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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报

四川名医微信公众号“健康有约”栏目
本周继续关注近视手术。7月18日，来自西
南地区近视矫治中心、爱尔康桥眼科医院的
屈光手术团队将带来一场“近视手术答疑
会”，为你揭开近视手术的神秘面纱。

调查：
近视患者普遍看重手术医生经验

在对家长和学生的调查中发现，虽然
摘掉眼镜的愿望很迫切，但如何选择优秀
的眼科医生，如何选择适合自己的手术方
式是关键。“眼睛不比其他器官，一定要慎
重再慎重！医生的近视手术经验是我们最
看重的！”而近段时间，慕名到爱尔康桥眼
科医院求医的患者也特别多，原因是医院
拥有几位在近视手术上经验丰富的医生，
其中华西眼科博士唐建副教授成为很多患
者“指定”的手术医生，市民坦言，已经成功
施行过万余例手术，足见医生的手术经验
丰富，值得信赖。

答疑会：
“接招”各种近视手术疑问

很多近视多年的学生或成人，因为对近
视手术不了解，也没有向专业医生请教，对近
视手术的认识还存在很多误区。此次答疑会，
四川地区近视手术万例医生唐建副院长将亲
自为大家介绍“近视手术的发展情况”、“近视
手术是否有后遗症”、“目前主流的近视手术方
式”等门诊中近视患者最关心的问题。唐建说，

“有些问题我每天都会回答很多遍，足见患者
对近视手术的期待，我们也愿意通过答疑会
让更多的近视患者了解近视手术。”

■好礼相送

为了帮助更多近视患者重获清晰稳定
的视觉效果，本次答疑会主办方——爱尔康
桥眼科医院，特意为当天到场的听众提供价
值475元的24项术前检查，并有机会获得最
高 2000 元的手术补贴。活动现场还有机会
抽取IPAD、CHANEL香水等豪礼。

扫描二维码
关注四川名医公众号

上周五，70岁的退休教师陈婆婆拿
着一份写好的信，赶到四川名医组委会
办公室，极力推荐多年前治好了她鼻子
顽症的省医院耳鼻喉科奚玲医生。2004
年陈婆婆被查出患有一种名为“鼻前庭
疖肿”的疾病，大医院、小医院，甚至乡村
医生的偏方陈婆婆都试过了，跑了8家医

院，看了 10 个耳鼻喉医生，始终没有起
色。“奚玲是我在省医院挂号看的第三个
医生了，没想到，她只开了几种药让我口
服和外擦，很快就好了。我心里是真的很
感谢她，十年了 ，我一直都想对她们说
一声谢谢！” 成都商报记者 李惠

王欢 杨艳琪 实习生 李汉茹

昨日，省学生资助中心相关负责人
为今年的高中毕业生们梳理九条针对家
庭经济困难大学新生的资助政策。据悉，
目前四川已建立了完整的资助政策体
系，确保家庭经济困难大学新生全部顺
利入学完成学业。

大学新生入学资助制度

为帮助家庭经济困难大学新生顺利
入学，省上设立了新生入学资助项目，并
按“省内院校录取新生每人一次性补助
500元、省外院校录取新生每人一次性补
助 1000 元”的标准，为省内特困大学新
生提供交通费和开学后短期生活费。

国家贴息助学贷款制度

凡入学前户籍在四川的家庭经济
困难的全日制本专科生和研究生，均可
在户籍所在地或就读大学申请生源地
助学贷款或校园地助学贷款。本专科生
每人每年可申请不超过8000元的贷款；
研究生每人每年可申请不超过12000元
的贷款。学生毕业 3 年后开始还本，20
年内还完。学生在校期间的贷款利息全

部由财政补贴，毕业后的利息由学生支
付。贷款对象：入学前户籍在四川的家
庭经济困难的全日制普通高校本专科
学生和研究生。

新生入学“绿色通道”制度

我省施行了普通高等学校新生入学
“绿色通道”政策，对新录取的开学时交
不起学费的家庭经济困难大学生，一律
先办理入学手续，然后再根据核实后的
情况，分别予以学费“缓、减、免”的资助。

