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2 月 4 日晚，黄竹镇 300 多村民围
坐在圆桌前， 一边悠闲地喝老爸茶，开
心地嗑瓜子， 一边相互探讨着法律知
识。 这是定安县司法局深入黄竹镇开展
的“喝老爸茶、唱海南戏、说法律”为主
题的百村行竞猜活动。

定安历史悠久，是琼剧的发源地，名
伶辈出，享有“琼剧之乡”美誉。 “对此，定
安县将法律知识、 法律理念巧妙地融入
到‘老爸茶’文化和‘琼剧’、‘八音’当地
戏等元素之中， 有针对性地开展普法宣
传活动， 每次活动都吸引很多村民参
与。 ”定安县司法局局长莫汉民表示。

在活动中，法治竞猜活动一般在琼
剧表演中拉开序幕。 活动通过主持人现
场提问、群众抢答、现场解说的形式展
开， 题目主要涉及 《农村土地承包法》
《土地管理法》《婚姻法》等 20 多部法律
法规。 在抢答的间隙，还安排了八音队
伴奏表演， 使群众在欣赏节目同时，能
了解到与生活中息息相关的法律知识，
收到很好的普法效果。

莫汉民告诉记者，“喝茶 唱戏 说
法”百村行竞猜活动是定安县司法局结
合当地实际， 贯彻落实“六五”普法规
划、普法三部曲“贴近基础、深入基层、
沉淀基层”的创新举措。 此次百村行竞
猜活动预计全部竞猜活动将超过 50
场，将法律知识普及到千家万户。

近日，该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收
治了一位咳嗽 、 咯血半月的八旬老
人。 该患者今年 86 岁，半个月前出现
咳嗽咯血，在当地医院经过反复抗感
染治疗，未见好转，之后行胸部 CT 检
查提示右肺支气管内高密度影，考虑
为异物。 来省人民医院后就诊于呼吸
内科，行纤维支气管镜检查 ，可见右
中间支气管下段见骨头样异物，用活
检钳试取异物 ， 因异物过大未能成
功，此时，只能在选择全麻下接受硬
性支气管镜检查并异物取出术，但因
患者合并有肺炎 、 慢性阻塞性肺气
肿，对全麻耐受力差 ，术中极易出现
缺氧窒息，同时患者年龄高 ，随时可
能出现心脑血管和其他任何意外，手
术风险极大。

患者收住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后，
经过充分的术前讨论和精心准备，在
麻醉科纪怀珠主治医师和付强医师
以及手术室郑瑞琪护师熟练配合下，
不到 10 分钟， 魏欣主任医师和杨杰

医师即完成硬性支气管镜检查，并成
功在右肺中下叶开口处取出一块大
小约 1.0cm×0.8cm 不规则型猪骨，手
术过程顺利 ， 术后经过抗感染等治
疗， 患者咳嗽咯血症状完全消失，康
复出院。

耳鼻咽喉头颈外科魏欣主任医师
介绍，成人气管异物因为气管腔大，可
配合， 所以多数在纤维支气管镜下取
出，对于较大的骨性异物，则只能选择
全麻下硬性支气管镜取出， 手术操作
和麻醉共用一个气道，稍有偏差，即可
导致患者出现气道痉挛，缺氧窒息，尤
其是高龄患者，耐受缺氧能力差，出现
呼吸心跳骤停脑缺血风险很大， 手术
时间越长，出现意外的可能就越大，要
求手术医师尽可能快的取出异物，对
手术和麻醉医师都是很大的挑战。 此
次 86 岁高龄患者气管异物的顺利取
出， 充分体现了该院耳鼻咽喉头颈外
科、 麻醉科和手术室处理高难度气管
异物的能力和水平。

