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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莱医学美容医院（5月31
日前使用）

祛斑1.28折体验券，限量
100份；韩式半永久水雾眉/
眼线1.7折体验券，限量100
份；牙冷光美白3折体验券，
限量100份，需提前5天预约。
天使之翼整形美容医院（6
月30日前使用）

进口瘦脸针3折体验券，
限量20份；进口伊婉玻尿酸c
型3折体验券，限量20份；半永
久3D根雕眉纹绣3折体验券，
限量20份；进口水光针水润版
3折体验券，限量20份；吸脂单
部位3折体验券，限量10份。
四川西婵整形美容医院（5
月31日前使用）

超冰脱毛（腋毛）包干体
验券，限8份。
成都春天整形（6月30日前
使用）

康宁假体隆鼻免费体验
券，限量5份。
圣贝口腔（5月31日前使用）

5.3折洁牙体验券，限量
100份，预约时间：5月1~7号；
3折补牙体验券，限量100份，
预约时间：5月1~7号；正畸检
查免费体验券，限量100份。
温馨提示：如需专家设计方
案、取片另付99元。修复检查
免费体验券，限量100份。温馨
提示：如需专家设计蜡型、取
片另付100元。免费口腔检查
0.6折体验券，限100份。炫彩
专业美白标准型套餐7.7折
体验券，限量100份。
拜博口腔（6月30日前使用）

牙齿美白体验券，限量3
份；洁牙体验券，限量5份；洁
牙体验券，限量10份。
青苗口腔（6月30日前使用）

免费检查体验券，限量10
份；免费涂氟体验券，限量10份。
瑞安口腔（6月30日前使用）

88元常规检查免费体验
券，限量200份。
王春艳健康调理工作室（6
月15日前使用）

宫寒调理免费体验券，
限量10份；龙骨灸5折体验
券，限量5份；健型美胸免费
体验券，限量10份；咽喉腺体
氧疗免费体验券，限量5份。
四川省第二中医医院联盟蜀
都乳腺医院（6月30日前使用）

胸部养护免费体验券，限
量10份；美胸魔师免费体验
券，限量20份；假体养护免费
体验券，限量30份；免费乳腺
健康筛查体验券，限量60份。
嘉兰馆Spa&Massage（8月
31日前使用）

泰式按摩免费体验券，
限10份；精油按摩免费体验
券，限10份。
贝娜妃莎（6月30日前使用）

生活美容卡，限量20份。
温馨提示：需凭在四川名医报
名成功的姓名和电话到四川
名医办公室来领取实体卡。
玛丽亚妇产儿童医院（长期
有效）

孕期&产后瑜伽训练课
体验券，限量100份。
汤臣倍健青春美颜套餐（6
月30日前使用）

汤臣倍健VE+VC7瓶套
装2.8折优惠券，限量100份。
前十名赠送电动洁面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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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名医

与医生零距离
与病友并肩作战

成都商报四川名医两周年，我们正青春。四川名医
一直致力于打造一个专注于医学、普及专业知识的科普
平台，搭建起医生和患者之间和谐的沟通桥梁，打造四
川最大、集结患者口碑推荐的名医聚集地以及全国首个
区域性智能寻医服务的权威平台。在专家的权威指导
下，形成病友抱团抗病的同伴支持模式，成立了全川规
模最大的病友圈。

目前，四川名医已是成都乃至四川极具影响力和号
召力的健康科普平台，同时也是成都最优秀的医生推广
平台。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我们也将坚持把健康科普事
业做下去，为读者带来更多专业的、实用的原创科普文
章，打造一个全新的、读者离不开的医疗健康科普平台。

我们的目标是——青春不老，健康常伴。

2017年5月4日
星期四

2016年7月，四川名医进入
了“今日头条：最具价值四川
头条号十强”，这是十强中唯
一入选的健康行业头条号。同
年10月，在四川名医入驻搜狐
健康9个月后，就获得搜狐“四
川最具价值自媒体”奖项，在
搜狐四川频道排行榜全榜位列
第二，健康类行业第一。

今年3月，四川名医为四川
大学华西第二医院拍摄的《生
命摆渡人》，获得了由国家卫计
委颁发的#第二届全国卫生计
生微电影节#第二部获得纪录
片铜奖。

一个个奖项，代表着粉丝
的热爱和行业的认可，我们
一直在为粉丝谋福利、送健
康的道路上前行。四川名医
始终不忘初心——青春不老，
健康常伴。

成 都 商 报 新 媒 体 平 台 之

四川名医
“青春购物车”
0元任意选

（四川精诚名医医疗股份有限公司）

每位四川名医的用户在这个平
台上，都可以享受名医讲堂的专业
指导，找到最适合自己的医生。而有
些获得帮助的人还成为四川名医的
志愿者，帮助别的患者，老李就是一
个典型的例子。