国家助学金制度

资助对象：本专科生国家助学金，家
庭经济困难的全日制普通高校本专科在
校学生。

资助标准：本专科生每生每年平均
3000元，可分2000元、3000元、4000元3
档资助。

国家励志奖学金制度

资助对象：品学兼优、家庭经济困难
的二年级以上（含二年级）全日制普通高

校本专科在校生。
资助标准：5000元/生·年。年同一学

年内，国家励志奖学金和国家奖学金不
能同时获得。

国家奖学金制度

资助对象的认定程序：1.本专科生
国家奖学金：个人申请—院（系）评审公
示—高校评审公示—财政厅、教育厅评
审—财政部、教育部审核、公告。2.研究
生国家奖学金：个人申请—基层单位评
审公示—高校评审公示—财政厅、教育
厅汇总评审结果—财政部、教育部备案；

资助面：博士在校生的3.5%左右；硕
士研究生的 2.5%左右；本专科学生的
0.12%左右。

资助标准：博士研究生 3 万元/生·
年；硕士研究生2万元/生·年；本专科学
生8000元/生·年。

研究生学业奖学金制度

博士生每年平均10000元，分12000
元、10000元、8000元三档，奖励面为70%；
硕士生平均每年 8000 元，具体分 10000

元、8000元、6000元三档，奖励面为40%。

勤工助学制度

学校为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设置和提
供校内外项目及机会，帮助其利用课余时
间通过劳动取得合法报酬，用于改善其学
习和生活条件。勤工助学每周不超过8小
时，每月不超过40小时。校内固定岗位按
月计酬，每月最高40个工时的酬金，原则
上不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或居民最低
生活保障标准。校内临时岗位按小时计
酬，每小时酬金原则上不低于8元。

应征入伍国家资助制度

按国家规定，我省从2009年起执行
大学生服义务兵役学费补偿、代偿或减
免政策，省内地方属普通高校“先当义务
兵后读大学”和“先读大学再当义务兵”
的学生均可享受，资助标准为本专科生
每年8000元、研究生每年12000元。

资助对象：应征入伍服义务兵役的
高等学校毕业生、在校生及退役后自愿
回校复学学生和入学学生。

成都商报记者 汪玲

川内近视手术领军团队答疑会 本周六健康有约
拨86610611或关注四川名医微信公众号报名

唐建
华西医科大

学眼科学博士、
中华医学会眼科
分会会员、屈光
及白内障万例手
术医生。擅长全
飞秒和飞秒激光
屈光手术、高度
近 视 ICL 矫 正
术、白内障超声
乳化复明、眼外
伤及眼底疾病。
李纲

国家近视眼
重点实验室新型
近视技术培训专
家组成员、中华

医学会眼科分会成都市眼科专委会委
员、屈光手术量超过五万例的手术医
生，擅长全飞秒和飞秒激光屈光手术、
高度近视ICL矫正术及ICL有晶状体眼
人工晶状体植入术矫正高度近视。
莫静

屈光手术主刀医生，师从我国眼视
光学学术带头人、中华医学会眼科学分
会副主任委员、温州医学院院长瞿佳教
授，擅长全飞秒和飞秒激光近视手术、
SBK、超薄 LASIK 和常规 LASIK 等屈光
不正矫治手术。
李正时

屈光手术专科医生。眼科临床工作近
40年，历任市级法医学会顾问专家17年，
具有丰富的眼科临床经验，对屈光手术术
前诊断尤为严格。擅长屈光不正（近视、远
视、散光）、白内障、青光眼等。（吴筱颖）

■近视手术答疑会医生团队

时间：7月18日上午9

点30分签到，10点开始

地点：一环路南四段

洗面桥街1号（爱尔康桥

眼科医院四楼学术厅）

交通：乘坐26路、28

路、93路、340路到“洗面桥

街”站下车；或乘坐10路、19

路、27路、34路、45路、59

路到“衣冠庙”站下车。

报名方法：1、拨打

028-86610611报名；

2、扫码关注四川名医

微信公众号报名，点击“我

要问诊”栏目条进入“名医

大讲堂”报名通道。

目前，正值暑
期近视手术高峰
期，不少刚刚经过
了高考的准大学
生、在校大学生，希
望通过近视手术，
摘掉压在鼻梁上多
年的眼镜，从隐形
眼镜+眼药水的组
合中解脱出来。不
少市民打进热线，
或通过“四川名医”
微信公众号报名，
并表示，希望得到
四川地区近视手术
经验丰富的医生团
队亲自手术。

