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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88年毕业于华西医科大学以来，神经外科专家贾
映海教授已经从事神经外科临床、教学和科研40余年。贾映
海教授不仅是成都西南脑科医院神经外科专家，也是四川省
知名神经外科专家，同时也是成都市有突出贡献的优秀专
家，在三叉神经痛、面肌痉挛、面瘫、脑血管病、颅内肿瘤、脑
动脉瘤等神经疾病的神经外科治疗方面有相当造诣。

“对于一名神经外科医师来说，最重要的，莫过于练
就精湛的医疗技术”，贾映海教授如是说。为了练就过硬
技术，贾映海教授时时重温医学解剖标本，神经在哪？如
何走？对神经构造了如指掌。虽然已经60多岁，仍然坚持
学习，为了学会CRAS机器人辅助手术，贾映海教授硬是
通过一次次反复试验，终于攻克了一个个技术难关，熟练
掌握了最新的机器人辅助手术。

脑膜瘤切除手术是神经外科最难的四级手术，有一
位72岁杨姓大爷患了脑膜瘤，找到贾映海教授时右下肢
已经不能正常行走，且眼睛视物有重影，如果脑膜瘤继续
发展，最终将会导致瘫痪，甚至是引起死亡。贾映海教授
组织团队为患者实施了脑膜瘤切除手术，在显微镜下一

点一点分离血管，终于将脑膜瘤完全切除，并且还完整地
保留了正常功能区，整个手术圆满成功！

一直以来，贾映海教授以“对技术精益求精，对病人
有求必应”严格要求自己。他说，敬畏生命，对生命负责，
不仅仅为自己，更是为了病人。

2018 年 10 月，市民翘首期盼的
“妙手仁心·金口碑好医生”终于落下
帷幕，一份经由市民投票＋专家评审
得出的成都寻医榜，交到市民手中。

在这份榜单中，一家位于成都市
金牛区和成华区交界的公立三甲医
院引起记者的注意，成都医学院第二
附属医院·核工业四一六医院（以下
简称核工业四一六医院）也许并没有
其他省级三甲医院名气大，但该院包
括内科与外科在内的 8 个科室荣登
专科专病榜，其中该院骨科副主任医
师肖国庆荣登第六届“妙手仁心·金
口碑好医生”骨科十强好医生。

走进位于第一住院部 7 楼的核
工业四一六医院骨科，一出电梯，墙
上挂着一个长方形的白板，上边用楷
体写着14行7字诗，描述来自广东揭
阳一位蔡姓老年人，在四处求医无效
后，来到核工业四一六医院治疗他的
强直性脊柱炎，术后康复能够挺胸抬
头的经历和心情。“自信十足赛武松，
感恩医院各同仁，人间大爱胜亲人。”
他在这封特别的感谢信中写道。

是什么原因，让这家医院骨科获
得了市民的广泛投票和专家的认可？

特色一：专设老年骨病病区
风险、难度高的，恢复周期长的
患者，我们收了！

随着人口平均寿命的延长，老年
人在人群中所占比例逐渐上升。与之
相应，以老年性骨质疏松症等代谢骨
病为代表的老年性骨病发病率亦高。
核工业四一六医院骨科主任、主任医
师钟喜红介绍，老年性骨病已经是威
胁老年人生命健康的一大杀手，特别
是髋部骨折，有统计，老年人髋部骨
折及其并发症造成的死亡率高达
20%，而幸存下来的患者致残率竟高
达 50%。但对应的现实确是：私立医
院没有治疗能力，公立医院医疗资源
有限，大部分医院并没有设立单独给
老年人看骨病的专业，导致很多老年
人得不到妥善的救治。

面对这样的形势下，钟喜红有一
个想法，“医院有儿科、有妇科，既然

能够以性别、年龄作为分科依据，为
什么不能做老年骨科呢？”

2012年，核工业四一六医院骨科
老年骨病病区成立，据介绍，在全国
范围内的公立三甲医院来说，专门开
展老年性骨病的医院几乎没有，核工
业四一六医院走在了前列。骨科开设
老年骨病病区，与内科、麻醉科、康复
科等相关科室以及护理部联动，收治
了大量老年骨病患者，该院骨科老年
病病区在老年骨病患者中积累了不
错的口碑，特别是严重骨质疏松骨
折、骨关节和颈腰椎退变领域有着丰
富的临床经验。

