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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川蜀血管病医院
静脉曲张患者：

这里的医生,把患者当家人看待！

静脉曲张、血管瘤……血管类
疾病发作起来常给患者带来难以
想象的痛苦，且带来皮炎、出血、深
静脉血栓等一系列并发症。据北京
卫视报道，2018年仅静脉曲张全国
就有约1亿患者。但其早期症状往
往并不明显，多表现为下肢酸胀、
无力、腿肿、易抽筋等，不少患者采
取不诊不治的态度，发现时大多为
时已晚。

成都有这样一家医院，多年来
专攻血管类疾病，引进了国际先进
的ETVV技术，贯彻“患者第一”的院
训，始终坚持专人专治的方针。“有
血管类疾病找这家医院治疗，准
好！”“这里的医生，把患者当家人对
待！”到底是什么医院在患者中深受
好评？

3月15日将至，在2019年度成都
商报四川名医“信用·让医疗更放
心”3·15特别行动中，这家医院以其
突出的表现摘得“2018年度消费者
信赖医院”，更体现了医院“诚信为
患者”的决心。

推陈出新
国际领先的静脉曲张治疗技术

该院门诊主任郑碧是院里的
“王牌医生”，凭借着良好的医术和
医德，在病友圈颇有口碑，至今已从
医20余年。谈及入行契机，她简单却
有力度地归纳为：“我想救死扶伤。”

刚入行不久，郑主任便接诊了一例
患者：全身小红点反复发作，久治不
愈，去过多家医院诊治，连病因都未
查明，患者感到很自卑，给日常生活
造成了极大影响。郑主任在严谨的
问诊和检查后，判断为气血不足所
致，并对症下药。不久，患者得到康
复，这让刚入行的郑主任受到鼓舞，
坚定了继续从医的决心。

后来，她致力于专攻血管类疾
病，并取得不少成就，其中尤其擅
长ETVV治疗。据介绍，ETVV为国
际先进的血管类疾病治疗方法，已
得到国际TUV和FDA认证。该疗法
在彩超的引导下根据血管直径大
小对直径大于1.0cm的血管采用点
式微创，直径0.4~1.0cm的血管采用
腔内激光，直径小于0.4cm的血管采
用静脉导入的治疗手法，在静脉腔
内进行综合性治疗，精确阻断返流
点和返流通道，最终祛除曲张静
脉。简单来讲，即为采用点式微创+
腔内激光+静脉导入三种联合方
法，针对不同管径大小的血管，进
行针对性治疗。和传统治疗方式相
比，具有出血量少、美观度高、复发
率低等优点。

ETVV和传统治疗方式的具体
区别到底在哪？郑主任进一步解释
道：“治疗血管类疾病就像伐木，传
统的治疗方式倾向于将树干一刀
砍，ETVV则倾向于针对树根、树
干、树枝分别采取不同的工具进行

砍伐，对症下药，能有效缓解患者
病情。”

患者第一
专人专治，定期随访

家住双流的李阿姨今年56岁，
2018年底在该院接受过ETVV治疗。
在入院前她的腿部出现多处红肿、
溃烂，即我们常见的“老烂腿”。入院
后，医生根据其病情，定制了个性化
的治疗方案，并采取专人专治的治
疗手段。很快，李阿姨的病情得到了
康复。李阿姨说，这里的医生，心和
患者是连在一起的！

据成都川蜀血管病医院医务科
主任陈良介绍，随着中国进入老龄
化社会，越来越多的老人深受慢病
困扰，像李阿姨这样的患者更是屡
见不鲜。多病共存也是大部分慢病
患者的另一显著特征，多病共存是
指患者身上同时存在2种或2种以上
的慢性疾病。

据国际顶级医学期刊《柳叶刀》
1月11日报道，在美国和英国，每4个
人中就有1人患有共存疾病，而65岁
以上的老年人群中这一比例超过三
分之二。共存疾病给老年人造成了
巨大的健康威胁，带来了沉重的经
济负担。

对此，陈主任建议患者找到专
业医生，进行规范治疗。他还强调，
患者应加强预防意识，定期体检，争
取在疾病早期做到防预，提高生存
质量。

成都川蜀血管病医院多年来一
直坚持“患者第一”的院训，并始终
把患者的需求放在第一位。据了解，
患者在治疗过程中，医院坚持专人
专治，从患者入院到出院，医生一直
会关注患者的病情，并建立病案，方
便更好地掌握患者病情。

