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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需横断肋骨大切口

州人民医院实施胸腹腔镜食管癌根治术
男子突发心梗，
18 分钟上演生命奇迹

本报通讯员 李惠
近日，州人民医院心胸泌尿外科在多名援疆专
家的指导下，成功为一名 72 岁男性患者实施了“胸腹
腔镜联合食管癌根治手术”，这一手术的成功开展，
实现了医院在该领域的重大突破，亦属昌吉州地区
首例。
遭遇了恶疾，
患者前来求助
人生七十古来稀，古稀之年是高寿的象征。但
不幸的是张老伯却在古稀之年噩耗来临，原本应颐
养天年、享儿孙之福的他遭遇了恶疾。家住奇台县
的张老伯，身体一直很健朗，从来没有打过针吃过
药，可近半月张老伯发现进食时有哽噎感，偶有后背
部饱胀不适，当时不以为然，觉得吃点药就没事了，
伴随着症状加重，引起了张老伯的重视。
9 月 3 日，张老伯住进奇台县人民医院普外科，经
过系统检查，诊断为食道癌。食管癌是世界最常见
的恶性肿瘤之一，食管癌的治疗有多种，手术仍是治
疗的首选，传统的食管癌根治术要在胸部一处或在
胸部、腹部及颈部三处切开大约 20-30cm 的切口，且
需要横断肋骨，手术范围涉及胸部、腹部，创伤大，还
要插胃管、胸腔闭式引流管等各种引流管。张老伯
年岁已高，是否能承受传统手术带来的痛苦？主管
医生建议转上级医院继续治疗。9 月 10 日，张老伯在
家人的陪同下，住进了州人民医院心胸泌尿外科。
双镜联合微创手术，不用开胸剖腹
张老伯住院后，主管医生、主任医师纪成与福建
省援疆干部、副主任医师王枫和主治医师徐国兵两
位专家进行了全面检查及病情评估，专家建议实施
“胸腹腔镜联合食管癌根治手术”。术前，心胸泌尿
外科主任梁小东对实施手术高度重视，召集科室医
护人员及麻醉手术科进行了会诊与术前讨论，并就
手术细节等相关事项进行了仔细分析和研究，结合
患者实际情况，制定了详细周密的手术方案。
9 月 17 日，张老伯被推进手术室，由王枫、纪成医
师主刀，徐国兵等医师配合，福建省援疆干部、副主
任医师郭廷生与副主任麻醉师马新军共同为患者麻
醉，三位援疆专家强强联手，与医护人员紧密配合，
手术顺利进行。手术首先在胸部打 4 个 0.5-1.2cm 的
小孔，在胸腔镜下，王枫开始“游离”胸段食管，清楚
显露出喉返神经，游离完成后，完整的清扫神经旁淋

本报通讯员 边琳 章艳妮

李惠 摄
巴结。手术后，再在腹部另作 5 个 0.5-1.2cm 小孔，在
腹腔镜下完成腹部胃的游离及管状胃制作手术。最
后在左颈部做长约 5cm 小切口，将食管远端及病灶经
颈部切口拖出，切除病灶并完成食管近端、胃的吻
合。手术容不得半点闪失，历时近 4 个小时，术中出
血不超过 100ml，一举完成了这例高难度微创手术，
张老伯第二天已能下床活动，第三天张老伯已能正
常交流，声音清楚，目前张老伯已能正常饮食，近期
将康复出院。
援疆干部、福建省肿瘤医院胸部外科副主任医
师王枫介绍，传统外科手术其手术难度大，操作复
杂，对组织创伤大，加上周围遍布心、肺、气管、主动
脉、迷走神经、肝脏和脾脏等重要脏器组织、血管，手
术时，技术要求非常高，运用微创技术，实施胸腹腔
镜联合治疗食管癌打破了传统手术大切口模式，使
胸、腹部无开放切口，呼吸时胸腹部肌肉运动受影响
很小，这样更有利于患者术后呼吸功能恢复，大大减
轻患者的痛苦。实施手术过程中对手术团队要求甚
高，要求麻醉师精确把握单肺通气，主刀及助手良好
配合，扶镜者做好显露和角度调整，器械护士和巡回
护士的密切配合，术后患者的治疗和护理，每个环节
都紧密相连，
缺一不可。
据了解，
“ 胸腹腔镜联合食管癌根治术”改变了
常规手术“大切口、大创伤”的手术模式，使手术变为
“小切口，微创伤”，减轻了病人痛苦，明显缩短了住
院时间，术后恢复快，节省了患者的住院费用，使患
者得到了及时、有效的治疗，全州首例“胸腹腔镜联
合食管癌根治手术”的成功开展，切实为患者解决实
际问题，
医者仁心只为惠泽一方百姓！

一台令人惊心的骨盆微创术
本报通讯员 边琳 王晓乐
车 祸 、伤 者 多 处 骨 折 、伤 势 严 重 、生 命 垂
危……近日昌吉州中医医院成功实施骨盆骨折微创
闭合复位术，
救治一名因车祸导致复杂骨盆骨折的患
者。
53 岁的张先生不幸遭遇车祸，生命垂危，紧急送
往昌吉州中医医院救治。经检查，诊断其全身多处骨
折，以骨盆骨折最为严重。由于骨盆骨折是一种严重
的高能量损伤，半数以上伴有合并症或多发伤。复杂
骨盆骨折手术难度大、风险高，向来是最麻烦的骨折
之一，历来被认为是骨科创伤手术“皇冠上的明珠”。
骨盆解剖结构复杂，周围血管丰富，又包裹着许多脏
器，因此骨盆骨折手术比一般的骨折更加复杂，难度
更大。以往，治疗骨盆骨折采用开放式手术，不仅创
伤大，而且并发症多，手术风险大。
考虑到张先生伤势情况及手术风险，
昌吉州中医
医院骨伤科主任孙文喜、骨伤二科主任赵永胜以及手
术小组人员展开周密术前讨论，
为最大程度降低患者
手术创伤，让其能够尽早地进行康复及功能锻炼，考
虑再三，最终决定采用骨盆骨折闭合复位内固定术
（微创手术），该方法具有切口小、损伤小、失血量少，
同时可使患者些开始功能锻炼。
骨伤科团队凝心聚力、通力合作，在 C 臂透视下
进行骨折部位的精准解剖复位，通过螺钉固定，仅在

