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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天（31日）上午8：00~12：00，四川大学华西医院血管
外科和超声科将联合举行腹主脉瘤大型免费筛查义诊活
动，免费为65岁以上的老年人筛查腹主动脉瘤。为保障当
天义诊有序进行，现血管外科预先提供100个免费筛查预
约名额给成都商报读者，没有预约上的老年人，当天上午
可带上身份证前往医院进行免费筛查。

腹主动脉长“气囊”
破裂后猝死几率达50%～90%

华西医院血管外科主任赵纪春教授介绍，随着我国人
口老龄化和饮食结构的改变，我国腹主动脉瘤的发病呈明
显上升趋势。在国外报道中，腹主动脉瘤在65岁以上老年人
中发病率为6～8%。华西医院血管外科和超声科曾筛查了
5000多名65岁以上老年人，发现腹主动脉瘤发病率达到
5%，其中5%达到需要手术治疗标准，而四川省65岁以上人
口达到1000多万人，因此进行腹主动脉瘤筛查十分必要。

“腹主动脉瘤不是肿瘤。”赵教授解释，每个人腹部都
有主动脉，通常而言主动脉的直径不超过2厘米，但很多
老年人的腹部由于动脉粥样硬化和高血压，主动脉壁逐渐
被破坏变薄而鼓起来，形成一个如同“气球”模样的囊体。

“腹主动脉瘤发生过程几乎没感觉！”据临床经验所
得，大部分腹主动脉瘤患者平时并无明显症状，只有少部
分瘦一点的患者，可以摸到腹里有一个在搏动的包块。

然而，这个“气囊”会随时要人性命，虽然平时无症状，
一旦开始有疼痛不适提示是“气囊”（瘤囊）开始破裂的先
兆，必须尽快到有治疗条件的医院急诊室就诊。“腹主动脉
瘤的直径超过5厘米时就极易发生破裂，而一旦发生破裂
就会引发腹部大出血，造成猝死。”这种猝死的几率高达
50%~90%，曾经有一年，赵教授做过一项调查，因为腹主动
脉瘤破裂，而在送医院途中或是到达医院急诊室就死亡的
病人多达30多人次。为此，腹主动脉瘤被称为腹部的“隐
形杀手”或“不定时炸弹”。为此，华西医院血管外科为腹主
动脉瘤患者开通了24小时就诊“绿色通道”，即凡是腹主
动脉瘤患者，随时可以到血管外科门诊加号，或者急诊室，
或者血管外科病房办理急诊入院。

冬季是腹主动脉瘤破裂高峰期
本周六上午华西医院免费筛查

赵教授介绍，冬季是腹主动脉瘤发生破裂的高峰时
期。可能与这个时期寒冷天气有关，血压波动大，发生破裂
几率高。如今，治疗腹主动脉瘤安全有效的治疗是微创血
管腔内修复术。

“经过微创修复手术，在腹主动脉瘤内置入带人工血
管的主动脉覆膜支架，隔绝动脉瘤的血流就安全了。”近10
年来，赵教授团队已运用这种方法完成了近600例手术，
年龄在56～96岁，对高龄高危病人大部分可以在局部麻
醉下完成手术，术后可以进食，次日下床活动，经过相应的
治疗后，患者是可以长期正常生活的。

筛查地点：华西医院门诊3楼A2区
报名方式：
1、电话：拨打028~86780845（工作时间拨打）
2、微信：扫描关注“成都商报四川名医”微信公众号，

在对话框中输入“免费检查”，填写相关信息即可。
成都商报记者 李惠

林绍琼
名医名片：新都区中医医院儿科

主任，主任中医师，成都市名中医。从
医20余年，擅长中西医结合治疗慢性
咳嗽、儿童疑难危急重症及中医外治
法治疗小儿急慢性腹泻、疳症、厌食
症、汗症等。

不打针不吃药
中医小儿外治有奇效

小儿生病发烧，打针吃药苦了孩
子疼了家长，但吃中药又不容易喂进
去，怎么办？新都区中医院儿科是四川
省中医儿科外治组牵头单位，林绍琼
主任有一整套中医外治小儿疾病的