正在说着，钟喜红拿出来一张类
似银行卡的小卡片，上标有“416医院
老年骨病就诊卡”。据他介绍，凡是第
一次来看老年骨病的老年人（男性身
份证登记年龄 60 及 60 岁以上，女性
身份证登记年龄55岁及55岁以上），
都会领到这样一张卡片，它有啥功
能？这就是享受核工业四一六医院老
年骨病绿色通道的 VIP 卡，有了它，
老年患者再来就无需挂号，直接拿卡
找医生，晚上或者周末，也可以拿卡
找医生就诊。据介绍，目前已经发放
了上万张老年骨病就诊卡，越来越多
的老年人享受到了这项专属服务。

特色二：脊柱矫形专业
是看病，更是一项公益事业

脊 柱 矫 形 专 业 由 留 美 博 士 、
“2016年度《感动中国》人物”梁益建

主任医师具体负责。在成都，规模化
治疗脊柱畸形患者的，核工业四一六
医院是第二家。

在骨科的楼上，8楼一整层都是
脊柱矫形专业，据钟喜红介绍，目前
有 51 名病人在这里接受治疗。来到
八楼，走廊里走着几位带着头盆环
牵引的脊柱畸形患者，病房里明亮
整洁。

在这里治疗的患者，都是脊柱侧
弯130°以上、四处求医无门的重度
脊柱畸形患者。“脊柱畸形手术的风
险大，疗程长，很多医院都不愿意接
收。”但是，脊柱畸形改变的不仅是形
态，脊柱畸形相伴的心肺功能差，比
如呼吸衰竭、心脏衰竭，不断侵蚀着
人的生命。核工业四一六医院骨科
2012年开始脊柱矫形专业，专门治疗
各种复杂脊柱畸形，特别对强直性脊
柱炎后凸畸形和后凸超过135°的重
度僵硬性脊柱畸形，总结了一整套理
论经验，并在此基础上突破脊柱矫形
领域的禁区，完成了数十例180°后
凸畸形的矫形手术。

“脊柱畸形患者不少来自山区和
贫困的农村，家庭条件困难。”为此，
医院与专门针对资助脊柱侧弯贫困
人群的“智善公益基金会”合作，治疗
上，用专业的医生和人性化的服务帮
助患者，在费用上，也解决了他们的
燃眉之急。钟喜红认为，和其他职业
讲究经济效益不同，做医生更是要做

“善事”，在他眼中，这更是一件有意
义的社会公益事业。 （赵立莹）

曾有医界名医言：病人是医生最好的老师。成都西南
脑科医院功能神经外科主任、医学博士张涵，无疑也是一
位以患者为师的神经外科“高手”，对射频及交感神经阻
滞术对头晕头痛、三叉神经痛的手术治疗，对脑瘫癫痫外
科评估、迷走神经刺激术（VNS）手术等有较深造诣，积累
了丰富临床经验。

神经外科游走于生与死之间，神经外科手术就像是走钢
丝，这就要求做到“精致、精巧、精细、精确”。张涵博士强调，神
经外科手术要有预判性，要做到心里有数；还要有应急机制，
把准备功课做足做好；也只有这样力求完美，才能把神经外科
手术做到“漂漂亮亮的，稳稳当当的，尽可能减少并发症”。

技术完美追求，永无止境。疼痛科是一门新兴专业，从
业人员神经外科医生很少，但是“无神经无疼痛，归根到底
是神经系统疾病”。因此，张涵博士带领团队把感觉障碍
（含疼痛）治疗作为主攻方向之一。两年来，在成都西南脑
科医院全院医护人员的共同努力下，完成了一千多例疼痛

病例，涵盖了开颅微血管减压术、CT引导下丘脑痛、脑血
管后遗症身痛、脊髓损伤后疼痛三叉神经痛、翼腭神经痛
等等，通过微创治疗，可以帮助患者缓解痛苦。 （王英）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医院不
在大，有强学科则行。”学科的发展是医院核心竞争力的
体现，更是专科医院发展壮大的一大“法宝”，以专业治疗
结石病享誉全川的四川结石病医院正是其中的佼佼者。

