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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阶段

9

月

9

日

～9

月

11

日

A

、推荐方式：

医生自荐；患者推荐；医

院推荐。

B

、推荐渠道：

1、新媒体渠道：

关注成都商报微信公众号后留言推荐；

成都商报新浪官方微博；成都商报客户端点

击相关报道进入链接推荐；

2、成都商报热线电话86613333-1。

C

、推荐内容：

医生姓名，供职医院，从

医科别，推荐理由

投票阶段

9

月

12

日

～10

月

7

日

A

、投票渠道：

1、成都商报微信公众号“好医生评选”

专区；成都商报客户端

2、成都商报热线电话86613333-1

� � B

、投票须知：

通过成都商报新媒体渠

道的投票，每位市民每日可同时给多位医生

投票，但给每位医生限投一票；电话投票规

则参照新媒体渠道投票。

C

、票选比例：

新媒体投票占好医生评

选依据的50%权重；电话投票占20%；专家组

评定占30%。

此次好医生口碑榜评选活动咨询电话：

86613333-1

“妙手仁心·第二届成都好医生口碑榜”评选活动今日启动

评好医生 抢公益问诊号

即日起至9月11日推荐成都好医生，9月12日起投票正式开始

一双妙手，可以回春；一颗仁心，可

以济世。

医生这一行业，与我们每个人的生

活关系密切。范天勇、独脚村医……一

个个感人的故事向我们展示高尚的医

者形象， 也唤起我们对拥有高超技术、

高尚医德的好医生的渴望。2013年夏

天，我们举办了首届成都好医生口碑榜

评选活动， 在全城见证下， 首届成都

“10强金口碑”好医生诞生。

经过更充分的准备， 更严谨的规

则设置，今天，由成都商报主办、拜耳

医药保健有限公司特约报道的妙手仁

心·第二届成都好医生口碑榜暨好医

生公益联盟创建行动将正式开启。在

医德和医术这两条核心标准外， 本届

好医生口碑榜引入了“公益”元素，让

“好医生评选” 更实在地为公众提供

服务。这一次，我们在首届评选的基础

上进行了创新。

今日起至9月11日，我们开通市民

推荐、医生自荐、医院推荐三种渠道，在

全成都范围内广泛征集您心目中的好

医生。所有获选医生资料，我们将在3

日之后，汇总在成都商报微信公众号的

“好医生评选”专区向您推出，成为全

城最全的好医生APP资料库。 在这个

平台， 您可以一览成都最全的医生资

料，为心目中的好医生投票、打榜，并与

之留言互动。

今天起，与我们一起，见证新的10

大金口碑好医生的诞生。

如何才称得上是好医生？结合患

者、医生、院长等群体的意见，对一名

好医生而言，医德、医技二者缺一不

可，即“妙手仁心”。

“病家求医，寄以生死”，要为患者

解除病痛或挽救性命，良好的医技是一

名好医生的基础。我们常常听说患者慕

名千里求医的故事，舍近求远，正是一

名好医生医技好的魅力。所以，一双妙

手，是好医生的第一张“入场券”。

当然，如果拥有“妙手”医技，却

缺乏“仁爱”之心，也是不够的。好医

生还应该具备一颗“仁心”。关于“仁

心”， 每个人也许有每个人的解读，

可能是站在患者立场，在保证医疗效

果的基础上尽量为患者节约成本，可

能是耐心倾听的习惯，让患者感觉如

沐春风……它可以是一种具象的、患

者能够体会的便利； 也可以是抽象

的、一瞬间的感动。

如果您遇到过这样的好医生、如

果您知道这样的好医生，或者您就是

这样的好医生， 均可以向我们推荐。

我们推选没有界限，好医生可以来自

公立医院，是早已享有盛名的专家教

授，或者年轻有为的“新生代”医生；

也可以来自民营医院，在某一个专业

领域内技术超群，具有难能可贵的职

业品德；我们也期待市民推荐那些距

离我们更近的、来自社区医院的全科

医生， 他们一样值得推选和肯定；我

们还欢迎一些同样为患者排忧解难、

关注患者健康的中医……总之，无论

他/她就职于何处，属于何种科室，只

要符合我们妙手、仁心的要求，都希

望您能向我们推荐。我们也欢迎医生

毛遂自荐， 更欢迎医院组团推荐，让