69岁的老李是糖友家的志愿
者，他患糖尿病至今已20多年了。他
一开始未当回事，1999年便开始出
现严重并发症，甚至大小便失禁。此
时他才慌了神，赶到医院就诊，医生
当即给他判了“死刑”，认为他已错
过最佳治疗时间。后来，他虽意识到

控制血糖的重要性，但凌晨血糖却
一度飙至21mmol/L，未有明显改善。
直至接触到糖友家，他终于了解到
血糖忽高忽低难以控制，其实是脆
性糖尿病的症状，并在糖友家名医
的指导下，及时调整了用药方案，改
变了不良的生活习惯，自己的身体
也越来越硬朗了。现在，在其他糖友
的鼓励下，老李报名成为了志愿者，
每次糖友家活动老李都穿上志愿者
的红马甲，引导入座，维护会场秩

序，为更多糖友服务。
青春就是这样，还需要一颗奉献

的心。其实早在2015年4月，四川名医
育儿群的妈妈们就曾积极踊跃地为
被确诊为白血病的小佳宜捐款，为陷
入不幸的一家人加油鼓劲。四川名医
就像是一个大家庭，她不仅为用户提
供医疗资源，更为重要的是，她培养
了大批像老李、像育儿群妈妈们这样
满腔热忱的用户，随时准备为病友的
健康贡献绵薄之力。

·成都首届美人节

0元留住青春，在四川名医
就可以！我们推出重磅福利：0
元抢购整形美容项目体验券，
回馈给一直支持四川名医的你
们！（具体参与方式详见文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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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年来
四川名医
所获殊荣

青春不是守住年龄，而是守护健康
糖友：我们的健康就是我们的青春

4月25日，在成都传媒大厦9楼的糖友家课堂上，程复初老人正聚精会神地
听着台上成都市第六人民医院内分泌科王煜主任的讲座。他头发花白，精神矍
铄，完全看不出今年已90高龄。程爷爷退休前是成都大学马列主义教研室的副
教授，最大爱好是阅读。18年前确诊糖尿病后，他一直在查阅资料，寻找治疗
的好办法。老人是糖友家的铁杆粉丝，每期活动必到现场参与。“成都商报四
川名医的这个活动很好，这些科普知识对管理疾病很有帮助，直接与医生面
对面交流，收获更多。”程爷爷感叹道，“我印象最深的是上次成都中医大学附属
医院陈秋主任的讲座，更加坚定了我中西医双管齐下治疗糖尿病的信心。”

今年1月份四川名医糖尿病病友圈——糖友家成立，邀请到成都市各
大三甲医院内分泌科专家定
期为患者提供健康讲座和相
关服务，目前已经有2000余位
糖尿病患者成为糖友家会员。
四川名医致力于打造四川最
大的病友圈，目前已经推出57
个病友圈，邀请成都市各大医
院的专家为近3万病友提供服
务，守护他们的健康。

四川最大的病友圈来啦！作为四川最大
的医疗健康类的新媒体平台，目前四
川名医用户超过100万，推出了
57个病友圈，并邀请成都市
各大医院的专家为近3万病
友提供服务。

1、关注“成都商报四川名医”微信公众号（右图），点击底部栏目条的
“0元青春购物车”，免费享受福利。

2、电话报名：028-69982575
以上福利均可凭在四川名医报名成功的姓名和电话提前预约享受。

程复初老人参加糖友家课堂

青春还要有一颗奉献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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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成都商报首届全媒体用户节上，周清华教授为四川名医粉丝义诊

四川名医获得的荣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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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名医不仅能让用户
找到好医生，而且也为专家提
供一个舞台，让专家走近民
众，为用户带来最接地气的健
康资讯。

2015年10月9日，中国工程
院院士钟南山在成都娇子音乐
厅，为四川名医用户带来“健康
在你手中”的主题演讲。他用通
俗易懂的语言，娓娓道来自己

“冻龄”45年的秘密，并耐心回
答了大家的提问。

2016年11月6日，在成都商
报首届全媒体用户节上，50余
位成都顶尖名医汇聚一堂，为
四川名医3000多名粉丝现场义
诊。大牛医生平时都是一号难
求，这一天却为四川名医的用

户精心准备免费义诊。
义诊当天，华西医院肺癌

中心的周清华教授清晨7点就
抵达活动现场，作为第一个到
达现场的专家，他在给每个病
人的资料单上详细标注了华西
医院永宁院区肺癌中心的位
置，还有地铁、公交、自驾和免
费乘车路线等。周清华教授介
绍，义诊最大的意义在于向患
者免费提供了检查和诊治，这
张单子，也是为了最大限度地
延续义诊的效果。

四川名医一路走来，得到
医患双方的鼎力相助，未来的
日子里，我们初心不改，为你守
护青春，守护健康！
（曾荷琳 王英 图据郭敬之）

院士钟南山等顶尖专家
传授青春秘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