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四川名医”上线以来，后台已

经收到患者上千条提问。针对患者的

上千条提问， 今天下午6点，“四川名

医”微信公众号将选取有代表性的问

题及解答集中推送，欢迎关注，你或

许可以从这些内容中获取诊疗建议。

在这上千条提问中， 患者通过

“有病要问” 所提交的问题有600多

条，我们将以问题中所描述的病情为

依据， 为患者们搭建不同的微信群，

分别邀请专家开展微信坐诊。 目前，

我们已经建立的病友社交圈有“成都

商报四川名医育儿群”“成都商报四

川名医皮肤群”“成都商报四川名医

耳鼻喉群”， 前两个群已经邀请到成

都市妇女儿童中心医院儿保专家章

岚、成都市第二人民医院皮肤科专家

程孝顶来进行微信坐诊。 今日下午1

点-2点，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耳鼻喉科

教授赵宇将进入“成都商报四川名医

耳鼻喉群”交流，目前已经有近百名患

者报名入群，病友之间已经开始交流。

此外，患者通过“四川名医”微

信公众号对话框，直接提交的问题达

到300多条。四川名医”已经安排医生

对这些问题进行点对点回复，原则上

回复时间不超过48小时。由于问题比

较多，请患者们耐心等候。同时，我们

也会根据你的病情，将你加入已建的

病友圈，来和更多病友们一起交流。

3个病友圈，等你来加入

1

、成都商报四川名医育儿群（群

内医生：章岚）

加入方法：

关注四川名医后，在对

话框内输入“育儿群”关键词，系统将

自动回复你“添加方法”，按指示进入

群内，与章岚及更多爸妈一起畅聊。

2

、成都商报四川名医皮肤群（群

内医生：程孝顶）

加入方法：

关注四川名医后，请

在对话框内输入“皮肤群”关键词，

系统将自动回复你 “添加方法”，按

指示进入群内，与皮肤科医生程孝顶

及其他患者在线交流。

3

、 成都商报四川名医耳鼻喉群

（

4

月

3

日下午

1

：

00-2

：

00

微信问诊）

加入方法：

关注四川名医后，请

在对话框内输入 “耳鼻喉群” 关键

词，系统将自动回复你“添加方法”，

按指示进入群内，与四川大学华西医

院耳鼻喉科教授赵宇在线交流。

成都商报记者 锁千程

“哈，快来看，‘儿保女神’是我

的微信好友啦！”前日，“儿保女神”

成都市妇女儿童中心医院儿保科副

主任医师章岚在“名医坐诊”中，与

患者进行了一个小时的互动交流。平

时，要想挂一个章岚的号，都不是一

件容易的事情， 这下可好，“儿保女

神” 的私人微信号就这样摆在你眼

前， 岂能错过。“名医坐诊” 结束之

后，许多奶爸奶妈都申请添加章岚为

微信好友。

“最初加我的几个号码，我都通过

了，后面确实太忙，就没有添加！”章

岚告诉成都商报记者，添加她为好友

的奶爸奶妈太多，所以无法一一满足。

成都商报记者注意到，“名医坐

诊”结束之后，章岚也抽时间继续回

答群内家长的提问。

“太多人加我微信了！” 昨日，

“名医坐诊”嘉宾程孝顶也遭遇了粉

丝的热情轰炸。程孝顶是成都市二医

院皮肤科中医师，他说，昨日上午上

门诊，中午12时20分才结束。顾不上

吃饭，他先把“四川名医”小编整理

的患者提问看了一遍，接着就打开微

信与患者互动交流。

“这种形式非常好，微信上患者

的倾诉欲很强， 我们沟通时间充裕，

起到的效果也很好。”虽然午饭只吃

了两块饼干， 但程孝顶却挺开心，因

为自己微信坐诊，患者得到了实实在

在的帮助。

“今天的‘名医坐诊’，我有一

个很明显的感受，患者其实有很多误

区。”程孝顶说，比如，湿疹、荨麻疹

患者，常误认为身上痒是因为长时间

没洗澡，“其实， 患了湿疹或者荨麻

疹，就是要尽量少洗澡，而且洗澡水

不能太烫。”

程孝顶说，1个小时的“名医坐

诊”时间有限，他会尽可能多抽时

间在微信上和患者交流，“我也加

了他们的微信， 到时候也可以私信

和我交流。”

公共交通线路

1

、地铁

1

号线世纪城站下车；

B

口出，步行至地铁世纪城公交站，换乘公交

185

路（约

10

分钟）

2

、地铁

1

号线世纪城站下车；

A

口出，步行至世纪城公交站，换乘公交华阳

5

路（约

10

分钟）

3

、地铁

1

号线世纪城站下车；

B

口出，步行至天府二街东（地铁口）站，换乘

898

路（约

8

分钟）

4

、地铁

1

号线软件园站下车；

B

口出，步行至软件园站，换乘公交

26

路（约

13

分钟）

直达公交

乘坐

26

路、

40

路、华阳

5

路、

185

路在天府二街西站下，或者乘坐

898

路在伊藤旗舰店站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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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日下午，由微信公众号“四川

名医”组织的首场“名医讲堂”将开

讲。首讲嘉宾是“新四小儿”中的常

克、夏隆江，二人将就儿童常见病的

防治、 儿童免疫系统的建立与粉丝

们互动。“名医讲堂”报名通道开通

后，许多市民通过关注“四川名医”

微信公众号或拨打86613333-1报

名。 为了方便各位市民前往活动现

场，我们特意制作了“出行指南”。

今日，报名通道继续开通。

“太难得了，可以听夏小儿（夏

隆江）的讲座。”昨日，通过“四川

名医”微信公众账号报名参加“名

医讲堂”的市民刘女士说，儿子体

质差，常到夏隆江的诊所就诊。夏隆

江给她推荐的娃娃常见病防治办法

挺管用， 只不过受限于时间以及看

病的患者太多， 她总是听得心欠欠

的。这下好了，她可以听个够了。

“我想报名，能不能留10个位置

呢？”昨日下午，市民陈女士打进成

都商报热线称，她把“名医讲堂”

的消息发在夏隆江的患儿家长QQ

群中， 没想到很多家长都想来听，

所以请陈女士代为集体报名。陈女

士介绍，这个QQ群成立已久，目前

群成员有489人， 全是找夏隆江看

病的患儿家长。可惜的是，夏隆江

并不在群中。 群成员夏先生说，也

许，“四川名医” 将实现他们与夏

隆江同群的心愿。

去听“名医讲堂”咋走？来看示意图

“名医讲堂”明日开讲 关注“四川名医”微信公众号或拨打86613333-1可继续报名

时间：

4

月

4

日下午

1

：

30

分签到

地点：

高新区荣华北

路

299

号雅颂居销

售中心

主讲人：

成都中医药大学附

属医院儿科主任常

克：

儿童常见病的

防治

秉正堂创始人夏隆

江：

儿童免疫系统

的建立与维持

报 名 通 道 ：

关注

“四川名医” 微信

公众号后进入“名

医讲堂”栏目报名

或拨打86613333-1

报名

名医讲堂

特别提示

出行指南

好酷，“儿保女神”是我的微信好友

今天下午1时至2时

华西医院名医微信问诊

与耳鼻喉科专家聊一聊

微信坐诊后，患者争先添加章岚为好友

制图 李开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