患者出院后，专业的随访团队
会定期对其病情进行调查访问，根
据患者的恢复状况，及时给出相应
的建议。这种人性化管理方案，对于
慢病患者无疑是一大利好，有利于
在第一时间掌控病情，给出人性化、
专业化的治疗方案。

（赵晨）

风湿免疫性疾病因其病情反复、病
况多样、病史绵长等，素有“不死癌症”
的称号。据初步统计，2018年成都风湿
医院为超过万余患者解除病痛，大大改
善了他们的生活状况。由此，成都风湿
医院也在2019年成都商报四川名医“信
用·让医疗更放心”3·15特别行动中，被
评为“2018年度消费者信赖医院”。

只需3分钟
三甲医院医生为你
“面对面”会诊服务

成都风湿医院一直致力于风湿免
疫性疾病的研究，始终坚持以优质的诊
疗服务为核心，率先在省内开设痛风24
小时夜诊。目前，成都风湿医院与北京
大学医学部、北京协和医院、广州军区
总医院、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
院和北京同仁医院等多家三甲医院建
立远程会诊平台，为风湿病患者提供个
体化诊疗方案，患者足不出户，即可实
现3分钟风湿医生联合会诊。

与此同时，成都风湿医院与多家
川内医院达成双向转诊及医疗联合，
包括四川省第二中医院双向转诊医
院、成都市第三人民医院双向转诊医
院、成都军区总医院双向转诊医院等，
确保正确诊断和准确评估。

一座“博物馆”
唤醒更多人预防
风湿免疫性疾病意识

2016年8月，一座别出新意的博物
馆——痛风石博物馆在成都风湿医院
成立，展览经消毒防腐处理后的痛风石

标本。此外，痛风石博物馆还通过视频、
图像等对痛风石及痛风的成因、治疗过
程进行详细说明。作为医学博物展览，
成都风湿医院希望通过痛风石展览，让
患者有早期诊断、及时治疗的意识。

“都是自己造出来的病啊，这块石
头就是永远的教训。”52岁的朱先生，在
出院时被医生带到痛风石博物馆参观
了一个特殊的“展品”——从自己双膝
取下的痛风石。原来，朱先生已经患痛
风多年，多处关节痛风石疯长，双手痛
风石压迫神经失去知觉、双膝关节难以
弯曲、双足难以下地，对日常生活造成
严重困扰。风湿医院的医生通过中医微
创可视针刀镜为朱先生取出痛风石，舒
缓关节活动能力，结合相关药物、康复
治疗，朱先生的病况得到很大改善。

痛风石博物馆的成立弥补了对风
湿免疫性疾病系统梳理的空白，有助
于人们了解风湿免疫学发展的历程，
也有利于普及更多关于免疫性疾病的
知识，提高全民健康意识。 （倪佳）

在成都磨子桥，有一家开了12年
的老牌肛肠医院，在此次2019年度成
都商报四川名医“信用·让医疗更放
心”3·15特别行动中脱颖而出，获评

“2018年度消费者信赖医院 ”，到底是
哪些地方打动了消费者呢？

它建设性地开创了多种惠民福利
——一对一诊室、男女分诊，甚至在家
就能和医院医生直接对话；

它是卫生部门批准成立的以肛肠
科为特色的专科医院、医保定点医院、
异地医保直接结算医院、西藏社保直
接刷卡医院；

4380天中急患者所急，方便患者
及时看病就医，官网开通的在线预约
直通车，让患者线上和医生一对一咨
询，预约来院无需排队看诊，大大节省
看病的时间。

引进韩国先进检查仪器
独特的“男女分诊制度”

据了解，该院长期致力于诊治便
血、肛门瘙痒、疼痛、坠胀、痔疮、便秘、

肛周脓肿、肛裂、肛瘘、肛窦炎、直肠息
肉等多种肛肠疾病。

近年来更是在治疗方式上不断推
陈出新，特别引进韩国电子肛门镜检
查，检查过程方便快捷又精准，医患双
方能清楚地在仪器屏幕上看清病灶点，
短时间内出报告，让患者少受折磨。