“妙招”。她表示，小儿皮肤娇嫩，脏器
清灵，外治之法效力易达病所，故小儿
外治法能取得较为显著的疗效。

曾有个 1 岁的娃娃，因为肺炎发
烧一周未退，家长心急如焚地赶来求
医，林绍琼给孩子采取了“灌肠法”，将
药物通过直肠滴入的方式，在短时间
被身体吸收。短短 15 分钟内，孩子就
开始通便排毒，很快便退了烧。中药洗
浴是小儿中医外治的另一个特色，林绍
琼说，虽然过去有一些关于“婴儿药浴”
的负面报道，但多半是由于药方用的不
对使婴儿过敏，“只要辨症准确，对症下
药，婴儿洗浴对呼吸道疾病等小儿病
会有明显的治疗和保健作用。”

罗兴民
名医名片：双流区中医医院老年

病科主任，副主任中医师，成都市名中
医。擅长中医药、针灸治疗心脏、脑病、
胃肠病、肾脏病、肿瘤、风湿等内科常
见病、多发病、疑难病。

中医不是“慢郎中”
急救也能显身手

谈到急救，一百个人中，至少会有
九十九个心中可能都会想到救护车、
氧气瓶等。是否会有人想到针灸、中
药？其实，中医急救的效果并不输西
医，认为中医“救缓不救急”的观念完
全是误解。刚当医生时，罗兴民在基层
乡镇卫生院工作，常遇到村民犯急病、
外伤等情况，他用家里当过中医的长
辈教的一些中医急救法，帮助过不少
患者。“我当医生遇到的第一个病人就
是牙疼，给他扎了几针之后就好了。”
后来，他拜全国名老中医陈学忠为师，
又学习了针刺、放血、耳针、灸法等中
医传统外治急救法。

罗兴民介绍，中医在老年病治疗
中效果很突出，尤其在一些重症疑难
病上。例如急性脑梗死的病人，如果由
于种种原因无法做介入手术，可以采
取放血、针刺的方法来缓解。而针对心
律失常、冠心病等发作造成的胸闷、心
悸，也可以扎针配合中药来治疗，哮喘

也可以使用放血疗法。“中医不仅有
‘温通’治疗，也有‘强通’手段，可以有
效治疗很多急重症”。

杨茂清
名医名片：双流区中医医院骨科，

副主任中医师，成都市名中医。师从于
成都市名中医、双流县名中医邓治英，
擅长运用邓氏小夹板固定术、邓氏整
骨手法治疗各种骨折、骨病、骨痹、风
湿病、腰痛症等疾病。

“骨科圣手”的
手上功夫不简单

“你不要哭，让叔叔看看，叔叔保
证让你不开刀。”杨茂清嘴上说着话，
手底下也不含糊，一推一端一提，只听

“哎哟”一声，原本大声哭叫的小男孩
一下止住了哭泣，杨茂清笑嘻嘻地望
着他说：“是不是没那么痛了？”小男孩
点点头，他的母亲惊讶得合不拢嘴。因
为儿子右尺桡骨下端严重骨折，几个
医生看了片子之后都建议她直接做手
术。如果做手术，手上必定要留下难看
的疤痕，抱着试一试的想法，男孩的母
亲找到了何茂清，没想到，就这么两
下，真的把骨头接了上去。

中医治疗骨伤，断骨可以接上，最
重要也是最神奇的，就是手上这“两
下”功夫。谁也想不到，如今的“骨科圣
手”杨茂清和许多先学理论后临床实
践的中医不同，是地地道道的半路出
家，临床真刀实枪地学习摸索了七八
年后，才去接受系统的中医理论教育。

