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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很多时候，民营医院都有着“优
美的就医环境、优质的医疗服务”这些
赞语。作为我国医疗卫生事业改革应运
而生的产物，民营医院在成长之初，社会
大众就给予了厚望，希望它们能够顺利
的成长，给整个医疗行业起到积极的推
动作用。
成都曙光生殖健康医院清醒地认识

到：医院的服务不仅是让患者治愈疾病，
也不仅是在治疗期间给予的服务，更不
仅是优美的环境，还应该有最贴心的关
怀，让医患之间的关系更像亲人一般。在

这种情况，“关怀处方”就是医生面对病
人的第一步工作。
作为一家专业的男科医院，面对的

患者都是身担重任的男性朋友，医院开
创的“一医一患一诊室”制度，让每一位
就诊患者诊疗全程都由一个医生全面负
责，不但保护了病人的隐私，更重要的是
让医生能更加了解病人的治疗进展情
况，便于随时根据病人的病情决定下一
步的治疗方案；同时，医院还设立了“全
程导诊”服务，从进入医院到结束就诊，
都有专人一对一服务，避免了患者的东

奔西跑、劳费心神。
医院开辟了“就诊绿色通道”，可以通

过电话和网络提前预约，到院后直接就诊，
让男性朋友节省了就医时间；开设了商务
包间，让患者在接受医疗服务的同时，还可
以处理工作中繁冗的事物，让快节奏、高压
力的男性朋友治疗、工作两不误。
“每一位来宾都是我们的朋友！”院长

王平告诉笔者，“我们不仅在认真做事，更
是用心在做事。”这也是曙光一直以来的
做事方法，让每一个细节都能更细，让每一
件事情都能更好。

从平凡到榜样，从榜样到卓越
———走进成都曙光生殖健康医院

青羊宫是成都文明古城的一张名片，门口的一环路每天车水马龙，成都曙光生殖健
康医院就坐落在这一片繁华的旁边，开业至今已经7年，它伴随着成都男科医疗事业的
一步一步前行，誉满蓉城。

7年的时间，蕴含着所有曙光人的拼搏与梦想！无数个日子的风雨兼程，日日夜夜的
守护，见证了成都曙光生殖健康医院负重前行的坚实步履……

“用细节诠释尊贵，用爱心回馈社
会”，是曙光不变的誓言。作为一家现代
化的医院，同时也作为社会的企业公民，
成都曙光生殖健康医院深知自己肩负的
责任不仅是解除病患的痛苦，更重要的
是引领和倡导新时代的大健康观念。

曙光生殖健康医院王平院长表示：
曙光生殖健康医院有责任、也有义务倡
导全社会都来关注男性健康。“从个人
的角度来说，作为一名医者，用爱心和自
己的专业知识，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人，

保证男性朋友身体和心理的双重健康，
是对‘医泽天下’最好的诠释和体现。”
七年时间，精心于男科疾病的临床

诊断与治疗；不断改善就诊环境提高服
务水平为患者提供星级医疗服务；与此
同时，成都曙光生殖健康医院还执着于
社会公益事业，积极开展公益捐赠、社区
义诊等慈善活动，治疗和帮助疑难男性
疾病患者，取得巨大的社会反响，为推动
中国男性健康事业发展做出了自己的贡
献。

多年来，曙光人一路拼搏、一路收获，
成为众多业内同行学习和模仿的对象。今
日的成都曙光生殖健康医院，积累下的不
仅仅是一个男科品牌、一面行业的旗帜，更
是“健康每一个男人，幸福每一个家庭”
的社会使命的延续！
阳光普照大地，万物充满生机。成都曙

光生殖健康医院如同初升的太阳，展望未
来，曙光人坚信———成都曙光生殖健康医
院必将在中国男性医疗事业中谱写出更加
绚丽的篇章！ 陈松

行动用“医泽天下”来诠释
———曙光的爱心

“成都曙光生殖健康医院近年来发
展迅速，无论理念、技术等方面都在西南
处于领先位置，特别是他们对男性健康
引发的社会问题的关注程度更是值得业
界同行学习。”美国耶鲁大学博士吴小
蔚更是这样表示。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升，女性从在家

