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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东盟医疗保健合作中心
（广西）项目建设启动会在我院举行

陈俊强同志任广西医科大学第一临床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院长

我院小儿外科在广西率先开展“气膀胱”手术

根据广西医科大学党

委的安排，2018 年 4 月 17

日下午 3 时，广西医科大学

第一附属医院在临床教学大

楼二楼多功能厅召开干部大

会。广西医科大学党委副书

记唐安洲、广西医科大学副

校长曾志羽、广西医科大学

党委组织部副部长胡文娟出

席会议。我院党委书记覃远

汉等在院院领导、全体中层

干部、正高职称人员参加了

会议。覃远汉主持会议。

唐安洲宣读了广西医科

大学党委、行政关于我院陈

俊强等同志的任免职文件：

陈俊强同志任广西医科大学

第一临床医学院、第一附属

医院院长、党委副书记、委

员职务；曾志羽同志不再兼

任广西医科大学第一临床医

学院、第一附属医院院长、

党委副书记、委员职务。

唐安洲代表学校党委肯

定了曾志羽同志任职期间医

院所取得的成绩，希望一附

院全体干部职工从讲政治、

顾大局出发，支持陈俊强院

长的工作，在学校“双一流”

建设、多校区、多院区建设

中发挥更大作用。

曾志羽表示坚决服从学

校党委、行政的决定，他感

谢医院领导班子、全体中层

干部及广大职工对他工作的

大力支持和帮助，祝贺陈俊

强当选第一临床医学院、第

一附属医院院长，希望一附

院在未来创造更多辉煌。

陈俊强感谢组织的信

任和培养，感谢全院干部职

工的信任和大力支持。他高

度评价了曾志羽在担任院长

期间所作出的巨大贡献。他

表示发展是硬道理，在新的

时代和新的岗位上，将坚持

实事求是，开拓创新，全面

做好科学研判，以学科建设

为统筹、以绩效改革和民生

工程为抓手、以新医改为导

向，打造核心竞争力，推进

医疗服务领域与服务水平双

提升，为广西医科大学“双

一流”建设做出贡献。

覃远汉代表医院领导班

子表态，一是热烈祝贺陈俊强

同志担任广西医科大学第一临

床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院

长、党委副书记。二是坚决服

从学校党委的决定，全体院领

导、中层干部及全院职工要从

讲政治的高度切实把思想和行

动统一到学校党委的决策部署

上来，大力支持陈俊强院长的

工作。三是紧密团结在以陈俊

强院长为班长的领导班子的领

导下，凝心聚力、改革创新、

攻坚克难，扎实工作，奋力推

进医院改革发展的各项工作，

为顺利完成医院“十三五”发

展规划各项任务，为实现国家

区域性医疗中心的奋斗目标做

出新的贡献，再创新的辉煌。

院办 石鹏

  4 月 24 日上午，自治区卫生计生委主

任廖品琥一行莅临我院调研指导。自治区卫

生计生委副巡视员彭跃钢、办公室主任庞军、

人事处处长黄文新、规划信息处处长唐四艳、

财务处处长宫学林、医政医管处监察专员李

晔、科技教育处处长吴才林等相关处室领导

随同调研。 广西医科大学党委书记刘友谊、

校长赵劲民、广西医科大学党委（校长）办

主任杨晓波、副主任陈银水陪同调研。这是

廖品琥履新以来首次莅临我院调研指导。

我院院长陈俊强、全体在院院领导及相

关行政职能部门、临床医技科室负责人参加

了调研座谈会。

会上，陈俊强介绍了医院基本情况，汇

报了中国—东盟医疗保健合作中心（广西）

项目推进情况，提出了恳请自治区卫生计生

委支持协调解决的事宜。

随后，廖品琥一行走访调研了广西老干

部医疗保健中心、中国—东盟医疗保健合作

中心（广西）项目工地、放射科、门诊大楼、

地中海贫血研究中心。调研走访期间，廖品

琥强调，要进一步加强医院的服务内涵建设，

建立有效的工作机制，确保中国—东盟医疗

保健中心（广西）项目的顺利推进。

在之后的广西医科大学座谈会上，自治

区卫生计生委各位领导针对我院恳请的事宜

逐一作了回应。廖品琥指出，广西医科大学

第一附属医院是健康广西建设的中坚力量，

近年来医院建设发展成绩喜人，为广西人民

群众健康做出了巨大贡献。他表示，自治区

卫生计生委将全力支持第一附属医院的建设

和发展，促进医院在广西深化医药卫生体制

改革工作中发挥更大的带动作用，为广西人

民提供高质量、高效率的优质医疗服务。 

院办 石鹏 谭凌宇

近日，我院小儿外科采用先进的“气

膀胱”手术成功为一名左肾重度积水的

4 岁患儿施行了“膀胱输尿管抗反流再

植手术”。该项手术较传统手术方式，

具有创伤小、愈合快、创口美观、出血

少、住院时间短等优势，填补了广西“气

膀胱”手术技术的空白。

近半年来，患儿莫莫因反复尿路感

染在当地医院求医未果，慕名来我院小

儿外科就诊。经过小儿外科完善泌尿系

CT 和放射性核素扫描检查后，明确诊

断为左肾重度积水、左输尿管下端狭窄。

术前经小儿外科专家杨体泉教授和医务

部副部长董淳强教授等专家讨论后，一

致同意为患儿采用目前先进的气膀胱腹

腔镜下膀胱输尿管再植手术，手术由小

儿外科副主任陈超教授带领小儿外科微

创团队历时 3 小时顺利完成。

据杨体泉介绍，气膀胱手术是通过

膀胱镜监视下经腹壁向膀胱内置入三个

3mm Trocar，充气后建立“气膀胱”，

然后利用微创操作钳在膀胱内进行膀胱

输尿管再植手术。由于儿童膀胱容量小，

手术器械的操作空间非常有限，对于微

创操作的熟练程度要求非常高，目前该

类手术开展的医院仅为国内一些大型专

科儿童医院，该手术在我院的成功开展

标志着我院小儿外科微创技术水平又向

前迈进了一步

小儿外科一病区 张诚 院办 石鹏编辑

新突破：我院先天性巨结肠手术治疗步入“超微创时代”

