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据悉，此次“鼻博士”专病专场诊疗月活动将
由成都仁品耳鼻喉专科医院提供全程医疗和惠民
支持，医院还专门成立活动小组，制定了详细的来
院诊疗流程，全程提供一对一服务。该院程吉生院
长说到，仁品将提供最好的专家和设备，全力做好
鼻博士诊疗活动的保障工作。医院还专门拿出3个
手术免费名额，帮助的确需要治疗的老百姓。程院
长还强调，不会因为免费就降低服务，会一如既往
的保证手术的高品质。

西南耳鼻喉领先品牌汇聚国内知名专家
据了解，作为此次活动定点医院———成都仁品

耳鼻喉专科医院，凭借先进的技术和专业的诊疗服
务，早已被蓉城市民所熟知。依托全国连锁耳鼻喉
机构优势，仁品不仅为市民带来一大批国内知名耳

鼻喉专家，更是通过创新耳鼻喉医疗服务模式，首
创“专病专场”服务，有效整合专家所擅长，精准服
务川内耳鼻喉患者。

超微创技术精细化确保诊疗高品质
“作为耳鼻喉绿色诊疗的倡导者，成都仁品的

专家团队一直在诊疗技术上精益求精，追求让耳鼻
喉疾病诊疗更精细化、人性化。”正如仁品院长所
说，现在医院研发和引进的十多项超微创诊疗技
术，是其高品质医疗效果的保证。尤其是在过敏性
鼻炎、鼻窦炎及鼻咽肿瘤等疾病的治疗上，不仅取
得良好的患者口碑，在学术方面也颇有成果。据了
解，到2014年，仁品医院共有10项耳鼻喉医疗项目
由卫生厅列为继续医学教育项目，这无疑是对该院
技术实力和医疗品质最好的肯定。

“鼻博士”专病专场诊疗月活动系列介绍一今起面向全省征集3个鼻科免费手术名额
报名电话：028-68300000

据了解，由成都仁品耳鼻喉专科医院联合成都商报健康工作室发起的“鼻博士”专病专场诊疗月活动全面启动，为呼吁更多读者
关注鼻部健康，远离耳鼻喉疾病，活动定点医院--成都仁品特拿出3个免费手术名额，面向全省征集鼻科疑难病例。
“鼻博士”专病专场诊疗月活动由成都仁品耳鼻喉专科医院发起，联合健康工作室呼吁更多读者关注鼻部健康，特面向全省征集3

名鼻科疑难病例，享受免费手术治疗。
有关人士表示，想通过此种方式让更多的人来关注鼻部健康，同时成都仁品耳鼻喉专科医院也想通过名额优惠的方式来回馈社

会，让家庭情况特殊以及的确需要医治的老百姓能享受免费手术名额。

据悉，此次活动从即日起开始报名，报名截止时间为4月24日。由
成都商报健康工作室活动组委会对所有的报名者进行初步筛选，通过
筛选者，将会通知其前往活动定点医院———成都仁品耳鼻喉专科医院
进行术前检查。最后，由仁品鼻科专家根据检查结果和手术指征，确定
三个疑难病例进行免费手术治疗。

成都仁品全程医疗、惠民鼎力支持

名额有限赶快行动 报名条件：
1、年龄12-50岁之间，男女不限；2、长期鼻塞、流涕，

有鼻部疾病史；3、自愿参加，能够积极配合活动安排；4、家
庭条件贫困者优先。
报名方式：

通过拨打活动专线028-68300000进行报名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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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信虽小，世界很大