高中毕业后，杨茂清到了一家单
位上班，没事的时候就去表嬢邓治英
的诊室里帮忙打杂，邓治英是当地知
名的中医骨科医生。杨茂清慢慢感受
到医生的伟大，开始拜师学艺，跟着邓
治英参与各种临床实践。1988 年，杨
茂清到成都中医学院学习系统的理论
知识，并考取了行医执照，1995 年正
式开始执业行医。

刘艳萍：
名医名片：新都区中医院心血管

科（内二科）主任，主任中医师，四川省
名中医。从医30年，擅长冠心病、高血
压病、风心病、心肌炎、心律失常、肺心

病、顽固性心衰等各种心血管疾病、呼
吸系统疾病的诊治。

老年病牵一发动全身
中医整体治疗最适合

步入老年后，心血管疾病不可避
免会找上门来，很多老年人都是长期
服药控制。“是药三分毒”，刘艳萍主任
告诉你，中医更能满足老年人“少吃点
药”这个愿望。

刘艳萍介绍，老年性疾病比较特
别，一方面是高龄患者抗病能力差，易
感受外邪而发病，另一方面是老年疾
病种类多，病变复杂，变化快，老年患
者往往集多种疾病于一身，如高血压、
冠心病、糖尿病等，可同时发病，而且
互相影响使病情加重，治疗药物的效
果和副作用还会相互影响，容易“顾此
失彼”，拖累其他重要器官。

中医是“治人”而非单纯“治病”，让
老年患者在“总体健康”的状态上能保
持得更好。刘艳萍也有不少中医外治
的绝活，药不吃也能“病除”。例如，将
对症配好的中药包加热敷在皮肤上，
可以针对老年人胃肠功能不好、风湿
等疾病缓解症状。针对老年人抵抗力
差，还可以采用贴敷的方式让药物从皮
肤渗入，达到治疗和强身健体的目的。

王瑷萍
名医名片：新都区第三人民医院，

主任中医师，全国中医药学术经验继
承指导老师陈学忠学术经验继承人之
一，擅长内科、心血管等疾病诊治及中
医健康保健指导。

小时候中医救了她
后来她用中医济世人

小时候，王瑷萍就是个药罐子，在
上小学之前，中药一直存在她的生活
中。于是她很小的时候就立志当个好中
医。考上成都中医学院之后，因为对中
医浓厚的兴趣，那些枯燥的药方、各种
理论知识，在王瑷萍眼里却是一个个宝
藏，最终以优异的成绩毕业。扎实的理
论知识，慢慢的结合临床实践，让王瑷
萍很快在内科、心血管和呼吸方面成
绩斐然，远近闻名。曾经有一个病人因

为常年咳嗽，加上患有糖尿病和高血
压，严重影响睡眠，让病人苦不堪言。
后来辗转找到王瑷萍，他连着吃了半
个月的中药，咳嗽竟然明显好转，血压
也稳定了，总共只花了三四百元钱。

王瑷萍面容清秀且和蔼，说话也
是细声细气，不少病人在王瑷萍问诊
的过程当中就会对她产生信任。去年，
一名大二的学生在朋友的陪同下找到
王瑷萍。王瑷萍察觉出这名学生的情
绪不对。开完药方后，王瑷萍叮嘱他留
在诊室等自己。后来她和学生聊了一
个小时，才知道因为家庭和学业的问
题，这名学生极度焦虑，甚至还动了自
杀的念头。王瑷萍循循善诱，嘱咐他每
周回来复诊，两人还互相留了电话。这
种关怀整整持续了一年，直到这名学
生彻底恢复正常。

潘畅
名医名片：双流区中医医院康复

科主任中医师，四川省名中医。擅长采
用中医药、针灸、推拿、导引术及独创
的“四针刺穴术”治疗中风偏瘫、面瘫、
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症、慢性咽炎，
且获明显疗效。

