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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有

95元！

老教授开出

“最划算”治不孕处方

市民刘女士近日到成都阳光妇科医院

看不孕，仅花了 95元钱就成功怀孕。这个 95

元钱的处方，被病人称为“最划算”的处方。

奇怪：问诊后 医生让她下周再来

9 月 4 日， 刘女士慕名来到成都阳光

妇科医院治疗不孕症。问诊后，张教授既不

让她做检查，也不开药，只让她下周再来。

当时，刘女士也觉得很奇怪。

张教授告诉她， 不孕症的检查很讲究

时期，例如做输卵管造影，最好在例假结束

后的三至七天。即使是在一天之内，某些激

素早、中、晚的检查数据也可能有所不同。

所以，医生不能给患者盲目做检查，不在最

佳时间检查出来的数据也不科学！ “下周

来的时候，记得把以前的检查报告都带上，

尽量不做重复检查！ ”

感叹：合理用药 教授不让市民白花钱

第二周， 张教授只开了一些促排卵和

进行内分泌调理的药物，价值 95 元钱。 可

是， 就是这个 95 元的处方让刘女士怀上

了！“能不做的检查，张教授就坚决不做。”

阳光妇科负责人称，医院提倡“合理检查、

合理治疗、合理用药”。

【名医档案】

张永和，主任医师，成都中医药大学生殖

内分泌学博士生导师、教授，享受国家特殊津

贴专家。 每周二、三、四全天在“阳光名医堂”