■答疑会

一封手写书信：我要推荐名副其实的好医生
四川名医组委会收到多封手写信件，患者真情推荐心中名医

7月1日，“妙手仁心·四川名医口碑榜·成都好医生”启动以来，
通过四川名医微信、商报客户端、商报热线等方式，四川名医组委会
已收到上千名医生的推荐。与此同时，四川名医组委会办公室收到多
封手写信件，均是由患者写下，讲述他们与好医生间见的故事。其中，
4封纸质信件，内容尤为感人……

“我要推荐一位名副其实的妙手
仁心·成都好医生。”满满两页纸的内
容，字迹清秀，笔锋有力，每字每句情
真意切，信件最后附有七律感谢诗。谁
也想不到，写信的大爷叫邱跃良，今年
已83岁，10年前患胃癌中晚期，四川大
学华西医院曾勇教授是其主治医生。

昨日，记者见到邱大爷时，他的精
神状况不错，只要说起曾教授，他就异
常激动。2005年，时年73岁的邱大爷被
查出胃癌中晚期，曾教授依据其病情、
年龄，进行了相关治疗。手术中，邱大
爷全部切除了胃脾胆。在曾教授的帮
助下，邱大爷的病情逐渐好转。

“还有20多天就到我术后活着的
第10年，我还要为活90岁拼搏。”邱大
爷心中，除了神奇的医术，曾教授的耐
心、细心也让他感动，这是一位受人尊
敬的妙手仁心好医生。

曾教授是谁，为何值得一名83岁
大爷如此尊敬？华西医院同事们纷纷
称赞,曾教授是肝胆胰外科方面的权威
专家，也是华西医院副院长，在病人中
口碑很好。凡是他接诊治疗过的病人，
无论多久，他都能马上说出这名病人

的病情、治疗情况等详细信息。
“一个好的外科医生，不是握着手

术刀有多厉害。真正的好医生，是与病
人的沟通能力有多好。”曾教授看来，
如今医术不断发展，但一些疾病的治
疗还是有限。这时医生就需多站在病
人角度想问题，患者来医院也是相信
医生。医生需要更多时间与病人沟通，
与家属术前、术后多交流，提供相应的
指导意见。如果没有很好的沟通，病
人、家属也不会认识到这种疾病的严
重程度。若是有一点问题，就容易造成
矛盾激化。而大部分医患矛盾，都是误
解造成。

曾教授的病人中，90%都是癌症病
人，如何与病人打交道？曾教授有着自
己的方法。他说每位病人性格不一，面
对癌症，有人心态本就豁达，听医生的
话。可有人却很紧张，没有医学背景却
在网上查询疾病，产生了许多道听途
说的疑问，对于这些疑问多的病人，有
的医生在工作很忙时就会烦，这就需
要耐心。曾教授的办法是，让老患者在
看诊前，将所有疑问写在纸上，然后一
一解答，不仅节约时间，也满足患者。

胃癌老人与医生的十年之约第 封信1

打开信封，轻飘飘的格子信纸上是
熊光树蓝色工整的字迹。写信的熊光树
今年78岁，来信目的是要对一位医生表
达最诚挚的感谢。2006年，熊光树查出罹
患胃癌，那一年他住进成都军区总医院
肿瘤科，当时的肿瘤科医生苏晓妹和张
汝为他检查发现，其胃部三分之二都被
癌细胞占据，当即决定切除整个胃部。

熊光树在信里一字一句地写道，他
记得手术完成后，繁忙的张汝与苏晓妹
每天都会来查访问候，耐心询问病情，有

时护士忘记为熊光树安放化疗时的留置
针，苏晓妹就会亲自为他置换。

提到熊光树，肿瘤科主任苏晓妹仍
清晰记得这位老人。苏晓妹说，当年手术
刚做完没多久，2007 年时整体胃部被切
除的熊光树吃下过多的猪蹄，导致食物
留在胃脏下方的空肠内无法移动。这次
意外差点使熊光树丢失了性命，当时苏
晓妹立即组织抢救，通过内科治疗引出
食物，消除水肿。通过一个月的救治与护
理，熊光树才完全恢复过来。