四穴针刺法行走天下
立志惠民终身为业

病人第一眼见到潘畅，就能感受
到一种中医人的风骨：他下巴蓄着一
撮三寸长的山羊胡子，拂脸的灰白胡
须使他的面容更加可敬。潘畅擅长采
用针灸、推拿、引导术治疗重症骨质疏
松症、强直性脊柱炎等疑难杂症。他说
为了保持针灸手法力度每天仍然坚持
用双拇指做几十个俯卧撑，这体现的
是一个针灸医生的硬功夫。

他涉猎极广，在自己叔叔创立的
六针刺穴术的基础上，不断总结并发
明了自己的独创四穴针刺法。他极力
提倡针刺选穴宜少不宜多，一穴应多
用。四针刺穴在治疗面瘫、腰椎间盘突
出、中风偏瘫等方面疗效特别显著。中
医技术“简、便、廉、效”的特性在其中
尽显无遗。他把四穴针刺法在全省的
培训班上推广，并经常到更基层的地
方无私传授给其他中医师。

成都商报记者 王欢 张若微

“孩子就是长期反复咳嗽，都两三个月
了。”“晚上咳嗽厉害吗？有痰吗？”隔着电脑
屏幕，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儿科医生王慧
卿正给在新津县妇幼保健院就诊的3岁患
儿童童（化名）看诊，仔细询问家长关于孩子
的病史、曾服用药物等情况；屏幕那头，新津
县妇幼保健院的陪诊医生负责给患儿量体
温等。综合情况后，王慧卿开出了电子处方。

王慧卿说：“如果区域联盟医院缺药，可

以直接由快递配送到患者家中。”这是华西
第二医院互联网医院就诊的一个缩影，28
日，四川大学华西妇女儿童互联网医院正式
启动，这是西南地区首个互联网医院。这意
味着，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开启“互联
网+医疗”模式，线上就诊、线下快递送药到
家的互联网诊疗体系，足不出户，就可以享
受到优质医疗服务。

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公共事业部主

任雷舜东介绍说：“在线问诊分为两个方面，
一个是川大华西第二医院的区域联盟医院，
可以通过视频进行网络门诊，另一个是患者
自己通过微信公众号、手机APP等互联网应
用自主就医。”11 月以来，川大华西第二医
院与新津县妇幼保健院已进行了5次儿科、
产科网络问诊试运行，广安市人民医院、双
流县第一人民医院等其区域联盟医院将陆
续开通。 成都商报记者 于遵素

随着全面二孩政策的落地，高龄孕妇
数量快速增加，生个健康宝宝，产前诊断
异常重要。现在的产前筛查及产前诊断方
式有哪些？头胎身体健康，二胎还需要做
产前筛查和产前诊断吗？去哪里做检查最
靠谱？这一系列问题，是每个孕妈所关心
的。就此，成都商报记者专访了四川大学
华西第二医院产前诊断中心的副主任刘
洪倩副教授。

关注/ 每位孕妈都应选择合适的产
前筛查和产前诊断

“从大众的角度来看，往常提及的产
前筛查和产前诊断方式，主要是指唐氏综
合征产前筛查和羊膜腔穿刺术，也就是通
常说的唐筛和羊水穿刺。”刘教授说，以唐
氏综合征为例，国内外以往最常用的临床
策略是：孕妇通过血清学筛查及超声检查
进行产前筛查，检出的高风险人群再进一
步通过羊膜腔穿刺、绒毛活检、脐静脉穿
刺等介入性手术来获取样本进行胎儿染
色体检查确诊。但是，这些介入性产前诊
断手术均属于有创性手术，对于孕妇和胎
儿可能会有一定的风险。