我院荣获 2018 年全国“优秀全科专业住院
医师规范化培训基地”等称号

4 月 25-27 日，由中国医师协

会全科医师分会主办的“2018 全

科医师培训高峰论坛暨第十五届社

区卫生与全科医学学术年会”在北

京召开。共有来自海内外 2500 余

名全科医学工作者齐聚一堂，围绕

“把握时代发展新机遇，开创全科

培训新局面”主题，就全科医生人

才培养、基地建设管理、评估及医

联体建设、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等工

作进行了学术交流。

会 上， 我 院 全 科 专 业 住 院 医

师规范化培训基地及全科社区教

学基地（凤岭北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的钟沛君医师分别荣获全国

十佳“优秀全科专业住院医师规

范化培训基地”和二十佳“优秀

全科专业住院医师规范化带教老

师”荣誉称号。

我院一直以来以培养能全面

胜任社区医疗及管理工作的综合

型素质人才为目标，采取“专科

与全科穿插、医院与社区同步”、

“全科定需求，专科供内容”等

多种形式构建了我院全科医学整

体教学体系，同时努力做好社区

帮扶工作，为深化医改、助力健

康广西战略实施做出积极贡献。

全科住培基地 姚彦冰 刘莹 

院办 廖作文 编辑

我院举办 2018 年离退休职工棋牌比赛

中外医学生同场比拼
——我院举办 2018 年 临床技能竞赛

4 月 24 日 —26 日， 我 院 在 离

退休职工活动室举办了 2018 年度

离退休职工棋牌比赛，共计 500 多

名离退休职工参赛。我院院长陈俊

强、院党委副书记洪坚善及离退休

职工管理办公室负责人一行来到比

赛现场观看比赛、慰问老职工，与

参赛职工亲切交谈。

陈俊强代表医院对离退休职

工为医院建设发展所作的贡献表

示感谢，他希望大家积极参加医

院离退休职工集体活动，丰富晚

年生活。

据悉，棋牌比赛是由我院离退

休职工管理办公室精心策划组织的

离退休职工文化建设的品牌活动之

一，旨在丰富离退休职工的精神文

化生活，让离退休职工感受到医院

的关心关怀，凝聚他们的向心力。

本次棋牌比赛共三天，包括扑克、

麻将及象棋比赛。

院办谭凌宇   廖作文

为了进一步深化临床实践教学

改革，加强中外临床医学实习生及

住培生临床基础知识与基本技能培

养，提升医学生团队合作意识和临

床技能实践能力，4 月 28 日上午，

第一临床医学院在卓越楼 11 楼举

办 2018 年临床医学专业实习生及

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学员临床技能

竞赛，来自不同国籍实习生及区内

外不同单位选送的住培医师共 144

人同台比拼临床技能。

据 悉， 本 次 大 赛 参 赛 选 手 通

过随机抽签产生，参赛人数分别占

我院临床医学专业实习生总人数、

2017 级住培学员总人数的 40%。本

次竞技赛设中国学生组、留学生组、

住培学员组 3 条赛道，各设 8 个站

点，分 2 轮进行。在临床技能中心

的精心筹备和安排下，共计 48 组

144 人参赛。比赛涵盖内科、外科、

妇产科、儿科及急诊等临床基本技

能的操作和理论答题。比赛现场气

氛紧张而激烈，中外学生在规定时

间井然有序进行比赛，在比赛中表

现出良好的临床思维、技能操作水

平和团队合作精神。

    最终，本次临床技能竞赛评

出个人一等奖 15 名，其中实习生

10 名，住培学员 5 名；二等奖 23 名，

其中实习生 15 名，住培学员 8 名；

三等奖 30 名，其中实习生 20 名，

住培学员 10 名；实习生外科轮转组、

妇儿科轮转组获得团队奖。 

院办 廖作文

近日，我院小儿外科成功开展经

脐单孔腹腔镜（SILEP）巨结肠根治术，

再次取得新突破，这标着广西先天性

巨结肠手术治疗步入超微创时代。

4 月初，患儿雯雯（化名）因生

后反复腹胀、便秘 5 月余来我院就诊，

经过查体及大肠造影检查后诊断先

天性巨结肠（长段型）明确，因病