“相夫教子”，到对精神生活的追求，给
男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和更大的动力。
随着压力的增加，生殖感染、男性功能障
碍、前列腺疾病、男性不育等疾病频频出
现在男性身上。不仅如此，由女性提出离
婚的比率高达 70%—80%的背后，更是
隐藏着男性功能障碍这个因素，也逐渐
成为社会所关注的热点问题。

为此，医院创建“西南男性功能康

复基地”，将行为训练导入治疗过程中，
妻子陪着丈夫一起参与治疗，让夫妻之
间得到更好的交流，这不仅增强了患者
对治疗的信心，也进一步加深夫妻之间
的感情。

在“西南男科专家会诊中心”的平
台下，成都曙光生殖健康医院整合优势
资源，不断完善提升诊疗技术。在治疗由
背神经敏感度过高诱发的男性功能障碍
时，曙光医院在背神经阻断的基础上自
主研发了“MINI 背神经微控术”，避免
了敏感神经的错断和误断，保障了患者
生殖器官神经总体功能的正常运行，改
善了过去手术后夫妻生活满意度不高的
情况。

作为现代化新型医院的必然选择，

曙光加快了医药生物材料临床应用和研
究，将“生物补片”这一领先世界的生物科
技运用到男性生殖整形中，在国际高标准
的 AAA+层流净化无菌手术室，通过经验
丰富的专家在高倍显微镜的清晰视野下，
准确将“生物补片”植入，使之与自体组织
相融合，这不仅从生理上矫正了生理器官
的畸形，更满足了男性朋友更“man”的心
理，增强了男性朋友的自信心。
医学科学的发展是永无止境的，曙光

一直秉承“以人为本，科技兴院”的发展理
念，始终把对技术的追求置于医院建设和
发展的首位；始终把目光集中在男科诊疗
的前沿，把提高自身的专业诊疗技术作为
医院发展的突破口和原动力，瞄准行业尖
端，占领着行业制高点。

治疗以“家庭幸福”为目的
———曙光的精心

就诊从“关怀处方”开始
———曙光的细心

昨日白天， 盆地大部地方以阴到

多云为主，天气阴冷，午后盆地最高气

温在5℃到10℃之间。而川西高原和攀

西地区的大部地方仍是令人羡慕的晴

朗天气。

根据四川省专业气象台的预报，

今日白天，盆地各市阴天为主，其中眉

山、自贡、泸州、宜宾、乐山、雅安六市

有零星小雨；川西高原晴间多云；凉山

东北部阴天有零星小雨（雪），攀西地

区其余地方晴间多云。

今晚到明日，盆地各市阴天有小雨；

川西高原北部有小雪， 其余大部多云间

晴；凉山东北部阴天有小雨（雪），攀西

地区其余地方多云。明晚到27日白天，盆

地大部地区小雨转阴， 其中盆地西北部

阴转多云；川西高原晴间多云；凉山东北

部阴天有小雨（雪），攀西地区其余地方

阴天间多云。总之，本周内我省冷空气活

动频繁，冷空气影响时盆地以阴天为主，

多小雨或零星小雨。

成都商报记者 王梅

成都市区天气预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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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 注 成 都 10 多 年 来 最 大 火 灾

