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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难度双镜取石手术

这并不是记者第一次采访
常立高主任，凭借高超的微创取
石“双镜”技术，一心为病人服务
的热忱，四川结石病医院泌尿外
科带头人、泌尿二科科主任常立
高教授继 2015 年获得“外科十
大名医”后，再度揽获该项重量
级大奖。

相较于内科医生，外科医生
更能体会到一份惊心动魄的职
业感觉。常立高坦言：“我有一
个特点，压力越大，手术做得越
好，这必须建立在对疾病、对病
人、对机理的充分理解上。有时
候越是‘烫手’的病例，我越想挑
战。”

在泌尿结石手术治疗上，传
统的开刀取石手术、体外碎石术
等，因创伤巨大、碎石排石效果不
确切等原因，已被微创内镜手术

“革新换代”，而纤维输尿管软镜
和经皮肾镜“双镜”技术便是其中
最璀璨的技术亮点。常立高教
授，不仅能娴熟驾驭这两项先进
手术，还能将其娴熟地配合运用，
解决了诸多高疑难肾结石病例，
不仅折服了众多的肾结石患者及
家属，还受到各级新闻媒体的多
次重点关注介绍。

“医者，书不熟则理不明，理
不明则识不精。做好手术，唯一
的法门就是不断学习、谨慎实
践，别无其他。”谈及如何习得这
一身高强的取石“武艺”，常立高
显得十分云淡风轻，从年轻时白
天换药、拆线，晚上挑灯写病历，
到如今的医院学科“台柱”，常立
高每一台为患者成功拆除“结石
炸弹”的手术，都浸透着他30多
年医路的汗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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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绽放万人大会

“结石专科医院站在国际学术
舞台崭露高超技艺，在全国是第一
次。四川结石病医院拥有令人惊
讶的技术，非常不错！”今年5月5

日，北京第六届国际上尿路结石微
创治疗研讨会上，常立高教授受邀
在会上进行了《输尿管软镜的手术
经验》的精彩演讲，获得北京协和
医院纪志刚教授、大会主席北京友
谊医院田野教授给予盛赞。

这场具备全球影响力的泌尿
微创学术盛会，回忆起当时全场泌
外同仁雷鸣般的掌声，常立高教授
流露出由衷的自豪之情。

报告中，常立高主任围绕四川
结石病医院八年来开展的泌尿结
石微创取石技术进行了经验总结，
强调了微创取石技术在儿童肾结
石、孤立肾、马蹄肾等疑难病例中
的运用技巧，对急诊输尿管探查、
残石处理、置管引流、软镜肾盂压
力控制等关键细节技巧进行了深
度分享，凸显了专科专病专治、庞
大数量的手术经验累积带来的精
细化技巧突破。

常立高已记不清这是他受邀
参加的第多少场学术会议了，但可
以肯定的是，这场盛会标志着以常
立高为首的四川结石病医院泌尿
外科团队诊疗技术，朝着国际学
术舞台又迈出了实质性一步。

“不断强化学科建设，结石病
诊疗朝着精细化、专业化方向去发
展，前途不可限量。”此刻的常立
高，眼神里充满了自信。

四川结石病医院常立高教授
泌尿系统“拆弹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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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都市医疗资源发达，是全川
乃至西南的医学重地，如何在强院
如林的蓉城建设出一家深受患者认
可信赖的专业医院，四川结石病医
院走出了一条学科强院的路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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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省内能实施该手术
的机构不算少，但有丰富病例经验
累积、能十分成熟地开展的机构却
寥寥无几，而在四川结石病医院，通
过严格手术路径把控和流程管理，
手术质量得到保障，已发展成为医
院的核心竞争力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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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东著名微创腔镜技术专
家易成然主任为核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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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协助及远程会诊，与国外前
沿结石诊疗技术保持同步。