成功取出八旬老伯气管中“猪骨”
胸腹主动脉瘤联合切除及血管重

建手术堪称血管外科手术 “皇冠上的
明珠”，因其技术难度极大、手术创面
极广、手术风险极高，目前在国内仅有
阜外医院、 安贞医院等零星几个血管
外科团队能够独立完成。 近日，该院血
管外科团队成功完成一例非体外循环
下胸腹主动脉瘤切除及血管重建术 ，
一举填补了海南省内独立自主完成该
类血管外科超大型手术的空白。

12 月 12 日，患者万某因突发上腹
部疼痛急诊入住该院血管外科，CT 检
查显示其胸主动脉下段及腹主动脉上
段呈瘤样扩张，且伴有双侧胸腔积液。
经积极控制血压、 心率等对症治疗后
患者腹痛症状仍时有反复，于 12 月 22
日凌晨出现上腹痛症状加重， 且伴有
持续低氧症状，病情危重，急需尽快手
术治疗。

该类病例以往多采用支架植入的
腔内微创治疗手段， 但该患者胸腹主
动脉瘤累及范围较广， 支架植入后易

封堵其腹腔干、 肠系膜上动脉等重要
内脏动脉分支， 引发一系列更为严重
的并发症，且所需支架数量较多，治疗
费用预估 20-30 万，该患者难以承受。

为了挽救患者岌岌可危的生命 ，
肖占祥主任及其带领的血管外科团
队决定迎难而上，在与患者家属充分
沟通后， 立即将患者推入手术室 ，准
备迎接这场规模极大、难度极高的手
术挑战。

22 日上午 9：30 手术开始，肖占祥
主任主刀于左第 6 肋间左腹直肌外侧
做一长达 40cm 联合切口，显露出胸主
动脉中远段及腹主动脉近段一大小约
20x10cm 巨大动脉瘤， 且左侧胸腔已
有 300ml 左右血性积液， 瘤体随时处
于濒临破裂的边缘。 先将人工血管与
腹主动脉远端、 胸主动脉近端分别行
端侧及端端吻合 （胸主动脉阻断时间
仅 19 分钟）， 再分别用人工血管同腹
腔干及两支较大肋间动脉吻合重建
……肖占祥主任带领团队内戚悠飞副

主任医师、曾昭凡副主任医师、岳劼主
治医师、 李振振主治医师、 吴鸿飞医
师、陈浩医师一共 7 名医师轮番上阵，
在以吴多志主任、 张敏医师等组成的
麻醉团队以及周春妃、郑秋梅、陈茹妹
等手术室护士通力合作下，历时 11 小
时 30 分钟成功完成该手术。 术后患者
送入 ICU 监护室，顺利复苏并于 23 日
返回血管外科病房。 目前患者精神状
况良好， 术后肝肾功能等指标以及尿
量、下肢感觉、运动等功能基本正常。

据了解，该院血管外科自 2010 年
12 月独立建科至今，一路披荆斩棘、不
畏艰难， 勇于向国际及国内一流团队
看齐，不断挑战高风险、高难度手术 ，
短短五年间已迅速成长为一支在岛内
具有标杆性价值的优秀外科团队。 团
队也将继续秉持安全高效的核心治疗
理念及国内创先、 岛内领先的发展理
念，不断向“高、精、尖”的外科领域发
起挑战， 为海南国际旅游岛的健康卫
生事业做出更大的贡献。

成功完成省内首例胸腹主动脉瘤手术

海南省人民医院作为全省医疗改革的先驱者，近年来医院以更新的医疗设备、更精的医疗技术、更好的医疗服务，填补了省内一
项又一项医疗技术服务的空白，开创了省内一个又一个医疗事业发展的新辉煌，成为全省环境优美、设备齐全、建设规模最大的集医
疗、急救、教学、科研、保健、康复于一体的现代化大型三级甲等医院。 近期，该院多个科室成功实施了省内首例高端、疑难手术，深受患
者及社会各界好评。 该院院长李灼日表示“人民满意医院”就是要为广大老百姓健康服务，做好预防保健；让老百姓有病能及时有效治
疗，同时还能花费少一些；使得老百姓实实在在地感受到医院为民服务与医疗改革的成果。 本报记者张三清 特约记者侯晓艺

