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精“微操”：
·个性化治疗帕金森病的大师

20多年前，当“拳王”阿里在亚特兰大
奥运会开幕式上，用不停颤抖的双手点燃
圣火的那一刻，也让全世界记住了“帕金
森病”这个词，今年是“帕金森病”命名200
周年。中国的帕金森病患者250～300万
人，占全世界一半，随着人口的老龄化，这
个数字还会逐渐增加。帕金森病患者需要
终身服药，而用药的种类、剂量和服药时
间等因素都会影响疾病的治疗和症状的
控制。而罗永杰医生正是一位掌握着这些
用药关键“密码”的大师。

罗永杰看诊是出了名的“慢”，因为他
不仅会要求每位患者在诊室里至少行走
15米、做各种不同的动作，及细致的查体，
仔细观察他们的各种不同症状，还会不厌
其烦地询问病史、用药史和家属护理的细
节。他举例说，拳王阿里的帕金森综合征
是由运动伤害造成的，和原发性帕金森病
的用药方法就会大相径庭，“这些都要先
问清病史，才能制定治疗方案。”

钻研帕金森病专业多年，罗永杰以
精湛的医术赢得了患者的支持，也赢得
了专业的声誉，拿下大众和专家评审的

“双口碑”认可。

罗永杰
四川省人民医院

神经内科 二级专家

今日福利：名医义诊

无影刀：
·核医学“降”甲癌，
全国患者慕名来

一提到“放射性物质”这个词，大部
分人都是谈“核”色变，唯恐避之不及。
可是潘明志医生不但专门利用“放射性
核物质”来治疗疾病，而且解决的还是
一些其他疗法难以企及的疑难病：利用
某一种放射性核素只针对体内特定的
器官组织起破坏作用的特性，可以让极
微小量的放射性核素进入人体对治疗
部位实行精准的打击，达到“不开刀的
手术”效果。

这样神奇而精妙的医学方法，正是
潘明志的专长：用131碘治疗甲亢和分
化型甲状腺癌，用89锶治疗转移性骨肿
瘤，90锶治疗皮肤血管瘤和皮肤瘢痕，
以及125碘粒子植入治疗恶性肿瘤…现
在的华西医院核医学科在全国该专科
排行榜排名第四，成为西南地区诊治甲
亢、甲癌的一张响亮名牌。

作为承担甲状腺癌患者手术后续
治疗并终身随访的科室，潘明志和很多
老病人都成了朋友，他的好脾气也是全
院出了名的，“从医30多年，我从没有病
人拌过一句嘴，”他说，对患者有责任
心、耐心和爱心，才能成为一名好医生。

潘明志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核医学科 二级专家

蒋毅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神经内科 四级专家

善用“毒”
·用“肉毒素”助中风患者康复

脑卒中（中风）的“杀伤力”让人
闻风丧胆，70%以上的中风患者有不
同程度的偏瘫、痉挛抽搐等后遗症，
患者的康复之路漫长而艰难。而蒋毅
医生专门运用一种“剧毒”，来治疗中
风后遗症中的四肢、面肌、眼皮抽搐，
以及解除手、颈等部位的僵直等运动
障碍，解除了无数中风患者及家属的
痛苦。

从事神经康复领域近20年，蒋毅
用精益求精的“匠人精神”，把运用肉
毒素治疗肌张力障碍钻研成了自己
的一手“绝活”，在提高中风患者抓握
能力等手功能康复方面疗效卓越，他
对无数中风患者家庭的帮助，也让他
在本次十强投票中赢得了近28万张
市民的选票。

救急危
·中西医结合“狙击”急腹症

在大多数人心目中，中医就像
个“慢郎中”，擅长的是保健养生、慢
病调理等方面，到了危急重症抢救
这一块就不是中医的长项了。但是
黄宗文医生亲手拯救的数千名患者
却向世人证明，中医“救缓不救急”
的观念是误解，在重症危急胰腺炎、
肠梗阻等病情险恶、并发症多、病死
率较高的急腹症上，他运用以“益活
清下”为指导思想的一套中西医结
合方法，不仅见效快、救治成功率
高，病人还少受罪。据统计，华西医
院收治的重症胰腺炎患者，病死率
全球最低。