A

、专家说：专病专场模式是专科诊疗

趋势更是创新

在传统的就医理念中，有病上医

院是最基本的选择，不会太多考虑诸

如专业化程度、个人隐私等因素，也没

有可选择的余地。而眼下，国际医疗的

发展趋势已经聚焦到了“精细化”和

“专业化”。

成都仁品耳鼻喉专

科医院程吉生院长表

示， 作为西南地区规模

最大的耳鼻

喉诊疗机构，

在当下专科

医疗潮流下，

医院顺势而

为，在整合专

科医生、专科

设备和专科

技术的基础

上，对专科医

疗提出精细

化要求，推出更深入的专业服务。去年

国庆期间推出了“专病专场”诊疗服

务，为患者带来全新的诊疗模式。

就此次活动，程院长还透露，成都

仁品还专门拿出3个免费鼻科手术名

额，虽然是免费的名额，但仁品同样会

安排最好的专家为患者诊治，保证可

以享受到高品质的医疗服务。

B

、患者讲：去年国庆体验过，有特色

家住华阳的杨女士，是去年首批

体验“专病专场”服务的幸运儿。由于

远离市区，杨女士每次进城看鼻炎都

苦堪不言。“去年国庆，在报纸上看到

了专病专场的信息后，马上就打电话

预约了北京的专家，医生在检查诊断

的时候十分专业，能看出他们的业务

技能很扎实。跟专家沟通了半个多小

时，不仅知道自己鼻炎的毛病，还对疾

病的认识更加的深入。” 一说起去年

国庆的就医体验，杨女士便滔滔不绝。

杨女士也希望以后能多推出这样有特

色的医疗服务，让老百姓看病更省心。

据了解，不少市民纷纷表示，希望

能跟“鼻博士”好好沟通下，多深入问

问自己的问题， 而不是两三分钟就

“草草了事”。对于这样利民惠民的医

疗服务举措，他们十分期待。

C

、商报评 ：关注民生 ，支持 “专病专

场”诊疗模式

在去年报道仁品医院 “专病专

场”模式后，成都商报也一直在关注

该机构。“‘专病专场’模式确实为化

解老百姓看病难问题， 提供了一种很

好的尝试。作为西南有影响力的媒体，

商报有职责为市民看病难问题出谋划

策， 为优秀机构提供良好的媒体支

持。” 此次成都仁品医院启动 “鼻博

士”专病专场诊疗活动，正是希望呼

吁社会关注鼻部健康， 关注老百姓看

病难问题。

仁品作为全国连锁的耳鼻喉诊疗

机构，立足成都以来，不断提高诊疗技

术和创新医疗服务模式， 逐渐为川内

耳鼻喉患者所认同，并在学术研究、服

务患者、 回报社会等方面都树立了耳

鼻喉行业的典范。

（吴筱颖）

●

首创专病专场诊疗模式，提供一对一、多对一的精

细化服务

●

患者现身说法，与专家沟通时间不少于

30

分钟

● 3

个免费鼻部疑难病例手术名额，即日起，面向全

省征集

仁品耳鼻喉医院联合本报健康工作室

发起“鼻博士”专病专场诊疗活动

●

空气质量下降和疾病认知的不足， 导致耳鼻喉健康日益受到疾病威

胁，以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咽癌尤甚；

●

鼻部疾病诊疗复杂，各医院科室水平不一，漏诊误诊例子多；

●

大医院挂号难、手术等待时间长，小诊所不专业、不放心，鼻部疾病到

底上哪儿看？

聚焦鼻尖下的健康 热议“专病专场”诊疗

核

心

提

示

近年来， 随着空气质量的下

降，PM2.5越来越为人所重视，耳

鼻喉疾病也受到大家的广泛关注。

在中国， 有超过1亿的过敏性鼻炎

患者，鼻窦炎患者的数量也达到千

万，以鼻咽癌为代表的耳鼻喉恶性

肿瘤，更是成为我国的高发恶性肿

瘤之一。

为关爱市民鼻部健康， 西南

耳鼻喉专业诊疗机构———成都仁

品耳鼻喉专科医院携手本报健康

工作室发起 “鼻博士”专病专场

诊疗月活动，即日启动，活动期间

4月17日至5月11日，多位来自北

京、 上海和四川等地的鼻科大牌

专家齐聚成都仁品， 为鼻科疾病

患者开设专病专场诊疗， 提供一

对一服务。

春夏之交， 鼻部疾病又进入了高

发期。近来，成都各大医院鼻部疾病患

者人群明显增多。 上周六， 是第11个

“全国爱鼻日”，耳鼻喉专家也呼吁市

民关注鼻尖下的健康，爱鼻护鼻。

走访中发现， 鼻部疾病常常出现

的打喷嚏、流鼻涕等症状，很多人都遇

到过。然而，近一半的市民表示“没有

引起重视，甚至以为是感冒”。耳鼻喉

专家也为市民的疾病认知和就

诊意识表示了同样的担忧。另一

方面， 耳鼻喉科从原来的小科

室， 如今发展到医院

的常规科室， 各医院

的水平不一， 造成临

床中漏诊误诊的例子

很多。“耳鼻喉疾病，

尤其是鼻部疾病亟待

专业和精细服务”，

一位业内人士向记者

表示。

聚焦：

关注鼻尖下的健康

小鼻病也需要精细服务

热议：

专病专场活动 为患者看病就医谋“福利”