海
南
省
人
民
医
院
以
高
精
技
术
填
补
省
内
多
项
医
疗
技
术
服
务
空
白

外
科
领
域
成
功
实
施
多
项

省
内
首
例
高
端
疑
难
手
术

“六五”普法新闻宣传环岛行走进定安

4 2015 年 12 月 ３１ 日 星期四
特特别别报报道道编辑/毕小婷 校对/李扬 美编/王帅

三大普法新品牌创建“法治定安”
本报记者王慧 通讯员陈益文 赵云娜

12 月 28 日 ，由省司法厅 、省普
治办组织的我省 “六五 ”普法新闻宣
传环岛行第七站来到定安县 ， 先后
探访了定城镇 沿 江 公 园 （法 治 长
廊 ）、龙门镇百里百春公交站普法宣
传栏 、龙门镇龙拔塘法治宣传室 、定
城镇山椒社区知海书屋等 ， 就 “六
五”普法宣传工作进行调研采访。

定安县是农业大县，农村人口约为
22 万人，约占全县总人口数量的 70%，
因此，农村普法也成为该县普法工作的
重中之重，是提高全县人民法律素质的
关键。 自开展“六五”普法工作以来，定
安县在继续开展“法律六进”活动的同
时，先后探索出了“喝茶唱戏学法”、“强
化普法阵地建设”、“开拓普法基地”等
普法新路子、新品牌，普法工作实现从
灌输式到互动式转变，使法治观念更能
入脑入心，提升全民法治意识，培养全
民法治信仰，为打造“定安之城”、创建
“法治定安”奠定基础。

骑着自行车将法律送到田间地头、
剪下 《法制时报 》等报纸上的 “法律援
助”和“以案说法”栏制成剪贴本供村民
学习法律，还特别建立了普法图书专架
提供法律书籍，这个人叫孙衍吾，定安
县定城镇山椒社区多校村 “知海书屋”
的主人。

1977 年高考落榜回乡时， 他看到乡
亲们缺乏求知的渠道， 便萌生了创办一
间书屋， 免费提供书籍报刊给乡亲及青
少年阅读、学习的想法。 1980 年，孙衍吾
从倒闭的化肥厂领到 500 元遣散费，买
了 100 本书和 10 多种报刊，在自家 8 平
米的老屋里办起了知海书屋。 说起当时
的情景， 孙衍吾仍难掩兴奋：“当时我开
始搜集关于法制类的图书资料， 搜集了

许多珍贵的‘法律连环画’等。 每天村里
老老少少一屋子人， 大家都看得津津有
味。 ”

孙衍吾的名气渐渐大起来了，书刊
也多得没处放了。 1986 年，县委宣传部
发动社会捐助，筹集了 7000 多元，孙衍
吾自己也筹集了 7000 多元， 盖起一间
115 平方米的平顶房，“知海书屋” 也第
一次搬家。

受到大家的关注与支持后，孙衍吾
便开始了形式多样的普法活动。 他经常
跑到定安县一些中小学开设法制讲座，
举办暑期青少年法制讲座，自己设计法
制黑板报在路边展览、还在节假日举办
法制图片展等。

提起以往的普法宣传行动，孙衍吾
告诉记者，自 1990 年起，每一部法律颁
布之后，他便将法律条文画成图文并茂
的宣传册，只要一得空，他便骑着自行
车到田间地头向村民们讲解法律 。 为
此，他曾骑坏了三辆自行车，直到现在，
这三辆自行车还安静地躺在他家的仓