18 分钟，
你可以做什么？
一个贪玩的熊孩子，
半碗饭还没动静，
一个拖延症的小青年，
才偷偷刷完几条微博，
一个要出门的天秤座，
还没决定今天要穿哪条裙子，
但一名心内科的医生已挽救了一条生命，拯救了一个家

图为赵主任及其团队为患者手术。王晓乐 摄
患者耻骨联合处开了一个 4 厘米的口子，右侧髂骨侧
处开了一个 1 厘米切口，顺利的完成复杂骨盆骨折微
创手术。术中损伤小，组织剥离少，无损伤到骨盆神
经、血管，
且出血极少。目前患者病情平稳，
正在进行
术后康复中。
据介绍，以前采用开放式手术治疗，患者至少 3
个月才能负重下地，而微创手术 1 个月就可适当负
重，
3 个月就可以康复了。
昌吉州中医医院成功开展骨盆微创术，
不仅大大
减少了患者的创伤和失血量，缩短了手术与住院时
间，还拓展了医院对复杂骨盆骨折手术治疗的新手
段，提升了医院骨伤科的诊疗水平，也标志着医院在
此领域实现突破。

庭。
9 月 24 日，时值中秋佳节，手机微信昌吉州胸痛救治交流
平台收到了来自阜康市中医院上传的一位胸痛患者的相关数
据，
昌吉州中医医院心内科主任桂亮第一时间做出回复，
并迅
速安排准备接诊。
家住阜康市 54 岁的杜先生胸口突然隐隐作痛，持续 30 分
钟后，症状并无缓解，紧急拨打 120。在救护车上，急救人员
及时将杜先生的心电图和检查指标结果传输至昌吉州中医医
院的胸痛中心平台，
经过胸痛中心相关人员查阅，
确诊为急性
下壁心肌梗死，心脏的一支血管被堵住了，必须急诊实施 PCI
经皮冠造动脉支架植入术，
迅速打通血管。
昌吉州中医医院胸痛中心立即开启绿色通道，启动导管
室，手术医生十分钟内赶赴医院，做好术前准备，随时接诊。
随着呼啸而至的救护车，
一切的救治急而有序。导管室中，
桂
主任在其团队的配合下，小心翼翼地将发丝般的导丝穿入杜
先生的血管中。导丝在心脏血管的斑块中“杀出”一条路，在
堵塞的地方释放出支架，
将血管撑大，
让血液顺畅通过。从杜
先生入院到成功开通了堵死的血管，仅仅用了 18 分钟，这再
次刷新了昌吉州中医医院胸痛中心救治的记录，所有人欣喜
不已。
术后，
杜先生生命体征平稳，
转入 CCU 继续治疗。
“时间就是健康，
时间就是生命，
对于心梗患者来说，
每一
秒都有大量心肌细胞坏死，
越早为患者开通堵塞血管，
患者的
愈后越佳，这次抢救我们仅仅用了 18 分钟，再一次刷新了救
治记录。
”昌吉州中医医院心内科主任桂亮说。

新医大一附院昌吉分院

福建专家坐诊
“援疆门诊”
本报讯 通讯员杨雅雯报道：9 月 30 日上午，福建泉州援
疆专家专科门诊及科室成立仪式在新医大一附院昌吉分院举
行，昌吉市委副书记、泉州市援疆分指挥部指挥长王春雷，昌
吉市委常委、副市长、泉州市援疆分指挥部副指挥长刘永强，
高新技术开发区副主任、福建泉州援疆指挥部副指挥长洪冬
青及在昌吉分院工作的泉州市第七批援疆医疗队专家等共同
出席揭牌仪式。
揭牌仪式上，新医大一附院昌吉分院常务副院长熊健介
绍，
在医疗卫生援疆工作全面启动以来，
福建泉州援疆给医院
带来了先进的管理理念和医疗技术，
填补了多项空白，
各族群
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优质的医疗服务。近期，在泉州援疆
指挥部的牵头协调和新一批援疆医生的努力下，新的一批专
科门诊及科室在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昌吉分院正式挂
牌成立。
泉州援疆今年选派了三位有学科特色、医术精湛的援疆
医疗专家到昌吉分院开展援疆医疗工作，
并在他们的促动下，
成立了两个专科和三个专病门诊，这是第七批援疆专技人才
主动融入，
奉献有为的成果。随后，
昌吉市委常委、副市长、泉
州市援疆分指挥部副指挥长刘永强将 50 万元捐赠到常务副
院长熊健手中，此项援助资金将用于打造五个专科门诊和科
室的设施。
参会领导一行、院长温浩及院班子成员、援疆专家先后到
疼痛康复科、腹部外科/肿瘤科、呼吸科诊室及病区为 5 个专
科门诊及科室进行揭牌，福建泉州援疆专家“颈肩腰腿疼”诊
疗中心、乳腺甲状腺外科、
“颈肩腰腿疼”专病门诊、乳腺专病
门诊、慢性阻塞性肺病和支气管哮喘门诊正式成立，
他们的成
立将填补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昌吉分院部分专科空
白，
并为昌吉及周边地区群众健康水平作出新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