在黄宗文看来，医生对患者的责
任心和态度本身就是一味最好的药，
因为很多患者，尤其是一些危急症和
癌症患者都存在对病情过于焦虑和
悲观的情绪，对病情很不利。“决定一
个医生成败的并不是他开什么药，而
是实际的治疗效果。所以我会花很多
时间向患者耐心解释，安抚他们的情
绪，治疗能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黄
宗文的耐心和医术也让他赢得了患
者的信赖，评选中有患者发动全村邻
居帮他投票表示支持，为他赢得了十
强好医生的荣誉。

黄宗文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中西医结合科 一级专家

擅“微雕”
·修复小儿尿道下裂的高手

在全国“儿科医生荒”的当下，小
儿外科领域的“高手”本来就已属凤
毛麟角，而小儿泌尿外科更是因为孩
子生理发育和病理的特殊性，手术风
险更大、难度更高，医生操作空间更
小、要求更精细，而被称为医学的“金
字塔顶端”。其中，先天性尿道下裂手
术是一种极难的修复手术，被称为小
儿泌尿外科中一道“没有满分”的难
题，而黄鲁刚医生正是个中高手。此
外，手术治疗肾积水、隐睾也是他的
专长。

在如此娇小嫩弱的器官上做精
细的修复手术，对医生的技艺是一个
严峻的考验。从医以来，黄鲁刚已通
过自己精湛的技艺，帮助近7000个孩
子找回一生的幸福，还有一项重型尿
道下裂修复术式Koyanagi-Huang手
术专门以他的姓命名，这些都为他赢
得了患者和专家评审的双口碑。

黄鲁刚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小儿外科 一级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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疗骨手
·让可怕的陌生“杀手”肉瘤走开

肉瘤是来源于骨骼和软组织的恶性肿
瘤，和发病率排行榜上居前列的一些恶性肿
瘤如肺癌、乳腺癌比起来，骨肉瘤和软组织
肉瘤的发病率都极低，在所有各种恶性肿瘤
加起来的综合中所占比例不到百分之一，所
以在普通综合医院很难遇到。在难度如此高
的骨软组织肉瘤领域，肖继伟及其团队处于
全省治疗理念最前沿、经验最丰富的治疗中
心，在骨软组织肉瘤诊疗和肢体恶性肿瘤保
肢的手术以及各种体表癌症的综合治疗上
有独到优势，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随着治疗成功案例的累积，也为肖继伟
带来了越来越多的患者口碑甚至“粉丝”，本
届评选中他获得17万余张网络得票，大都是
被他从鬼门关前拉回来的幸存者们不遗余
力帮他拉票。“我会继续推广骨肿瘤早发现、
早治疗的理念，促使人们对这陌生的可怕的

‘杀手’不再陌生，随时警惕，与我们医者共
筑捍卫生命与健康的坚固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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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将踏上用户节红毯并义诊

2017年“妙手仁心·金口碑好医生”评选

7月底，由成都商报、成都商报四川名医主办的2017
年度第五届“妙手仁心·金口碑好医生”评选启动，在3个
多月的评选中，来自68家医院的13000多名参评医生们
连闯四关，历经各医院内金口碑好医生、各专科专病榜、
百强好医生和十强好医生四轮投票角逐，我们翘首以盼
的本届“十强金口碑好医生”榜单今日终于揭晓！

这10位医生，在10月10日~10月16日为期一周的最
终网络投票阶段中，总计获得了4428914张投票。

海量民意专家评审
含金量十足的
“十强好医生”出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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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强诞生
战胸疾
·巾帼“一把刀”技惊医界

外科里的女医生本来就少，能在胸外
科这个高难领域里闯出一片天的女性主
刀医生，就更属凤毛麟角了。许多手术一
站就是十几个小时，一天三四台手术连轴
转，对胸外科医生的体力和精准度都是个
极大的挑战，但寇瑛琍医生丝毫不落男同
事下风，在华西医院胸外科这个高水准平
台的支持下，跻身该领域里的“女强人”。寇
瑛琍医生擅长各种胸壁疾病的外科治疗，
包括胸壁良恶肿瘤、结核、胸壁畸形等外
科治疗，并在西南地区率先开展“Nuss微
创矫形术”手术治疗漏斗胸。

近年来，胸外科手术的微创化、精
准化相关技术进展很快，寇瑛琍医生也
在致力于挑战利用3D打印技术开展胸
骨和软组织的重建，让更多患者可以
通过手术更好地康复。她的精湛技艺，
让她收到省内外许多医疗机构开展教
学、讲座的邀请，成为华西胸外科的一
张巾帼“名片”。