现如今，随着新一代高通量测序技术
的发展和广泛应用，无创 DNA产前检测
成为了一种新的产前筛查手段，具有无创
取样、无流产风险、高灵敏度、高准确性的
特点。无创DNA产前检测是通过采集8毫
升孕妇外周血，利用新一代 DNA测序技
术对孕妇外周血血浆中的胎儿游离DNA
片段进行测序，并将测序结果进行生物信
息学分析，从而获得胎儿罹患染色体非整
倍体疾病（21-三体综合征、18-三体综合
征，13-三体综合征）的风险。可以说，无创
DNA 产前检测就类似一台高倍“显微
镜”，比唐筛更准确，比羊穿更安全。

刘教授提醒，选择哪种检查，不是孕
妈们能判断的。比如无创 DNA产前检测
就有适用人群、慎用人群和禁用人群之
分。要到正规医院就诊，选择合适的产前
筛查及产前诊断方式。

现象/ 华西产前诊断打拥堂？网上
即可预约检查无需到医院排队

据悉，从二孩政策落地以来，华西二
院面临巨大的挑战。华西二院产前诊断中
心作为四川省产前诊断中心，承担了全省
一半的产前诊断量。全面二孩政策实施
后，高龄孕妇产前诊断的比例持续增高，
随之而来的压力也陡增。近几年，该中心
每年完成的羊膜腔穿刺量稳定在1.5万例
左右，今年还将继续增加。

为应对持续攀升的产前诊断量，华西
二院频繁出招，今年产前诊断中心工作人
员有所增加。同时，为缓解孕妈检查不便
的问题，华西二院通过微信、网络、电话等
途径，推出了多种预约方式。

比如，进行无创DNA产前检测或羊膜
腔穿刺术，孕妈们可在家提交相关妊娠信
息、预约检查时间，预约成功后，按时到医院
就诊进行后续检查。预约方式有以下几种：

一、扫描二维码

二、登录“四川产前诊断信息网http://
prenatdiagn.org.cn/”

三、拨打华西二院产前诊断中心预约
电话028-85502006

四、关注进入“华西第二医院产前诊
断中心”微信公众号，点击底部“预约检
查”栏，按相应提示预约。

若预约成功，均会在2个工作日内收
到以短信或邮件形式的回复，及后续就诊
检查的注意事项。刘教授说，这些预约方
式的设定，是为方便市民更好地就诊，不
用到医院排队。拿到检查报告后如需专业

医生诊断，市民也可通过“华西第二医院”
微信公众号挂号，挂号成功的市民按照预
约时间到医院就诊即可。

利好/全省40多家医院均设无创
DNA产前检测采血点 样本检测及
报告审核均在华西二院完成

华西二院也在积极推行分级诊疗制
度。目前，省内超过40家妇幼保健院与华
西二院签订合作协议，在这40多家医院进
行无创DNA产前检测的孕妇，其血液样本
均会被送到华西二院产前诊断中心进行检
测。检测完成后，孕妇会收到由华西二院产
前诊断中心出具的医生签字的审核报告。

“无创DNA产前检测项目开展之初，
我们发现不少孕妇从外地到成都就诊采
血，不仅交通成本增加了，孕妇来回奔波也
不方便。”刘教授说，“通过与这40多家医
院的合作，这些外地孕妇在当地采血后可
在家中等待报告，如果报告提示低风险，可
继续妊娠并继续常规产检。如果有异常，需
进行相关咨询，必要时可以通过‘华西第二
医院’微信公众号预约遗传咨询门诊号，按
照预约时间到华西二院就诊。”

刘教授还提到，“在今年的3月21日
也就是世界唐氏综合征日，我院启动了

‘爱，一直都在’活动，从2016年3月21日
起，免收在我院已进行无创 DNA产前检
测后结果提示为 21-三体或 18-三体或
13-三体高风险孕妇的产前诊断费用，即
羊水穿刺和羊水染色体核型分析费用。并
为这些高风险孕妇开通了绿色通道，持我
院无创DNA产前检测报告到产前诊断中
心病员接待处办理相关手续即可。”