库里，记录着他的“普法之路”。
2011 年 11 月 23 日，在省委宣传部

和社会热心人士支持下，一座两层 310
平方米的农家“知海书屋”终于落成。在
新落成的图书室里 ， 拥有藏书 8.5 万

册，报刊 380 多种，40 多年报纸合订本
1 万多本 ，设有阅览室 、藏书室 、陈列
室、展览室。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2001 年，孙
衍吾获得省“三五”普法先进个人；2006
年，又获得省“四五”普法先进个人。 就
在今年 12 月 24 日 ，“知海书屋 ” 摘得
2015 年中国十佳“最美基层图书馆”的
光荣称号，也是我省唯一一个获此殊荣
的图书馆。

“30 多年， 孙衍吾和他的 ‘知海书
屋’坚持向群众免费开放借阅法律等图
书资料，经常组织开展多种形式的读书
活动，如法律知识竞赛、法律名著读书
报告会等，每年逢暑假组织专题青少年
法制讲座等。 ”定安县司法局副局长符
和梁说，“知海书屋” 已成为定安县名
副其实的法治教育基地。

建法治宣传室
法治文化长廊

“每到下午，我都会领着孙子来到
公园里，除了锻炼身体，还经常来到公
园长廊学习法律知识。 ”12 月 28 日下
午，记者在定安县沿江公园遇到李老爷
子，他口中的“公园长廊”即是定安县司
法局精心建造的“法治文化长廊”。

2011 年 10 月， 定安县法治文化长
廊开建， 并于同年 12 月正式验收投入
使用，项目总造价 11 万元，全场 25 米，
分为 32 个宣传板块。

据介绍 ， 县普治领导小组各成员
单位协力联动， 贯彻 “谁执法 、 谁普
法 ”责任制 ，各自 “承包 ”一个宣传板
块，依据本单位工作职能，张贴与群众
息息相关的法治宣传内容 ， 每天都吸
引着数以百计的群众驻足观看。

“除此之外， 我们还加强法治阵地
建设，先后组建一支普法讲师团，张贴
宣传标语进公交车站，建设 3 间固定乡
村法治宣传室等。 ”符和梁说，延伸普法
宣传触角， 广泛普及相关法律知识，增
强全民的法治意识，营造尊法守法的浓
厚法治氛围。

“我主要负责法治宣传室的村广
播、多媒体播放等。 ”定安县龙门镇龙拔
塘法治宣传室义务法治宣传员李时农
告诉记者。 每天很多村民、旅客等都会
来到宣传室，阅读法治报刊，观看法治
影片。

定安县龙门镇龙拔塘法治宣传室
2012 年 8 月开始建设，同年 9 月底就正
式投入使用，项目造价近 10 万元。 按照
“五个一”标准，具备“一名义务普法工
作者”、“一个法律图书角”、“一组完备
音像宣传仪器”、“一套专业普法音频 ”
和“一块生动翔实的法治宣传栏”。

“法治宣传室的建成， 克服了过去
普法宣传的僵硬、阶段性的不足，使普
法工作生活化、常态化、更加贴近群众、
方便群众。 ”定安县龙门镇委书记颜文
昭介绍说。 目前，定安县翰林镇、龙河镇
也紧跟其后设立了法治宣传室。

据介绍， 龙拔塘村委会有 12 个自
然村 1426 人，法治宣传室创建前，龙拔
塘村群众精神文化匮乏 、 人际关系淡
漠、多方矛盾交织、社会管理困难。 法治
宣传室创建以来，龙拔塘村紧抓阵地建
设， 为农村文化建设提供设施保障，加
强农村社会公德建设，提高农民守法意
识，全村出现可喜变化，取得了令人鼓
舞的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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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该院成功为一名携带肝尾
状叶肿瘤的患者开展切除手术，患者
术后恢复良好。