踢馆王
·对战“疑难杂症”的领军人

“现代医学上的疑难杂症，100种里大
概有60种都在风湿免疫医学领域里，我们
面对的往往是最难治的一群病人，”周京国
医生说，系统性红斑狼疮、类风湿关节炎、
强直性脊柱炎……不少风湿免疫性疾病不
仅难以根治，而且会给患者造成长期痛苦、
残疾、精神伤害和因病致贫。

作为四川省医学会风湿病专委会主任
委员、省内风湿免疫性疾病防治的领军人
物，周京国一直致力于在全省加强风湿免
疫学科建设、提高基层首诊水平和开展人
群健康教育，促进风湿免疫性疾病的早诊
早治。“风湿病虽然难治，但只要病人能接
受规范化、标准化的治疗，可以最大程度地
减少痛苦和残疾，拥抱健康生活。”

周京国
成都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风湿免疫·血液科 二级专家

飞刀手
·用一分钟，还一双眼光明

一名主刀医生只用一分钟就能做完一台
眼科手术，一天就能让一百多个病人重新拥
抱光明——如此“神手速”，恐怕连武侠小说
里的小李飞刀也望尘莫及。作为全国公认的
眼科“劳模”，朱思泉通过改良新型人工晶体
植入技术，可以同时治疗白内障、近视、老花
眼、散光、青光眼等眼病，可谓是“一箭五
雕”——无刀、微创、不打针、不出血、不缝针。

朱思泉是四川省“千人计划”特聘专家、
中国光明行首席手术专家，迄今已完成逾35
万台白内障手术，手术量居全国第一，亚洲
乃至世界领先。最近朱教授又独创了ICL矫
正近视和散光的新术式。这种手术方式和戴
隐形眼睛差不多，朱思泉表示，将一片人工
晶体植入到眼睛内，代替隐形眼镜的功能，
晶体材料可以终身使用，整个手术一分钟就
可以完成。

这种手术方法和传统激光近视眼手术
比起来，禁忌症和并发症都更少，即使是干
眼症、高度近视、角膜薄的患者也适用，还可
以作为做过激光近视眼手术视力又回退患
者的补充。从半年多前，朱思泉开始把这样
堪称“颠覆性”的手术技术带给成都人，也为
他赢得了患者的支持，在评选中拿下高票。

送子娥
·护驾二胎宝宝的诞生

没有哪个学科的医生是像不孕科一样，
要同时为两名患者诊治，才能治疗成功；也
没有哪个专业的医生要像不孕科一样，不仅
要为患者治愈身上的病症，还要管治“心
病”……从事不孕专科十余年来，王芳医生
已为不计其数的家庭带去了天伦之乐，特别
是“全面二孩”政策开放以来，高龄求子夫妇
的增多为王芳带来了更多挑战。

“怀孕是两个人的事，所以不孕不育的
治疗比一个人的疾病更复杂，没有一个统一
的治疗方案，得要‘个体化精准治疗’才行，”
王芳医生表示，由于人们生活方式以及环境
因素的改变，有生育困难的夫妇比例逐年增
加。在不孕女性中，输卵管问题和排卵障碍
成为最主要的两个原因。

担任成都市妇女儿童中心医院生殖健
康与不孕症科主任以来，王芳带领科室在不
孕症治疗，特别是辅助生殖技术方面取得了
优异的成绩，全科年门诊量达到10万人次以
上，目前科室辅助生殖技术（试管婴儿）的累
积临床妊娠率（患者一次采卵手术获得妊娠
的几率）已达到80%。“在经过系统治疗后，
85%~90%被确诊不孕不育的夫妇都能在5年
内通过各种医疗途径成功怀孕，希望未来我
们科能帮助更多的家庭实现孕育健康宝宝
的梦想，”王芳说。

在11月25日（周六）在东郊记忆举行的成都商报第二届“全
媒体用户节”线下活动上，“十强金口碑好医生”将集体与市民面
对面，为成都商报用户提供一场全明星阵容的义诊。今天开始，
“金口碑好医生”专场义诊的预约号线上免费开抢，抢到预约号的
市民当天可以第一时间与他们见面，每位医生限量50个预约号，
动作要快哦！

寇瑛琍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胸外科 三级专家

朱思泉
成都中医药大学银海眼科医院
白内障屈光中心 主任医师

王芳
成都市妇女儿童中心医院

生殖健康与不孕症科
副主任医师

肖继伟
四川省肿瘤医院

骨软组织外科 三级专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