由于医院强劲的发展势头和广
阔的发展空间，使得不少40岁到55
岁的中青年专家在这个平台上大显
身手，而这个年龄阶段正是外科医
师的“黄金时代”，理论和临床经验
都很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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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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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业精于勤，在常立高主任、何明
刚主任等专家的带领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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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00余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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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00例、经皮肾镜碎
石取石术700余例、输尿管硬镜碎
石取石术900余例，此外，四川结石
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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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省结石诊疗一梯队阵型。

由于技术过硬，四川结石病医院
被公立三甲医院所青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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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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锦
旗。据了解，该院近年来收获的患
者感谢锦旗超过600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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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结石病医院依托
学科建设，苦练“内功”，闯出了一条口
碑式发展之路，在奋力砥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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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口碑写在发展旗帜上
创一流学科建设的“专科视角”

无影灯下，没有鲜血淋
漓，没有血袋高高挂起，几块
止血纱布干净地放在手术台
上……

9月8日，经过重重消毒
和全副武装，走进了四川结
石病医院手术室，泌尿二科
专家常立高教授，正手持纤
维输尿管软镜，娴熟地操作
一例肾结石微创手术，他的
前方是一块高清液晶屏，放
大数倍显示着钬激光如何在
患者肾脏内不断的击碎结
石。

“以前开刀要把肾脏、输
尿管切开，现在大部分的手
术不需要了，只要术前定位
好结石位置，从尿道经膀胱、
输尿管这个人体的自然通
道，在体内就可以完成碎石
取石，大大减轻了病人开刀
和反复体外碎石带来的痛
苦，复杂的鹿角形结石等，经
皮肾镜开小孔也能够不开刀
解决结石问题。”常立高教授
语气里透露着医者的从容。

干净娴熟的动作，近乎
完美的手术过程，让人对微
创取石手术水平情不自禁手
动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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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杠杠的一位暖医

在病人眼中，常立高主任是一个
水平过硬，值得信赖和托付的好医生，
慕名点诊要他做手术的患者越来越
多。本次榜样中国我心目中的名医评
选中，一名患者留言：“我愿每天为常
大夫投票。”朴实而感人至深。

做完微创经皮肾镜取石手术的马
先生向记者透露，这是他第一次上手
术台，心里难免有些恐惧，但同病房病
友对常主任的夸赞给了他很多信心。

“他们告诉我，常主任的技术‘凶
得很’，没必要多担心。而事实的确如
此，我双肾结石比较大，还有肾积水、
尿路感染，在别的医院都说难度大，常
主任帮我取得干干净净。”马先生笑着
表示。

常立高表示，“行医至今，手术可
能就算我最大的成就吧。就拿今年上
半年来说，手术患者有728位。”如此
一统计，一年365天，常立高主任几乎
每天都泡在了手术室。

不忘初心，不负相托，用医术治愈
患者，用仁心诠释医道，是常立高教授
的从医心得，在30年救死扶伤的职业
生涯中，他始终在不断自我完善、不断
成长，默默构建着一位奋进却低调、严
谨又温暖的好医生形象。

常立高主任（中）微创取石手术中

四川结石病医院常立高主任

黄静
医院：成都市第七人民医院
科室：妇产科
职称：副主任医师
简介：2000年7月毕业于重庆医科大学，
从事妇产科工作近20年。熟练掌握妇产
科的常见病、多发病及疑难病症的诊治技
术，熟练完成有难度的剖宫产、子宫次全
切术、子宫全切术、次广泛子宫全切术、广
泛子宫全切术等，擅长腹腔镜下卵巢囊肿
剥除术，腹腔镜下卵巢修补术。任现职以
来，先后在省级刊物发表文章4篇。

李佳琦
医院：成都市第五人民医院
科室：妇产科
职称：主治医师
简介：毕业于华西医大，擅长妇产科疾
病诊治，对高危妊娠、宫腹腔镜手术有
较高造诣。

刘毅
医院：成都市妇女儿童中心医院
科室：产科
职称：主任医师
简介：毕业于泸州医学院。擅长领域：
孕期保健及高危妊娠管理，产科各种妊
娠合并征、并发症的诊治，有丰富基础
理论知识和临床经验。研究方向以妊
娠期高血压疾病、妊娠期合并症和并发
症为主。熟练掌握各类难产手术的操
作，妊娠期各种危急症的救治及妇产科
危急症的处理。

