康北地区肛

肠适宜技术班、学术交流会”
各1次；帮助炉霍县人民医院
开 展 1-2 项 肛 肠 专 科 新 技 术
项 目 ；成 功 实 施 手 术 近 300
台。努力没有白费，炉霍肛肠
科于2015年12月成功获批为四
川省县级医院临床重点专科
在建单位，比计划足足提前了
一年。

汪丽娜是“最具柔情的女汉
子”。两个完全矛盾的词，在她身
上却鲜活地同时存在着。在她从

医二十年的生涯中，兢兢业业，
救治了成千上万的患者，特别对
于贫困病人，尽可能地为他们节

约医疗费用。
2015年，时年7岁的“大肚娃

娃”小冰，因先天性无肛门，长期

无法正常排便，送达医院时已病
入膏肓，家庭也举债累累。危难时
刻，工会主席汪丽娜倡议全院职
工为小冰捐款，并展开精心救治，

“大肚娃娃”逐渐痊愈。
“作为一名医者，向患者提供

力所能及的帮助，是对其信任的回
馈”。实际上作为黄济川痔瘘医学
第四代传人、四川省第三批名中医
继承人汪丽娜身上有无数的光环，
而近年来医院也涌现出了不少以
汪丽娜为代表的出类拔萃的医者。

刚毅：进藏就遭严重车祸，她还坚持二度援藏

柔情：成肛从未出现因病人无钱，而放弃治疗的先例

传承：成肛百年，目标是国际著名胃肠专科医院

工作中的汪丽娜

2018年8月15日
星期三

特7

邢叔星
成都市第五人民医院骨

科主任

陈梅
成都市第五人民医院呼吸

与危重症医学科主任

郎明健
成都市第五人民医院心

血管内科主任

刘恒
成都市第五人民医院普

外科副主任医师

检验科：
“快速、精细、准确和微量”，
才能得出最科学的检测结果

如果说微创手术是临床手术的特
色，那“微量”就是检验科的标准。“快速、
精细、准确和微量”，这是市五医院检验科
的发展趋势，也是检验科的“法宝”，为此，
检验科开展了更为精细化的检验工作。

“我们医院的检测主要有两个特
色。”罗宇鹏介绍，通过检查原始标本涂
片镜下检查，可以区分定值菌、感染病
原菌等。原始标本涂片镜下检查不仅对
诊断提供快速有价值的信息，对微生物
检验全过程能起到导向和领航作用。

送检标本的前处理，是检验科的另
一大特色。如何采集合适的标本送检，
这一步关系到检测结果能否帮助医生
判断病情，检验科会专门为门诊、住院
部的医护人员授课。同时，对于送检的
标本，检验科会进行清洗去除污染，避
免干扰检验结果，在检验中还会加入部
分酶，以促进病原菌的释放。

成都商报记者 王英 图由医院提供

成都市第五人民医院：
用“微创”为患者保驾护航

成都市第五人民医院，以微创技术和老年病综合治疗为特色，集医疗、教学、科研、预防、保健、康复、急救于一体。2017年，市五医院的门急诊量
达到130万人次、出院人数7.68万人次、手术量3.7万台次。市五医院辐射了温江、大邑、彭州、崇州、郫县、都江堰等区（市）县，服务人口近500万人。

该院的心血管内科、老年病科、泌尿外科为四川省甲级重点专科，妇产科为四川省医学乙级重点专科，呼吸内科和重症医学科为四川省医学甲级
重点专科建设项目，老年病科、微创外科、普外科、肿瘤科为成都市医学重点学科。

精准和微创，两者相辅相承，是医学发展的趋势。据了解，该院普外科，泌尿科，妇产科都是开展微创手术的元老科室，目前微创手术在该院所开展
的手术中占比8成以上。

微创进入骨科：
关节上、方寸间，
疾病无处遁形

据邢叔星主任介绍，很多老年人
都长期被关节炎带来的疼痛所困扰，
对于关节炎，很多患者并未加以重
视，多采取传统的治疗方法，实际上
并未及时减轻患者的病痛。随着医学
的进步骨科的发展，现在骨科手术已
经向着创口小、恢复快等优势发展。

而随着医疗技术的不断进步，一
种全新而又能有效规避上述缺点的
微创技术---微创膝关节单髁置换
术应运而生。

微创膝关节单髁置换术比传统
手术更为精准，避免伤害到正常关节
部位，相对于全膝关节置换，单髁置换
手术切口小，正常骨及软组织破坏小，
降低了大手术风险及并发症，缩短手
术时间短，术中出血少，术后疼痛轻。
单髁置换微创手术技术与全膝关节置
换手术互补，为患者提供了更多、更合
适的选择。

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
翻开危重患者

呼吸介入治疗新篇章

全麻下经硬镜行气道内肿瘤热消融术及支
架植入术，是呼吸介入治疗中难度最高的四级
手术之一，省内能完成此项手术的医院很少。

年已七旬的王大爷，患有慢性粒细胞性
白血病多年，又被确诊为肺癌，出现咳血以
及严重呼吸困难后入院后发现肿瘤已侵犯
大气道并造成气道阻塞达90%，若不尽快处
理，患者随时有可能窒息死亡。

全科医护人员讨论后，一致认为目前对
患者进行经硬镜行气道内肿瘤热消融术及
支架植入术是最佳措施。在陈梅统筹安排
下，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麻醉科、手术室、
设备科、采购办、医保科等多科协作，市五医
院为患者实施该手术，历时2小时打通患者
肿瘤阻塞气道，并顺利安放支架，让呼吸道
重新变得顺畅。