更多的好医生被人们熟知、认可。

俗话说，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

口碑。所以，我们将沿用去年的评价

机制，以“口碑”作为好医生的主要

衡量标准。

其中， 市民投票占有重要权重。

如何定义好医生，每个人心中都有自

己的评判标准，但恰恰是来自于老百

姓的口碑，更具有挑战古板、程序化

评选的意义。

为了评选的权威性和专业性，我

们还邀请了4位总榜评委，5位专业评

委，以及由去年首届10强金口碑好医

生担任的特约评委，为好医生评选增

添“专家口碑”和“同行口碑”，与

“市民口碑”一同构成今年的评价体

系———

第一阶段，海选进100强：按照累

计得票数多少及公益事迹晋级。

第二阶段，100强进20强：按照累

计得票数多少（票数不清零）及首届

好医生10强专家组评选晋级，“市民

口碑”与“同行口碑”两大力量各占

一定权重。

第三阶段，20强进10强： 为保证

权威性，在原有基础上再增加“专家

口碑”，按照累计得票数多少（票数

不清零）及公益事迹、首届好医生10

强专家组、 第二届好医生评审团评

选，共同决出第二届“成都十大金口

碑好医生”。

与此同时，此次活动另外单设了

8个医学专科口碑榜， 分别为心脑血

管、内分泌、糖尿病、眼科、牙科、妇产

科、医学美容和耳鼻喉科，每个专科

榜根据得票数多少及5位专业评委评

分产生分榜TOP10好医生。

这一届成都好医生口碑榜评选，

除医术、医德之外，我们也看重公益。

在自己的就诊室内外，有太多的好医

生用公益心，帮助和激励患者拥抱健

康和未来。

在此次好医生推荐和评选的过

程中，我们希望好医生们在条件允许

的范围内， 自愿提供5～10个面向患

者的公益问诊号，这不仅是一次公益

行动，也是增进医患沟通与了解的一

次尝试。

我们将收集汇总所有由好医生

提供的公益问诊号，3日之后，在成都

商报微信公众号“好医生评选”专区

进行抢号。只要您登录为好医生投出

一票，即可获得一次抢号机会，多一

次投票即可获得多一次抢号机会。

如果您幸运抽到了其中一位医

生的公益问诊号，可到成都商报领取

凭证，我们会根据这位医生所在医院

的相应流程，为您解读详细的免费问

诊过程。

关键词一

妙手仁心

全城寻找好医生，我们需要您的推荐

关键词二

口碑为上

市民、专家、同行，三大力量公平决选

关键词三

公益问诊

征集1000个公益问诊号，投票抢号

关键词五

打造全城最全的

好医生APP资料库

为了充分调动社会参与度，也为

了投票规则更具真实性和公信力，今

年，除了电话投票外，我们为公众创

新研发了好医生口碑榜评选、 抢号、

互动的新媒体参与渠道；同时设置了

诊室扫码投票，前去就诊的患者可根

据张贴在各大医院医生诊室或公共

区域的好医生评选二维码进行现场

扫码， 为心目中的好医生投上一

票———只有患者，才更有针对性地了

解每一位医生的医技及医德，他们的

票也最珍贵。

投票升级

全新格局的新媒体互动投票系统

关键词四

石应康

胸心血管外科学、医院管理学、医学信息学博士生

导师，现任华西医院医院管理研究所所长。2000年至2013年

任四川大学华西临床医学院/华西医院院长。

张 毅

四川省中医药科学院副院长，主任中医师。

丁 烯

成都医学会秘书长， 经常参与和组织医学专业的

学术交流活动，组织医疗行业的继续医学教育活动、医疗事

故技术鉴定等工作。

叶建平

新华社四川分社总编辑助理、政文采访部主任，多

年来从事卫生领域的相关报道。2009年，成都出现内地首例

甲型H1N1流感病例， 叶建平是最早探访并报道成都市传

染病医院的医护人员和患者包某某的媒体记者。

成都商报记者 张漫

李惠 安利平 王欢

■千张好医生公益问诊号每日放送。

■全新投票抢号互动平台，关注商报微信公众号，收藏成都好医

生最全资讯。

■“首届10强”为公益而回归，评选阵容更强大，晋级规则更严谨。

■与此同时，活动另单设8个医学专科口碑榜，分别为心脑血管、

内分泌、糖尿病、眼科、牙科、妇产科、医学美容和耳鼻喉科，每个专科

榜根据得票数多少及5位专业评委评分产生分榜TOP10好医生。