坐诊， 登录医院网站

www.ygfk.com

可以预

约到张永和教授的专家号。 （吴筱颖）

最近，成都中山骨科医院、成都市锦江

区人民医院强强联合， 为蓉城骨病患者开

展———颈腰椎疾病以及其他骨关节疾病免

费普查活动，同时在室内设置三个普查点，

以惠及更多患者。

据了解，颈腰椎疾病、骨关节疾病患者

是本次大型普查活动的主要对象， 本次活

动特意准备了数台核磁共振、螺旋 CT、数

字化 DR等先进、专业的设备。 专家提醒，

如果市民有骨质疏松、 颈肩酸痛、 关节疼

痛、肢体麻木等症状，以及久治不愈的疑难

骨病， 皆可前往任一活动指定地点享受免

费普查，并有骨科专家为患者答疑解惑。

第一次做核磁共振检查的市民王女士

称， 自己过了 60岁后就经常腰背疼痛，腿

脚麻木，总感觉有什么压着一样沉重，这次

的免费检查不仅省了钱， 更重要的是她通

过检查知道了自己的腰椎间盘骨质增生到

底有多严重，“我已经积极配合专家做好

了合理的治疗计划”。

成都中山骨科医院专家介绍， 很多颈

腰椎病患者都以为轻微的疼痛、 肢体麻木

忍一忍就过去了，其实这种办法极不科学。

这是病，应早发现，早治疗，特别是中老年

人，身体条件本来就比年轻人差，及时诊断

与针对治疗显得更加迫切。

（吴筱颖）

两院强强联合

颈腰椎骨病免费普查受热捧

张永和教授与治愈者

2012

“健康一城”大型公益活动：

主办：成都商报

媒体支持：成都电视台第二频道、成都全搜索网站、

《明日·快

1

周》杂志、成都商报新媒体实验室

“健康一城”并不仅仅是

每年年末的一桩活动盛事，它

更是成都整个健康医疗行业

为之奋斗的目标，是成都市民

向往的那个越来越近的理想

城市。要实现“健康一城”，它

需要大家每一天的耕耘、每一

天的进步。 回首 2012，成都

健康医疗行业有精彩、 有艰

辛，有永不停息的浮沉，有突

如其来的压力； 回首 2012，

有太多值得感谢的人和事，有

太多值得珍藏的支持和关爱，

有太多值得歌颂的付出和信

任……

在此，几位杰出的院长通

过成都商报说出了他们的心

里话。 你会听到什么呢？ 爱与

责任、坚持与创新、理想与未

来！让我们从院长们那朴实而

真挚的话语中，收获温暖的力

量。 而这温暖是可以传染的，

我们同样又可以用一颗感恩

的心来传递温暖。 2013，一切

都会更好！

新年的钟声即将敲

响 ， 当 我 们 挥 手 告 别

2012，蓦然发现，曾经的

阴霾只不过是人生长河

中的一朵浪花、如梭岁月

里的一缕馨香。 翻开日

历，一页页崭新的生活会

因为我们的感恩而变得

更加璀璨……

你

你你

制图 王珏菲

◎

汉密尔顿美容

医院洪伟院长

20

年风雨历程， 汉密

尔顿今天的辉煌成就来之不

易， 所以我要感谢一直以来和

我并肩作战的医生团队、服务团

队。 让客户成为巨星、让汉密尔

顿成为巨人，将是所有汉密尔顿

人下一个

20

年不懈努力

的目标。

◎

成都欧亚男科

医院邓大春院长

大家互相帮助，人心才

能更加团结，社会也就更加安

定。 我们医院也肯定会一如既往

地秉承用心传递服务、用爱呵护健

康的理念，为患者服务。

◎

成都普瑞眼科

医院艾碧君院长

感恩于心 ， 感恩于

行。

2012

年即将结束，我谨

代表成都普瑞眼科医院所

有员工衷心感谢社会各

界的关心支持， 有了

你们的信任， 才有

今天成都普瑞

的大发展。

◎

安琪儿妇产

医院陈慈院长

安琪儿妇产医院历

经

4

年，成就了

4

年零事

故的医疗安全典范，收获

4000

多个幸福家庭和近

万名会员的信赖， 更在

今 年 成 为 西 南 首 家

JCI

认证的国际 化

医 院 。 感 谢 大

家 ， 我们会

更努力。

◎

金 琴 口 腔 李

虹院长

医路漫漫，如履薄冰。

金琴口腔自创立以来，一直将

医疗安全放在首位，为此我们付

出了巨大努力。 但是，无论有怎样

的艰难险阻， 我们的责任感与使

命感都从未曾懈怠。

成都商报记者 何筝

黄文娟 陈松 吴筱颖

四川针对不孕不育家庭启动“好孕计划”今冬治疗怀孕
明年生宝宝

由成都中医药大学不孕不育“接绪疗法”临床医院提供治疗技术援助，不孕
夫妻最快可实现35天怀孕，活动咨询电话028-88189999、85068298。

在已婚夫妻中，患有不孕不育症的占到了
10%-15%

的比例。

2012

年
8

月，四川针对广大不孕不育夫
妻，启动了“好孕计划”惠民活动，在全川范围内公开征集

1000

名不孕女性，为她们提供医疗援助。

据不完全统计，本次惠民活动在
4

个月时间吸引了
800

多位女性来报名，她们到定点医院接受了专
业的援助治疗。目前已经怀孕女性总人数达到

479

人，其中在
2012

年
11

月治疗怀孕
151

人。

我们发现，25-30岁的人群是不孕
不育的主力军。他们面临着来自父母的
“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精神压力，面
对着不完整家庭的现状，甚至是他人异
样的眼光，患不孕不能生孩子让他们尴
尬难言。
比如，来自四川遂宁的王红夫妇就

正面临着这样的困扰。

王红和李伟是一对幸福的小夫妻，
结婚多年却还是没有爱的结晶。来自父
母亲人的压力和朋友们的异样眼光，让
他们的心理压力愈来愈大。在双方的父
母不停的催促下，他们最终决定去医院
检查，经过无数次的检查和治疗，药吃了
不少，钱花了不少，却一直都没有起到作
用。婆婆冷眼相待，时不时挑三拣四，父

亲成天的哀声叹气……
更让王红难以承受的是原本很爱她的

丈夫，对她也是越来越冷淡，甚至经常找借
口拖延回家的时间，于是他们不停地争吵，
幸福的小窝也成了没有硝烟的战场……王
红在伤心的同时也很疑惑：为什么检查治
疗了无数遍，还是没有效果呢？到底有没有
一种治疗方法可以让她怀孕呢？

不孕不育现象严峻大部分患者治疗后还是不能怀孕

在“不孕潮”侵袭的今天，不少人
都面临着以上王红夫妻经过无数检查
和治疗却始终不孕的现状，为此，大部
分人觉得不孕不育症是一场必须要经
历的“马拉松式长期治疗”。那么，这是
为什么呢？怎样治疗不孕不育才会达到
理想的效果呢？

侯蓉萍，成都中医药大学不孕不育
自主知识研究成果“接绪疗法”拜师传
承人，她分析指出，女性孕育是一个相

当复杂的过程，要求“卵巢能够排出正
常卵子，精液中含有正常有活动能力的
精子，卵子和精子能够在输卵管内相遇
成为孕卵”，并被输送入子宫腔，子宫内
膜适合于“孕卵着床”，这些环节只要
有一处不正常，就会使得孕育受阻，导
致不孕症的发生。

侯蓉萍说，此次面向全川公开征
集1000位不孕女性，就是要给广大不孕
不育患者提供成都中医药大学不孕不

育“接绪疗法”这项权威诊疗技术，帮助
她们实现怀孕生子，在求医的路上少走一
些弯路。

侯蓉萍主任告诉我们，凡是报名参加
征集活动的不孕不育夫妻，采用成都中医
药大学不孕不育“接绪疗法”治疗，怀孕
都非常快，患者一般能在45天至60天怀
孕，目前的最快纪录是一位来自湖北武汉
的王姓患者采取“接绪疗法”治疗35天就
怀孕了。

报名参与“好孕计划”征集不孕夫妻最快35天可治疗怀孕

在走访过程中，我们看到不时有挺
着大肚子，在家人陪伴下来成都中医药
大学“接绪疗法”阳光妇科临床医院进
行保胎检查的女性，她们都是在该院经
过“接绪疗法”治疗并怀孕。

对此，侯蓉萍主任告诉我们，目前
该院每天都要收治数十位不孕女性，不
但有宫外孕后来求医的患者，还有多次
试管婴儿失败来治疗的患者。另外，因
为子宫内膜异位症和妇科盆腔炎症导

致不孕的女性也不在少数，“接绪疗
法”优势就是大部分患者都不需要进行
手术治疗，采取中药疗法即可实现治愈
怀孕。

我们在走访过程中获悉，成都中医
药大学不孕不育“接绪疗法”十分重视
对输卵管的评价。输卵管是“生命通
道”，在孕育的过程中，对拾卵、精子获
能、卵子受精、受精卵输送及早期胚胎
的生存和发育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据介绍，中医药大学“接绪疗法”技术
从循证医学和中医辨证的角度出发，通过
大量临床实践证实，7成左右的输卵管性不
孕症根本无需做疏通手术。只要针对病因，
合理制定治疗方案，患者配合医生进行系
统的治疗、调理，即可取得理想的治疗怀孕
效果。同时，女性不孕症患者放弃手术治
疗，还可大幅度地降低就医费用，经济负担
也减轻了。

撰稿吴筱颖

输卵管堵塞导致不孕中医药大学新技术治疗怀孕率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