针对女患者由男医生看诊这一尴
尬现象，该院特别推出“男女分诊制
度”，充分保护女性患者的隐私，更可
与医生零距离沟通，让女性患者拥有
更好的就诊体验。

12年来，该院始终以“提升医疗质
量，为患者提供更好的就诊体验”为核
心，不断引进先进的检查与治疗设备，
强化医务人员执业能力，严格考核接
诊、服务质量。正是这样细致入微的服
务与关怀，让该院多次被评为“口碑医
疗榜样单位”。

200+场爱心诊治活动
20万+患者在这里康复

在社会责任方面，成都东大肛肠医
院也一直走在前面：200多场上山下乡
的义诊活动；连续7年的崇州精准扶贫、
天灾面前的自主捐款；帮助售卖简阳滞
销的蕃茄；时常关爱社区老人及环卫工
人。东大不但为偏远山村的老人带去了
健康体检，更带去了成都东大肛肠医院
的爱心与普及传播肛肠健康的决心。

据该院肛肠科主任赵春梅介绍，12
年来，20多万肛肠病患者从东大康复。
她特别强调，肛肠疾病重在及时治疗，
不可拖延，一旦发现便血、疼痛等，建议
及时到专业的医院问诊治疗。 （赵晨）

“模范院长”段俊国：
守护大众眼健康，

银海眼科医院是这样做的

在2019年成都商报四川名医“信用·让医疗更放心”3·15
特别行动中，成都中医药大学附属银海眼科医院（以下简称“银
海眼科医院”）榜上有名；其院长——成都中医药大学附属银海
眼科医院党委书记、院长段俊国，获评“2018年度模范院长”。

“2018年度模范院长”是什么意思？也许从以下这个片段
可以大概了解其中的含义。

段俊国院长还有坚持门诊的习惯。3月6日，周三，上午10
点过，段俊国院长坐在诊室为一位老年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的
患者诊治，门外是十余位等待就诊的患者，诊室里，五六位还
没有毕业的来自成都中医药大学的硕士研究生站在段俊国院
长身后，银海眼科医院是这些同学的实习基地。

段俊国院长是国内眼科界知名专家，国务院学位委员会
第六、第七届学科评议组成员，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
人选，获评“全国杰出专业技术人才”、“全国优秀科技工作
者”……就在最近，段俊国院长又入选第四批国家“万人计划”
科技创业领军人才和首批四川省“万人计划”天府杰出科学
家。这么多头衔加身，责任越多，事情也就越来越多，但他还在
坚持每周门诊。“作为医生肯定要门诊的嘛，一方面门诊贴近
临床、贴近患者，另一方面也是对这些博士生、硕士生的传帮
带，我们是一所医、教、研三位一体的医院，这都是必须的。”段
俊国院长说。

段俊国今年50多岁，自小学习成绩
就十分优异，高考时以高分考入成都中
医药大学，1984年大学毕业后又考上硕
士研究生学习中医眼科学，1987年以优
异的学科成绩被留校工作。

他擅长眼科医疗，教学、科研工作
长达30余年，主要从事疑难眼病与视功
能保护的研究，同时还长于糖尿病视网
膜病变等眼底病的诊治，成为国家重点
学科 （中医五官科）学科带头人，国家
中医药管理局重点学科（中医眼科）学
科带头人，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医药视
功能保护重点研究室主任、四川省视网
膜图像技术与慢性血管性疾病同创性
中心主任、四川省眼病中医药防治及视
功能保护重点实验室主任。成为国务院
学部委员会第六、第七届学科评议组成
员，全国临床医学中医学中药学专业学
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委员，国家

“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荣获
“全国杰出专业技术人才”、“全国优秀
科技工作者”、“国家卫生计生突出贡献

中青年专家”、“中国百名杰出青年中
医”等称号，成为天府杰出科学家、四川
省学术技术带头人和四川省卫生计生
委首席专家。

段俊国院长在眼与十二经脉关系
研究、眼内出血和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的
中医药防治机制研究等方面颇有建树，
提出“阳虚致变学说”、“玄府通道学
说”。段俊国院长带领的团队历时18年
研究，成功创制出全球首个干预糖尿病
视网膜病变中药新药。2017年，“芪明颗
粒”和“丹红化瘀口服液”双双被纳入国
家最新医保用药目录。