变肠管长、病史久、症状重，需尽

快外科手术治疗。

经过充分的术前检查及肠道准

备，4 月 14 日，我院小儿外科罗意

革团队行经脐单孔腹腔镜下巨结肠

根治术，术中探查发现病变肠管特

别长，需切除大部分大肠。罗意革

仅仅在肚脐做一长约 1.5cm 的手术

切口，置入专门的单孔操作通道，

利用常规腹腔镜器械完成结肠次全

切除，共切除病变肠管达半米，整

个操作在单孔腹腔镜下完成，手术

耗时两个半小时。术后 1 天，雯雯

就可以开始恢复进食了，目前处于

恢复期，一般情况良好。

据小儿外科副主任罗意革介绍，

先天性巨结肠是小儿外科经典疾病，

近十多年来腹腔镜辅助手术已替代

开放手术，成为该病治疗的金标准。

然而传统的腹腔镜下巨结肠根治术

需在腹部建立 3-4 个穿刺通道才能

完成手术，且术后需在腹部留下多

处手术疤痕。由于单孔腹腔镜手术

切口选择在脐部，术后恢复后，切

口隐蔽在肚脐深部，术后无可视疤

痕，手术更为微创及美观。

该技术应用于巨结肠的治疗于

2010 年由国外学者首先报道。由于

结肠活动度较大，结肠肝曲、脾曲固

定， 术中变换方向及器械“筷子效应”

影响导致经单孔操作极为困难，因此

经脐单孔腹腔镜手术推广收到极大的

制约。目前仅有极少数单位开展，主

要应用于短段型或部分常见型病例，

而需要进行结肠次全切除或全切的长

段型及全结肠型病例，则需要再经左

侧腹壁或经肛门直肠肌鞘增加操作孔

才能完成手术。

我院小儿外科经过探索，突破

单孔腹腔镜技术瓶颈，本次经脐单孔

腹腔镜下长段型巨结肠根治手术成

功完成，是微创技术新的突破，标志

着我院先天性巨结肠的微创治疗达

到国内领先水平。 小儿外科 王从军

  4 月 2 日，中国—东盟医

疗保健合作中心（广西）项目

在我院启动，自治区副主席

黄俊华出席项目启动会并宣布

项目启动，自治区政协副主席

李康在项目启动会上讲话。

自治区政府副秘书长唐

宁、自治区政协副秘书长刘迎

春，自治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副主任唐爱斌、教育厅副厅长

黄雄彪、财政厅副厅长黄绪全、自治区卫

生计生委主任廖品琥、南宁市委常委、

宣传部部长、副市长邓亚平，广西医科

大学党委书记刘友谊、校长赵劲民，自

治区卫生计生委有关处室、南宁市有关

部门领导、广西医科大学各直属附属医

院领导，项目设计单位、施工单位、监

理单位相关负责人，我院全体院领导及

医院医务人员代表参加了项目启动会。

早上 8 时 16 分，中国—东盟医疗

保健合作中心（广西）项目建设启动

会。自治区政协副主席李康讲话、自

治区卫生计生委主任廖品琥代表责任

单位致辞，广西医科大学副校长、我

院院长曾志羽代表业主单位致辞。我

院党委书记覃远汉主持项目启动会。

自治区副主席黄俊华宣布项目启动。

随 后， 出 席 奠 基 仪 式 的 领 导

和 嘉 宾 参 加 了 项 目 建

设 启 动 会 培 土 仪 式。

中国 - 东盟医疗保健合

作中心（广西）位于广西医

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内，设

计楼高 26 层（其中，地上 26

层，地下 4 层），总建筑面

积 115877.2 平方米，设床位

838 张，按照医疗、保健、

康复、医学交流与培训四大

功能进行分区规划，预计 2020 年建成。

中国 - 东盟医疗保健合作中心（广

西）项目的建成将有利于提升广西高

层次、高质量医疗保健水平，有利于

推进中国与东盟国家的医疗保健合

作，为提高全区各族人民健康水平，

增进与东盟医疗领域交流、服务国家

“一带一路”建设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院办 石鹏 廖作文 谭凌宇

自治区卫生计生委廖品琥主
任一行莅临我院调研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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