第 封信2

两度生命垂危 被相同的医生救回

上个星期，一封厚厚的信送到
了四川名医的办公室，熟悉的字迹
和落款“刘福儒”，被参与过去年和
前年成都商报“好医生评选”报道
的记者一眼就认出来，他不正是前
两年都向我们热情推荐过好医生，
而且推荐的都是同一位医生的那位

老读者吗？
“我患重症糖尿病20多年，还比较

健康地活着，耳聪目明，头脑清醒，两
腿不跛，都是省医院内分泌科张学军
及护士们的功劳，所以我一定要向四
川名医推荐她，而且只推荐她，”今年
78岁的刘大爷感动地说。

第 封信3

连续三年推荐同一个好医生 第 封信4 老人得了怪病 第11个医生治好了她

九条资助渠道 助贫困孩子上大学
目前四川已建立完整的资助政策体系

龙腾西路、晋阳路一线
18日起进城单行

昨日，成都商报记者从市公安
局交管局获悉，为了保障龙腾路中
环路口市政高架桥桥梁吊装工程的
顺利实施，维护施工路段道路交通
的安全与畅通，7 月 18 日至 9 月 20
日，龙腾西路、晋阳路一线（晋平街
路口至龙华北路口）北侧道路半幅
封闭施工，施工路段实行机动车由
西向东（进城）单向交通。行人、非机
动车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可以在
该施工路段通行。

施工期间，需经上述路段通行
的受限机动车辆，可通过龙华北路、
龙华南路、鹭岛路、吉福路、晋吉南
路、晋吉北路绕行。

除以上交通管理措施外，公安
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将根据交通的实
际情况，适时采取临时交通管控措
施，设置临时交通标志，并提前向社
会通告。 成都商报记者 锁千程

改装POS机盗取用户信息
三嫌犯被批捕

昨日，锦江区检察院通报了一
起改装POS机然后出售，借此窃取
刷卡消费者账号、密码信息并盗取
卡内现金案。因涉嫌信用卡诈骗和
非法获取公民信息罪，三犯罪嫌疑
人已被批捕。案件已进入审查起诉
阶段。

去年11月20日，市民白华正驾
车赶往自己位于甘孜德格县的老家。
突然，手机收到一条来自银行的短
信，银行卡内的199000元存款已在
当日被人转走。让白华纳闷的是，银
行卡一直都在他身上，其他人也不知
道密码。“钱咋就会没了？”

到了德格县后，白华当即就去
银行核实。银行工作人员确认，白华
确实有一笔近20万元的转账，该笔
资金通过银行自助终端在农行广安
城南分理处完成。

差不多时间段，相似的事情在其
他四名受害者身上也有发生。去年11
月16日，市民童某的银行卡被人转
走了2万元。去年11月16日，市民田
某的银行卡被人转走8300元。去年
11月20日，市民杨某的银行卡被人
转走1万多元。去年12月18日，市民
喻某的银行卡被人转走19500元。

接到报警电话后，公安机关当
即展开调查。报案人反映的一个情
况引起了警方注意，那就是卡内的
钱被转走前，受害者们都曾在一些
店铺内刷卡消费。经鉴定，受害者们
刷卡消费过的POS机，均被人改装
过。顺藤摸瓜，贩卖这些 POS 机的
成都某科技公司负责人屈亮及其姐
夫吴兵，进入警方视野。

原来，去年1月，吴兵看到新闻
报道有人通过在取款机上安装摄像
头获取别人卡号和密码盗取钱财
后，认为这是一个“赚钱”的好方案，
遂产生了效仿的念头。随后，他在网
上购买了 POS 机、磁卡刷卡器、代
金卡、他人身份证、银行卡、U盾等
作案工具，开始作案。

因涉嫌信用卡诈骗罪和非法获
取公民信息罪，吴兵等三人已被批
捕。负责办理此案的锦江区检察院
检察官提醒，作为消费者应多留一
个心眼，“一方面可将磁条卡更换为
安全系数更高的芯片卡。即使账号，
密码泄漏，对方也很难复制。另外，
刷卡消费时尽量选择正规大商场。
消费环境存疑时，最好现金交易。”

（文中当事人系化名）

向静 余喜 成都商报记者 张柄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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