9月9日～9月11日，推荐阶段

身边的好医生，一个都别落下

9月12日~9月21日，海选进100强

9月22日~9月30日，100强进20强

10月1日~10月10日，20强进10强，同时产生8个专科口碑榜

来自市民推荐、医生自荐、医院

推选的好医生资料， 我们将统一汇

总整理，在成都商报客户端、成都商

报微信公众号中设立专区， 旨在通

过成都商报新媒体打造成全成都最

全的好医生APP资料库。通过它，不

仅可以为好医生投票、 获取好医生

提供的公益问诊号， 还可以与医生

互动留言，进行健康咨询。详细流程

如下：

评委团阵容

4大总榜评委：

曾 智

成都市医学会心血管分会 主任委员

程德云

成都市医学会呼吸分会 主任委员

魏 强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泌尿外科 主任医师

陶 冶

成都市医学会肾内科分会 主任委员

李蓬秋

四川省人民医院内分泌科 主任医师

（以上排名均不分先后）

10大特约评委

（首届

10

强好医生）：

姜荣建

四川省人民医院 心内科 主任医师

齐小雪

成都市第一人民医院 妇产科 主任医师

吕 群

四川省人民医院城东病区 辅助生殖医学中心 主

任医师

高 励

成都市第三人民医院 神经外科 主任医师

李 箭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骨科教授

向承发

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 儿科 教授

蒋良双

成都市公共卫生临床医疗中心（成都市传染病医

院） 胸外科 副主任医师

李全生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胆道外科 教授

刘兴会

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 产科 教授

尉冉冉

成都市慢性病医院 宁养中心 医师

5大专业评委：

第二届成都好医生口碑榜

有什么不一样

推评细则

不过我们知道，“首届10强”之外，还有许

多德才兼备的好医生。今年，在前期的民意调查

中，我们发现，市民的热情依旧高涨，希望继续

挖掘和推荐好医生，这是对医生的感恩，对良好

医患关系的期待， 更是一种想将好医生资源分

享的渴望。同样的目标，商报和你一起努力。

被记住，

是因为深入人心

去年夏天，“妙手仁心·首届成都好医生口

碑榜”评选活动掀起了巨大的热潮，至今都令

市民记忆犹新：共有2083位医生参与评选，几乎

覆盖了成都所有的医疗机构。 热闹的全民票选

后，“TOP20成都好医生口碑榜”特刊，更是让

众多市民人手一份，奉为“就医宝典”。

再出发，

我们会做得更好

您可通过成都商报官方微博、成都商报客户端、扫描本次

活动二维码等渠道，关注成都商报微信公众号，进入后点击“好

医生评选”按钮，跳转到活动投票登录页面。

1.关注

用户登录：用手机号进行注册后登录；

进入投票专区后点击列表上医生头像，将出现该医生的基

本信息、擅长专业、门诊时间及公益事迹等简介。

2.登录

A、在搜索框中输入医生姓名或代码，找到对应医生，点击

“赞” 即成功投票；（好医生候选人代码表将在报纸二维码、官

方微博、成都商报微信公众号专区刊载）；

B、利用“医院”和“科别”筛选按钮，选出对应的医生后进

行点赞投票。

3.投票

每投一票，参与者则获得一次抢公益问诊号的机会，页面

将提示是否进行抢号，如选择“是”，则跳转至抢号页面，参与

者可在发放了公益问诊号的专家库中挑选想要问诊的专家，利

用投票时获得的抢号资格数进行抢号，资格数越多，得到公益

问诊号的几率越大。

4.抢号

在给推荐的医生投票后， 页面会自动跳转到互动留言区，

用户可向医生留言或问诊。

医生登录后一旦有用户留言， 将会在页面上进行相关提

示，医生可进入留言回复专区进行回复。

5.互动留言

2013

年，首届成都好医生口碑榜“十强金口好医生”揭晓暨颁奖晚会 本报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