患者陈某 40 岁，因“体检发现肝
门胆管占位性病变 3 天” 于 11 月 25
日入住于省人民医院肝胆外科，完善
检查，诊断为肝尾状叶肿瘤。

主刀医师李灼日院长携同肝脏和
器官移植外科主任郑进方主任医师、
陈劲松副主任医师、 麻醉科陈泰卫主
任医师，手术室符虹清、林静主管护师
于 12 月 3 日早上全麻下给患者施行
左肝外叶切除+肝尾状叶肿瘤切除+
肝十二指肠韧带肿大淋巴结清扫术。
术中发现肿块位于左侧肝尾叶， 肿块
大小约为 2.5 cm x3.0 cm x3.0cm,颜

色灰白，质地较硬，边界较清，肿块贴
近下腔静脉与门静脉左支， 肝十二指
肠可见多发的肿大淋巴结。手术历时 3
小时，术中出血 300 毫升，麻醉过程平
稳，目前正在恢复当中。

据郑进方主任医师介绍，尾状叶
肿瘤在肝脏肿瘤中的比例很小，但肝
尾状叶肿瘤切除术是肝切除术中难
度最大的一个手术，是衡量肝脏外科
手术水平的标杆之一。 因为这里是肝
脏几条重要生命通道的交汇处，包括
左右肝动脉、门脉左右支 ，左右肝胆
管和尾状叶后面的下腔静脉。 解剖分
离过程中稍有不慎，就会损伤上述管
道，造成术中大出血 、术后胆汁腹膜
漏等灾难性并发症。

成功切除一肝尾状叶肿瘤
该院胃肠外二科采用国际最先进

的“三角吻合术”成功开展全腹腔镜远
端胃癌根治手术。 此次手术利用“三角
吻合术”完成消化道重建，并取得满意
效果，是省内首例采用“三角吻合术”实
施的全腹腔镜下远端胃癌根治手术。

据悉，患者，男性 67 岁，入院诊断
为胃角早期癌。 经充分的术前准备后，
由蔡国豪主任任主刀， 黄平副主任医
师任助手， 于 11 月 26 日利用三角吻
合技术完成了全腔镜下远端胃癌根治
术（D2）。术后第一天即可下床活动，第
二天进食流食，第 5 天停止所有治疗，
康复后出院。

蔡国豪主任介绍 ， 三角吻合即
Delta-shaped Anastomosis，是一种完全

在腹腔镜下应用直线切割闭合器完成
残胃和十二指肠后壁的功能性端端吻
合方法（Billlroth I 式）。吻合时，吻合口
的缝钉线是呈“V”字形的，再利用腹腔
镜直线切割闭合器闭合共同开口后 ，
吻合口内部的缝钉线呈现为三角形 ，
因此得名三角吻合。 目前，国际上仅有
胃癌手术发达的日、韩得到普及。 2012
年 11 月国内才有首例报道，目前只有
少数几所大型医院开展这项技术。 该
科室在省内率先开展了此项技术 ，在
国内也处于领先地位。 三角吻合技术
下的全腔镜远端胃癌根治术， 要求术
者具有扎实的腹腔镜操作技术以及丰
富的临床经验。

周卫平主任阐释了这种技术的优

势所在， 传统胃癌切除术要在腹部切
一个近 20 厘米的切口，即使在腹腔镜
下做也要切一个 8 厘米至 10 厘米的
小口，而采用“三角吻合术”，使用直线
切割闭合器， 就像用订书机把伤口组
织“缝合”。 较以往传统吻合方式，三角
吻合术完全实现了腔镜下吻合， 明显
缩短手术时间， 且术后患者恢复速度
更快，术后疼痛不适明显减轻。 吻合后
留存的大管腔可使术后进食更早且更
充足，同时，三角吻合术还能最大限度
减少术后各种并发症的发生。 在手术
耗时、出血量、淋巴结清扫等诸方面此
方法均有明显优势， 显示了全腹腔镜
下远端胃癌三角吻合术的安全性 、可
行性和优越性。

成功实施省内首例全腔镜远端胃癌根治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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