四川结石病医院从第一例复杂性铸型结石手术开
始，到如今微创取石年手术量稳居全省前列，该院开展的

“纤维输尿管软镜碎石取石术”、“三镜联合微创保胆取石
术”也成为了患者口碑相传的金牌技术。鉴于医院在微创
取石领域所取得的突出成绩，2011年卫生部曾授予该院

“医院改革创新奖”。
四川结石病医院瞄准国际学科发展前沿，以肝胆外

科、泌尿外科两大优势学科为基础，积极吸纳结石诊疗领
域的拔尖专家加盟，以当前领先的结石微创介入治疗为
技术竞争力，成熟开展了包括三镜联合微创保胆取石术、
纤维输尿管软镜取石术、经皮肾镜取石术、输尿管硬镜碎
石取石术等微创取石手术。

在国家手术分级目录中，经皮肾镜手术、回肠代膀胱
术、肝叶切除术等，都是最高难度的四级手术，以经皮肾
镜取石为例，手术的关键是在患者腰部穿刺建立碎石取
石通道，稍有不慎可损伤肾脏大血管，引起大出血等危险
事件，对专家的要求非常高。在四川结石病医院，通过严
格的手术路径把控和流程管理，手术质量得到保障。

据了解，四川结石病医院泌尿外科围绕着四川十大
外科名医常立高教授、著名微创腔镜保胆取石专家何明

刚主任为核心，培养了大量结石医学人才，西南结石微创
技术医师培训基地和西南结石病研究院临床基地都设在
该院。医院还与北医三院、上海东方医院等国内大型三甲
医院的专家协作，开展学术交流、技术协助、远程会诊，并
与国外前沿结石诊疗技术保持同步。

业精于勤，四川结石病医院创出了以微创内镜碎石
取石手术为特色的品牌。近几年来，该院泌尿外科年均完
成泌尿结石住院手术3400多例，远超一般三甲医院泌尿
外科总手术量，居全省同行业前列。其中，年均完成输尿
管软镜碎石取石术近1000 例、经皮肾镜碎石取石术400
余例、输尿管硬镜碎石取石术800余例，此外，医院累计完
成保胆取石手术超1.1万例，高居国内前列，成功跻身全
省结石诊疗的第一梯队。

由于技术过硬，四川结石病医院被三甲医院所青睐，
成为成都军区总医院、成都市第三人民医院、成都大学附
属医院、四川省中西医结合医院、中铁二局集团中心医院
的双向转诊医院，成为多家医院结石病专科技术交流与
协作的纽带。

在四川结石病医院的病房走廊里，挂满了患者及家
属们赠送的600多面锦旗，这既是对医生们高超医术的赞
誉，更是医院依托学科建设打造良好口碑的成果。

时至今日，四川结石病医院苦练“内功”，奋力砥进推
进结石医疗技术水平攀上了新高度的同时，赢得了广大
患者的肯定与好评！ （杨乔）

核工业四一六医院：
在医者面前，每一位病者都值得认真对待

成都西南脑科医院：
一切以病人的需求为出发点

13
2018年10月26日
星期五

有时，去治愈；常常，去帮助；总是，去安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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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著名神经外科专家高立达教授曾言：“对技术精
益求精，对病人有求必应”。在近日成都商报四川名医举
行的“第六届妙手仁心·金口碑好医生”评选中，高立达教
授的高徒、成都西南脑科医院神经外科专家贾映海教授
和该院功能神经外科主任张涵博士成功进入第六届“妙

手仁心·金口碑好医生”神经外科十强好医生榜单。
脑疾病通常表现症状复杂多样，不仅对患者的身心

健康危害极大，更是给患者整个家庭带来痛苦和经济、精
神压力。贾映海教授、张涵博士一致认为，“无论技术多
高，都要以病人的需求为出发点”。

“敬畏生命、对生命负责，不仅仅为自己，更是为了病人”
——成都西南脑科医院神经外科专家贾映海

“医生给予病人的，首先是爱心，然后才是治疗”
——成都西南脑科医院功能神经外科主任、医学博士张涵

追肝胆医学变革 扬保胆取石之光
记保胆取石名医、四川结石病医院肝胆二科何明刚主任

他身上透着儒
雅，低调中藏着一丝
若隐若现的锐气。这
位看似波澜不惊的
优雅书生，却是一名
正值外科医生巅峰
年龄的“保胆取石”
网红医生。他就是四
川结石病医院肝胆
外科何明刚主任，荣
获第六届“妙手仁
心·金口碑好医生”
肝胆胰外科十强好
医生称号。