李艳
医院：成都市妇女儿童中心医院
科室：产科
职称：副主任医师
简介：毕业于华西医科大学。擅长领域
对孕期保健、高危妊娠的管理以及产科
常见病、多发病、危急重症的诊治有丰
富的临床经验，尤其擅长于糖尿病及胆
淤症的诊治及管理，熟练掌握产科各种
手术。

游晓蓉
医院：成都市妇女儿童中心医院
科室：妇产科
职称:副主任医师
简介：毕业于广元医学院，《中华现代妇
产科学杂志》专家编辑委员会常务编
委。熟练掌握妇产科常见病、多发病的
诊治及计划生育手术，熟悉危重疑难疾
病的诊治，了解妇产科疾病的新进展及
新疗法。

主办单位：封面新闻华西都市报家庭与生活报

大型公益评选活动
四川省首届AI+医疗高峰论坛暨第六届“我心目中的名医”

22
2018年9月21日 星期五
责编 黄强 版式 宜文
校对 张晓

2018我心目中的名医（儿科） 2018我心目中的名医（妇产科）

胡志红
医院：成都市第七人民医院
科室：儿科
职称：副主任医师
简介：1984 年毕业于重庆医学院儿科
系，从事儿科临床工作30余年，期间曾
多次在上级专科医院进修学习，临床经
验丰富，擅长于儿科呼吸道、消化道疾病
的诊治。现任成都市医学会儿科专委会
委员。成都市医疗质量控制专家，成都
市儿童保健质量控制专家。有多篇论文
在省级各专业刊物上发表。

范忠祥
医院：成都市第五人民医院
科室：儿科
职称：副主任医师
简介：2005年毕业于泸州医学院，此后曾
在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肾脏免疫
专业深造。擅长各种儿童及新生儿常见
病、多发病及危急重症的诊治，特别是儿
童肾脏病、免疫性疾病的诊治。参与国
家级协作项目1项，省市级协作项目2
项。各种杂志发表论文10余篇。

艾涛
医院：成都市妇女儿童中心医院
科室：小儿呼吸内科病区
职称：主任医师
简介：毕业于重庆医科大学。现任四川
省变态反应学专业委员会候任主任委
员；四川省儿科专业委员会常委；四川省
儿科专委会呼吸学组副组长；主持多项
国家、省部级科研项目；获省、市科技进
步二等两项。擅长治疗儿童哮喘、慢性
咳嗽、婴幼儿反复喘息、重症肺炎、难治
性肺炎、特殊病原肺炎等疾病。

程昕然
医院：成都市妇女儿童中心医院
科室：小儿内分泌遗传代谢内科
职称：主任医师
简介：毕业于重庆医科大学，硕士研究
生，硕士生导师。中华医学会儿科学分
会内分泌遗传代谢学组委，成都医学会
儿科专委会委员。擅长治疗儿科遗传代
谢性疾病、儿童生长发育相关疾病（矮身
材、性发育异常、肥胖）和儿童内分泌疾
病（甲状腺疾病、糖尿病、尿崩症、肾上腺
疾病、甲状旁腺疾病）。

郑植
医院：四川省人民医院
科室：儿科
职称：主治医师
简介：擅长各种先天性心脏病的诊断以
及介入治疗技术。2007年华西临床医学
院毕业，硕士学历，先后在华西医院急诊
科，华西附二院儿科，四川省人民医院儿
科工作，师从于著名儿童心血管专家华
益名教授，擅长于儿童危重症急救，儿童
先天性心脏病的介入治疗，对儿童营养
发育也有丰富的临床经验。