这次手术的成功，代表着呼吸与危重症医
学科在呼吸道危重患者抢救领域向前迈出了
一大步，陈梅主任带领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团
队顺利翻开了呼吸介入治疗新篇章。

心血管内科：
为急性胸痛患者
救治建设“高速路”

心血管病中，最危险的就是
急性心肌梗死，对于急性心肌梗
死患者来说，时间就是生命。

目前，及时通过介入手术
打通阻塞的血管是化解危机
的最好方法。为了缩短抢救时
间，挽救患者生命，成都市第
五人民医院成功打造了成都
西部区域唯一国家标准版胸
痛中心，开设了24小时绿色急
救通道，以最快速度对病人进
行抢救。

胸痛中心是急性胸痛患者
救治的“高速路”，优化了胸痛患
者诊治流程，极大地提升了抢救
成功率。郎明健主任表示，自行
前往医院的病人，可到急诊科胸
痛中心优先就诊；120接诊确诊
胸痛的病人，将直接进入导管室
进行抢救。

普外科：
借力“医联体”，

用“微创”保障成都西部居民健康

在成都市级医院中，普外科室规模
最大的就是市五医院。普外科分为5个病
区，其中胃肠外科就分为胃外科和结直
肠外科两个亚专业。在去年的一项四川
省市级医院服务能力排名中，胃肠外科
排名前三。

刘恒介绍，自从依托市五医院医联体
平台，建立起“城西消化病医联体”后，市
五医院胃肠外科成为了个医联下级单位
疑难胃肠疾病的首选转诊单位，成都城西
的500万居民的胃肠健康有了保障。目前，
胃肠外科疾病主要采取微创手术为主。

微创手术在胃肠疾病方面的运用更
为广泛，以胃癌为例，常规胃癌根治术需
在患者上腹正中切较长切口，由于腹腔创
伤大、出血多，术后胃肠功能恢复慢。而行
腹腔镜下胃癌根治术，仅需在病人腹壁上
开小切口，取出病变组织就可以完成，具
有创伤更小、胃肠道干扰小、出血少、术后
病人恢复快、术后并发症少等优势。

罗宇鹏
成都市第五人民医院检验

科副主任检验技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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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老托老
●失能老人病人医养护84386875

声明·公告
●更正：8月13日成都金控置业有
限公司在商报刊登的资产出租公
告日期应为2018年8月10日。
●成都鼎实材料有限责任公司不
慎将增值税税控系统金税盘、锐
控盘、报税盘遗失，特声明作废
●经建生（员工卡号：60133536）
因长期旷工，已严重违纪，成都
公交集团东星巴士有限公司将
与你解除劳动关系；赵锴（员
工卡号：60127615） 因长期旷
工， 成都公交集团东星巴士有
限公司已与你解除劳动关系。
请各位于2018年8月24日前回
公司办理相关手续， 逾期将按
相关规定处理。
●成都新恒达包装有限公司
公章（编号：5101006081949）
遗失作废

●四川嘉越投资有限公司于
2017年12月28日向龙秋池开具
的合同款收据，收据编号：NO.
2056829，遗失作废！

●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 郫县
天行健保健品经营部，注册号：
510124600107459，经营者姓名：
付姣，营业执照正、副本遗失，
声明作废。
●周小红持有的由四川省食品
药品监督管理局颁发的执业药
师注册证， 编号511216011522，
于2018年8月9日，遗失作废

● 招租公告
现有我公司（成都兴城人居地
产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位于成
都市高新区天和东街29号1栋1
层1号 （408.04㎡） 和3层1号
（603.88㎡）、2号（613.23㎡）；
2栋1号（85.36㎡）、4号（81.20
㎡ ）、5 号 （82.10 ㎡ ）、6 号
（113.64㎡）、9号（113.86㎡）、
11号 （81.14㎡）、12号（99.86
㎡）、13号 （170.05㎡）、14号
（175.93 ㎡ ）；3 栋 3 号（45.21

㎡ ）、4 号 （36.92 ㎡ ）、9 号
（46.57㎡）、11号（47.01㎡）；5
栋3号（107.54㎡）、6号（105.88
㎡ ）、7 号 （132.79 ㎡ ）、8 号
（132.77㎡）、9号（105.91㎡）、
12号 （88.63㎡）、13号（138.51
㎡）、14号（122.10㎡），商业物
业进行分零招租， 本次招租标
的物概况具体详见成都市公共
资源交易服务中心官方网站：
http://www.cdggzy.com

● 解除合同公告
冯林先生：
我公司与您于2018年1月16日
签订了《锦尚天华5栋1层3号商
业租赁合同》（以下简称：租赁
合同）， 您未按照租赁合同第
2.3.3和4.1.1条约定， 向我公司
支付首期租金2018年2月18日
至2018年8月17日，共计人民币
45166.8元（大写人民币：肆万
伍仟壹佰陆拾陆元捌角）。经我

公司多次书面催收， 您至今仍
未支付前述租金， 您的行为已
经严重违反了租赁合同的约
定。 现我公司根据租赁合同第
10.2.6条约定，单方解除租赁合
同并收回租赁物业， 我公司将
继续保留诉讼及其他方式，严
格追究您的违约责任及全部损
害赔偿责任。特此公告
成都兴城人居地产投资集团有
限公司 2018年8月14日

●成都益大投资有限公司，开户
银行:成都银行锦江支行，账号:
1001300000177173，编号为0321�
203849的支付密码器遗失作废。
●新都大丰悉尼湾招聘物业，报
名时间：18年8月15日至8月19日
12点止。电话：13981887802杨，
13668270378文。

招 商
●医院转合作托管1398190995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