运动中， 许多人都曾有过

这样的经历，在运动刚停止时，

身体出现眩晕、恶心、筋疲力尽

的感觉， 严重者会出现头晕目

眩，甚至晕倒等情况，这都是由

于运动后不做正确的放松导致

的。所以，运动时一定不能忽略

“冷身运动”的重要性！

何为“冷身运动”？相对于

运动前要做“热身运动”，“冷

身运动”顾名思义就是使身体

从运动的状态转化为静止状态

的适应过程， 可以避免运动者

血压下降过快，影响健康。“冷

身运动” 就是身体的保护伞，

对身体适应环境有很大好处。

首先， 冷身运动能使脉搏

的高速跳动频率减缓至安全水

平；其次，冷身运动能使大量的

血液返回心脏从而避免其滞留

在腿部，以保证大脑的血供；此

外， 冷身运动还有助于加速代

谢产物的排除，及时放松肌肉，

尽快消除疲劳，促进体力恢复，

还可以减少运动后的肌肉酸

痛。适合作为“冷身”的运动项

目有慢跑、行走、牵拉等，在冷

身运动中，还需逐渐减慢动作，

至身体恢复平静(心率降至120

次/分以下)即可。虽然动作简

单， 但是对身体的养护是很必

要的。

“冷身运动”结束并不代

表机体就完全平静了，“冷身

运动”只是为机体提供一个平

缓过渡期， 弱化身体的不良反

应。历时5-10分钟，使身体平

缓度过不良反应“危险期”。但

是身体完全恢复静息状态也需

要时间的，通常为1小时。也就

是说在1小时内， 尽量不要吃

饭、睡觉、洗澡等，避免全身血

运集中在某个部位， 而导致大

脑供血供氧不足， 出现不良反

应。

（黄文娟 整理）

“冷身运动”你听过吗

成都仁品耳鼻喉专科医院“专病专场”鼻博士正在会诊

春夏交接，百花盛开，踏青

赏花正当时。 但各种鲜花、树

木、 蒿类或其他植物花粉容易

引起过敏， 常伴有鼻塞、 流鼻

涕、打喷嚏及全身发痒，有时皮

肤还会出现一团团的风疹块，

甚至还会胸闷、憋气。建议有过

敏史的人，踏青时要避开花草，

更不可随意去闻花草。

“过敏性鼻炎需要接触到

过敏原才会触发， 因此最好的

防范方法就是避免接触。”如

果必须要外出， 建议出门戴上

口罩，特别是在风起的时候，以

免花粉和粉尘的侵入。 花粉过

敏症患者应注意媒体和天气预

报一起公布的花粉浓度， 一般

有风天气空气中花粉浓度很

高，应尽量减少外出，少到树木

花草多的公园或野外去， 使花

粉吸入量降低到最低限度；在

花粉高峰期遇到大风天气时，

应关闭门窗； 花粉症患者不要

在植物树木密集的地区做长

跑、爬山、打球等剧烈运动，因

此时呼吸道处于高反应状态，

在花粉浓度高的环境中做剧烈

运动会诱发憋气甚至哮喘。此

外，增强平时的身体锻炼，不断

提高自己的抵抗力。

据专家介绍， 这个时节气

温回暖，病菌不断滋生。鼻腔组

织在这个时候也处于脆弱期，

一旦遇到空气中的各种花粉、

粉尘等过敏原， 很容易诱发过

敏性鼻炎， 尤其是过敏体质的

人群。 个别过敏体质的患者最

好去医院专科进行一次全面的

检查， 以免过敏性鼻炎不期而

遇。

（吴筱颖 整理）

花香四溢 要健康不要过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