范慧海
医院：成都市第六人民医院
科室：儿科
职称：副主任医师
简介：成都市医学会儿科专委会委员，
成都市儿童保健质控专家组成员，成都
市医疗鉴定专家库成员。擅长诊治支
气管哮喘、支气管肺炎、慢性咳嗽等呼
吸道疾病，儿童腹痛、腹泻等消化道疾
病和新生儿窒息、早产儿、新生儿黄疸
等危重症以及儿童保健工作。

李志瑶
医院：四川省第四人民医院
科室：儿科
职称：副主任医师
简介：1994年本科毕业于重庆医科大学
儿科系，2006年硕士研究生毕业于四川大
学华西临床医学院感染儿科专业，师从华
西妇女儿童医院万朝敏教授，具有扎实的
儿科基础知识，熟悉儿科常见病及多发病
的诊治，对儿科疑难重症有较好的处理能
力，尤其擅长儿科感染性疾病的诊治，在
国家级核心期刊上发表论文10余篇。

刘丽
医院：成都市第二人民医院
科室：儿科
职称：主任医师
简介：从事儿科临床工作近30年。擅长
儿科各种常见病、危急重症的诊治，尤
其对神经系统疾病，行为、生长发育障
碍，呼吸系统、消化系统疾病的诊治方
面具有丰富的经验。

周谦
医院：成都市第二人民医院
科室：儿科
职称：副主任医师
简介：从事儿科专业技术工作多年，积
累了较丰富的临床经验。能熟练诊治
儿科常见病、多发病、急危症。发表论
文20篇。获成都市科学进步二等奖1
项，三等奖2项。

向龙
医院：成都市第一人民医院
科室：儿科
职称：主任医师
简介：从医29年，从事儿科临床工作20
余年，对感染性疾病、肾脏疾病、营养代
谢性疾病等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尤其擅
长小儿危急重症诊治，急救监护，机械
通气和多脏器功能衰竭的抢救。担任
中国医学会救援协会儿科分会委员等
12个学术职务。在国家级期刊发表论
文20余篇，其中发表SCI多篇。

（排名不分先后） （排名不分先后）

雷华江
医院：四川省人民医院
科室：妇产科
职称：副主任医师
简介：从事妇产科学临床诊治及研
究工作25年。四川省预防医学会
盆底疾病分会第一届委员会副主任
委员，四川省医学会妇产科专委会
第四届腔镜学组委员。擅长妇科良
性和恶性肿瘤的诊治，对妇科盆底
功能障碍性疾病处理有独道之处。

王平
医院：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
科室：妇科
职称：副主任医师
简介：王平教授从事临床工作30余
年，完成各种妇产科手术上万例。
其发表论著多达70余篇，参与编写
学术专著 5 部，获省部级科研奖 4
项。除担任临床医疗和科室管理
外，王平教授还要从事教学与科研
工作培养出一批又一批优秀学子。

王静依
医院：成医附二院·416医院
科室：妇产科
职称：主任医师
简介：四川省医师协会妇产科医师
分会委员、四川省妇科肿瘤专委会
委员，每年主刀完成腔镜手术 200
余台、开腹手术300台，TVT-O手术、
盆底修复手术位于成都市前列。在
SCI、国内核心期刊和国家级期刊发
表论文30余篇。

徐雁飞
医院：成都市第一人民医院
科室：妇产科
职称：副主任医师
简介：1996年重庆医科大学本科毕业，
2007年四川大学华西临床医学院硕士
研究生毕业。从事妇产科临床工作20
年，擅长妇产科常见、多发病的诊治及
危急重症的抢救，如正常妊娠、病理高
危妊娠、妇科炎症、妇科肿瘤、宫颈病变、
女性内分泌疾病等；能熟练开展开腹、
腔镜手术；并擅长妇科微创手术操作。

李文骏
医院：成都市第七人民医院
科室：妇产科
职称：主治医师
简介：2006年毕业于泸州医学院，从
事妇产科工作10余年。于2014年
获得“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教师资
格，于2015年至2016年在四川大学
华西附二院进修学习。在长期的临
床工作中积累了丰富的工作经验，
擅长于妇科、产科、计划生育等专业
的常见病、多发病的诊断与治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