每天在手术室
里过着“刀光剑影”
的日子，而他却一直
保持着低调的风格。

关于胆结石的治疗，何明刚主
任追溯到了 1882 年，德国医生 Lan-
genbuch 提出了“胆囊是产生结石的
温床”学说，在这基础上产生的“胆
囊切除术”被外科医生沿用，也为中
国百姓所熟知。此后长达100多年的
临床实践中，全世界的外科专家从
未停止对胆囊功能的研究和切胆取

石的质疑。
最初了解“保胆取石”时，何明刚

主任已经在三甲医院肝胆外科做了8
年多的手术医生。那时，以北大一院
保胆取石“创始级”专家张宝善教授
为首，拉开了长达25年的从“胆结石
一律切胆”到“科学保胆取石”的历史
变革。“保胆取石”这个理念，在何明

刚主任的心中留下了一株萌芽。
“如今，越来越多医生和患者青

睐微创保胆取石技术，是因为它更加
科学与人性化，除了一些不可避免的
胆囊切除，大部分的胆囊其实都不必
被白白切掉的。”谈及自己热爱的保
胆取石事业，沉稳的何明刚眼中闪烁
出坚定的光芒。

保胆取石，顾名思义就是保留胆
囊、取出结石，这一概念自从诞生以
来，已经在北上广等我国发达地区盛
行，上海地区发展势头尤为突出，当
地专家将整形科技术与保胆取石技
术结合，衍生出多种隐瘢痕保胆取石
技术，让这项技术能够满足更多群体

的需求。
目前国内已有超过 500 家医院

开展了内镜微创保胆手术，其中不乏
许多全国享有崇高声誉的三甲医院，
数以万计的胆结石患者重获健康。

本世纪初，四川地区，保胆取石
尚属空白。不断奔波于各类肝胆外

科学术会议，与同行切磋论证交流
后，何明刚主任去了一趟宝岛台湾。
台湾医疗饱满的人文气息、医患之
间完全的信赖深深触动了何明刚，
让他多年酝酿的想法越来越清晰：
走，用保胆取石打造属于我们自己
的人文医疗。

2010年，何明刚主任加盟了以专业治疗结石病享誉全川
的四川结石病医院。2010年8月，四川地区第一台三镜联合微
创保胆取石手术在四川结石病医院顺利完成；2017年4月，四
川地区第一台单孔保胆取石手术在该院顺利完成；截至2018
年9月，何明刚主任已累计成功完成各类肝胆系结石手术
10000余例，其中三镜联合微创保胆取石术7000余例。2017年
8月，“四川十大外科名医”大奖为何明刚主任荣耀加冕。

在何明刚主任的带领下，四川结石病医院肝胆二科
一直坚持“走出去”和“引进来”相结合的道路，先后邀请
包括我国保胆取石先驱、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张宝善教授，
全国保胆委员会副主席周望先教授，上海同济大学附属
东方医院胆石病中心主任胡海教授在内的微创保胆取石
名家来院交流指导，不断引进发达地区的技术和经验，树
立起了西南地区保胆取石手术标杆。

2012年起，四川结石病医院保胆取石年手术量稳居
全省前列，何明刚一跃成为四川地区崭露头角的保胆取

石名医之一，多次受邀出席全国内镜微创保胆大会、中国
内镜医师大会等学术会议，与国内外保胆取石专家分享
交流，这些骄人成绩的背后，是他用工匠精神铸就大医精
诚得到了患者和同行的高度信任与认可。

随着移动互联网的普及，帅气低调的何明刚主任良
好的医德、精湛的医技深受患者的好评，更是成为胆结石
患者心中的“网红”，越来越多的胆结石患者找到他，点名
要“何老师做保胆”。

“要大力发展微创保胆取石技术，关键在于要让患者
亲身体验，保胆技术是十分成熟可靠的。”何明刚主任表
示，四川是胆结石发病率最高的省份之一，正是大量微创
保胆取石临床病例的实证，才促成了偏居西南的四川结
石病医院，在微创保胆取石领域走在了全国前列。

“医学探索的脚步不能停息，我们将不忘初心，努力
让四川结石病医院成为国内微创保胆取石的一面旗帜。”
何明刚满怀信心。

打造我省保胆取石标杆

学科发展成就核心竞争力品牌
变革 胆结石不必一律切胆

活力 “保胆取石”风起云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