省内40多家采血机构名单：
■宜宾市第二人民医院
■自贡市妇幼保健院
■攀枝花市妇幼保健院
■绵阳市人民医院
■川北医学院附属医院
■达州市第二人民医院

■乐山市妇幼保健院
■成都市武侯区人民医院（成都市武侯区
妇幼保健院）
■成都市金牛区妇幼保健院
■成都市成华区妇幼保健院
■成都市龙泉驿区妇幼保健院
■成都市温江区妇幼保健院
■成都市新都区妇幼保健院
■成都市双流区妇幼保健院
■郫县妇幼保健院
■金堂县妇幼保健院
■崇州市妇幼保健院
■彭州市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彭
州市妇幼保健院）
■简阳市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简
阳市妇幼保健院）
■资阳市雁江区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
中心（资阳市雁江区妇幼保健院）
■德阳市旌阳区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
中心（德阳市旌阳区妇幼保健院）
■南充市第四人民医院（南充市顺庆区妇
孺医院）
■阆中市人民医院
■绵竹市妇幼保健院
■乐山市市中区妇幼保健院
■自贡市大安区妇幼保健院
■宜宾市翠屏区妇幼保健院
■巴中市巴州区妇幼保健院
■达州市达川区妇幼保健院
■夹江县妇幼保健院
■大竹县妇幼保健院
■仪陇县妇幼保健院
■射洪县妇幼保健院
■中江县妇幼保健院
■隆昌县妇幼保健院
■三台县妇幼保健院
■南江县妇幼保健院
■江油市人民医院
■眉山市东坡区妇幼保健院
■内江市市中区妇幼保健院
■广汉市妇幼保健院

成都商报记者 李惠

健康
成都

打造成都名中医名片

成都商报四川名医 健康成都官微

如何使用中医地图？手机扫描
下方二维码关注“成都商报四川名
医”微信公众号，点击底部栏目条的
“中医地图”；或扫描下方二维码关
注“健康成都官微”，点击底部栏目
条“微信矩阵”中的“中医地图”。

提醒

你身边的医院 就有成都名中医
怎么找？首个“名中医/中医馆寻诊地图”帮你导航

65岁以上的老年人注意：
后天上午 到华西医院免费筛查
腹部有无“不定时炸弹”

找名中医不用再到处打听，打
开手机地图就一目了然。成都市卫
生与计划生育委员会、成都市中医
管理局联手成都商报四川名医，权
威推出了成都首个“名中医/中医馆
寻诊地图”，为用户推荐身边高质量
的中医服务，短短三天就获得了 2
万余次的访问量，不少市民通过这
张地图找寻到最适合的名中医和中
医馆，体验中医的魅力。

近年来，成都市的中医药服务
体系进一步健全，形成名中医的全
域覆盖。2016 年，市卫计委中医处
持续加强中医“两馆一角”建设，着
力打造市县中医医院的名医馆、乡
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中
医馆、村卫生室（社区卫生服务站）
的中医角。制定《成都市基层医疗机
构“示范中医馆”建设标准（试行）》，
共建成31个示范中医馆。

今年10月21日，成都市召开隆
重热烈的“成都市第三批名中医”命
名大会，正式评选命名名中医60位。
截至目前，成都市评选命名三批“成
都名中医”共计147人，这批名中医
来自全市“市县乡村”各个层级的医
疗机构，让市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
到名中医提供的优质医疗服务。

继续周二、周三成都商报连续
报道来自市级医院的 10 多位名中
医之后，今日继续向市民推荐来自
各区市县级医疗机构的名中医，方
便市民就近享受名中医、中医馆提
供的优质中医药服务。

全川超40家医院设有华西二院无创DNA产前检测采血点

血样直送华西二院检测

西南地区首家
互联网医院正式启动

线上看病
快递送药

新都区中医院，医生为患者治疗 摄影记者 郭敬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