昨日， 消防部门对起火的天旭汽配

配送中心进行了调查。 成都公安消防局

局长马昆称， 该配送中心消防安全责任

违规申报消防类别， 擅自改变建筑使用

性质，目前消防部门已封存有关档案。

马昆表示， 该中心向消防部门申报

的是丁类和戊类的使用性质，这个申报只

能存放不燃和难燃的物品。而在实际操作

中，该中心擅自改变使用性质，仓库存放

大量可燃、 易燃或者是极易燃烧的物品，

例如机油、油脂、包装、塑料等，而存放这

些物品应该申报的消防等级是丙类。

如果是按照丁类和戊类申报的， 对消

防的要求相对宽松，对消防实施的要求也比

较低；但仓库为了减少成本，按最低档次进行申

报，像这种火灾，如果按照丙类申报，进行合理

分区，损失不会这么大。“擅自变更用途，就为

节约成本。”马昆说，根据消防法和建筑法规

的相关要求， 消防和建筑部门会根据生产和

储存的东西，确定防火等级,再按照该防火等

级的规定进行验收， 如果是储存丁、 戊类物

品，可以不安装防火分隔、喷淋设施等很多消

防设备，但如果是丙类及以上，消防验收就相

当严格，在消防设备上的投入更大。

据了解，新都消防大队在对汽配城进行

消防检查时，曾多次发现市场内消防车通道

堵塞、储存物不符合报批要求等，也对其下

发过整改通知。

昨日，成都商报记者在现场时，曾听

到不少商户称市场内消火栓没水， 导致

消防在扑救时无水可用，使得火势蔓延。

而成都公安消防局表示， 市场内所有消

防栓都有水， 里面的消防设施设备能应

付初期火灾。

为什么火势蔓延太快， 成都公安消防

局一名负责火调人员介绍， 起火点是在D

区，之后蔓延到对面的C区，这是因为:1、起

火后，汽配城内的大量润滑油、机油到处流

淌，形成流淌火，流到哪里就烧到哪里；2、

汽配城的D区地势较C区高， 形成坡度，润

滑油、机油等液体一边流下来一边烧；3、此

外，每个商铺内均存放大量可燃物。

在前日的扑救现场， 成都消防出动

了14个中队和40辆消防车， 约两百名消

防官兵参与扑火，出动了30支水枪。

除此之外， 成都消防在几天前引入

的“远程大功率供水系统”也在前日的

大火中派上用场。该系统价值不菲，由两

辆大功率供水泵车和三辆水带自动铺设

车组成，在前日大火中，该系统从6公里

外供水。

“周围能用的水源都必须派上用

场。”马昆称，前日的大火面积大、着火点

多， 四周的消防水源都用上了还是无法

最快灭火，为保证灭火的水源供应，才使

用该系统从6公里外供水。

在建筑设计防火规范中， 针对厂

房与仓库， 根据储存物品的性质和储

存物品中的可燃物数量等因素， 对储

存物品的火灾危险性从高到低分为

甲、乙、丙、丁、戊类。据了解，整个天旭

汽配配送中心在申报消防许可的时

候， 是申报的丁类和戊类储存物。按

照建筑设计防火规范条例， 丁类主

要指“难燃烧物品”，而戊类主要指

“不燃烧物品”，这两类也是危险等

级最低的两类。那么，实际储物情况

如何呢？昨日，成都商报记者在火灾

现场做了调查。

在绕着汽配城走了一圈后， 记者

随机统计如下， 在A2区临路的10户商

家中，有1户经营润滑油；在C2区临路

的16户商家中， 有3户经营润滑油；在

D1区临路的6户商家中， 有1户经营润

滑油，合计为32户商家中，有5户经营

润滑油，比例为15.6%。而在消防工程设

计及应用中，根据闪点的不同，对可燃

液体做了三种分类，即：闪点小于28℃

的液体， 为甲类液体， 如原油和汽油

等； 闪点大于或等于28℃但小于60℃

的液体，为乙类液体，如喷气燃料和灯用

煤油等；闪点大于60℃以上的液体，为丙

类液体，如重油、柴油、润滑油等。

如此说来， 就润滑油和柴油等而言，

这些丙类液体储存物的危险性，显然高于

汽配城申报消防许可证时所申报的 “丁

类储存物”。

此外， 记者随机走访的32户商家中，

除开经营油类的5户商家， 剩余的27户经

营各种汽车配件的商家所储存的物体，也

并不全是“戊类”储存物。在C区经营汽

车配件的一位商家告诉记者，他主要经营

汽车修理工具，材料包括铁质、钢质、塑料

和纤维类，记者问他各自比例，这位商家

称，“（易燃与不易燃） 可能各占一半。”

此外，还有多位商家提及，大部分汽车配

件的包装均为纸质包装。

成都商报记者 邱峻峰 胡挺 蒋超

■记者调查

32户商家 5户经营润滑油

问物管

遍地易燃物 为何只报最低消防级别？

天旭汽配配送中心违规申报

问仓库�

火为何烧得这么快？

大量油外流，形成流淌火

问消防

为何到6公里外取水？

着火面积大，全面调动水源

机油、润滑油外流

形成流淌火

D

区地势高于

C

区

流淌火引爆汽车， 火星

炸向C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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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日的大火将车子烧得面目全非 摄影记者 程启凌

今日

阴天间多云转小雨

4℃~9℃

偏北风

2~3

级

明日

阴转小雨

4℃~8℃

偏北风

1~2

级

成都今明两天有小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