段俊国院长既是银海眼科医院院
长，同时也是成都中医药大学眼科学院
院长。作为高校教授，段俊国温和平易，
和学生打成一片；而作为创业者，段俊
国刚毅坚韧，百折不挠。

上世纪90年代后，段俊国开始做糖
尿病视网膜病变研究，却受困于研究和
临床难以结合的现状，于是萌发了创立
科研型眼科医院的想法。

2015年8月，《促进科技成果转化
法》通过，在国家鼓励科技成果转化的
大背景下，段俊国通过转化自己作为
主要发明人的“一种视神经保护剂”研
究专利，成功吸引了太极药业、西藏药
业等社会资本，并依托于成都中医药
大学眼科学院，成立了成都中医大银
海眼科医院。

2017年5月，在四川省科技厅的支

持下，全国第一个眼与视觉健康产业研
究院在银海眼科成立，目的在于促使研
究成果向产品和市场转化。

可以说，在新体制上创立的银海眼
科，是以成都中医药大学眼科学院为学
科基础，以四川省眼与视觉健康产业研
究院的建立为契机，利用科技成果转
化，依靠社会资本建立起来的大型眼科
专科医院。

“原来不晓得你们医院，到处东跑
西跑。”在门诊室，一位老大爷对段俊国
院长说。银海眼科医院2017年成立至
今，经过一年多的发展，在不少眼疾患
者的心中有了一席之地。

对于不少患者来说，他们心中的银
海眼科医院有很多专家，是一所很权威
的医院。但其实，银海眼科医院能做的
不仅这些，它也是一家研究型医院，区
别于一般的医院，银海眼科医院的特色
是中西医结合，中医为特色，中西医结
合、眼科与视光结合、眼与全身病结合、
眼科与互联网结合、医疗与教学科研结
合，建设成国际接轨、特色突出、防治一

体的现代化眼科医疗机构。
段俊国院长以及他的团队，是如

何在中医眼科领域发挥自己作用的
呢？近年来，他用行动、用成果做出了
响亮的回答，他所主持的国家重大科
技专项、重大科学仪器专项、国际科技
合作专项、“863”计划、支撑计划、攻关
计划、公益行业专项及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等国家级课题21项，部省级19项。
荣获四川省科技进步特等奖等部省级
科技将13项，荣获国家新药证书2项、
国家发明专利3项及软件著作权3项。
培养博士硕士研究生86人，发表学术
论文80余篇，主编《中西医结合眼科

学》高等院校本科国家规划教材 （“十
一五”、“十二五”、“十三五”），主编《中
医眼科学》高等院校本科国家规划教
材，主编《中医眼科临床研究》高等院
校研究生国家规划教材。

医院在发展过程中重视人才的引
进。段俊国院长介绍，比如鼎鼎大名的
国医大师、博士生导师廖品正教授；博
士生导师、主任医师朱思泉教授，他作
为眼科领域的一流大咖，在中山大学
中山眼科中心与北京同仁眼科医院有
着20多年的临床经验，迄今已完成逾
35万台白内障手术，手术量居全国前
列，亚洲乃至世界领先……“不仅要引

进全国专家，更重要的是培养本地的
眼科专家人才。”银海眼科医院也是成
都中医药大学的学生实习基地，据介
绍，每年医院要接待300多名8年制本
硕连读、硕士、博士后在校生来此开展
培训和实习。

接下来，银海眼科医院将继续按照
研究型医院的定位，守候西南乃至全国
市民的眼部健康。“全民的眼健康，不仅
要依靠更好的医院和医生去治疗眼病，
更重要的是要为公众建立一套眼病防
治、科普和公益的体系。这也是我和银
海眼科医院一直在做的事。”段俊国院
长说。 （赵立莹）

成都风湿医院
从建一座博物馆科普

到足不出户享受三甲医生会诊的“十佳服务”

成都东大肛肠医院
开了12年的老牌肛肠医院 20万+患者在这里获得健康

中医中药与眼科的结合

银海出发 光明起航

段俊国院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