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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福利：名医义诊
11月25日，成都商报全媒体用户节，2017年度“十强金口碑

好医生”将联手本届“十强新锐青年医生”，以及部分历届“十强金
口碑好医生”、知名专家，举行大型义诊，每位义诊医生提供50个
预约义诊号。

市民可以通过四川名医微信公众号报名预约抢号。当天，已
预约义诊号的市民优先进场，医生先看完预约号后再现场看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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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届名医“天团”

1、扫描二维码，关注“成都商报四川
名医”微信公众号。

2、在公众号首页下方栏目条上点击
“成都商报用户节”，进入问诊抢号平台。

3、一个用户手机号只能预约一位医
生的号，用户可以在“义诊首页-我的号
源”或“义诊首页-我的-我的号源”查看
号源信息。

4、预约抢号时需填写11位有效手
机号，抢号成功会有短信通知，请妥善保
留该短信，将作为现场义诊凭证；在义诊
现场，将按照用户抢号顺序发放义诊号。

5、如果参与现场义诊的医生因临时
医疗任务无法到场，之前抢到该医生预
约义诊号的用户，可以凭借预约抢号凭
证到其他同级别专家处进行咨询。

6、有任何疑问，欢迎拨打四川名医
义诊咨询热线：028-86780845。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中西医结合科 黄宗文 一级专家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神经内科 蒋毅 四级专家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胸外科 寇瑛琍 三级专家
四川省人民医院 神经内科 罗永杰 二级专家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核医学科 潘明志 二级专家
四川省肿瘤医院 骨软组织外科 肖继伟 三级专家
成都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风湿免疫·血液科 周京国 二级专家
成都中医药大学银海眼科医院 白内障屈光中心 朱思泉 主任医师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血管外科 曾国军 主治医师
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 生殖中心 秦朗 副主任医师
成都市第五人民医院 麻醉科 易明亮 副主任医师
四川大学华西口腔医院 正畸科 李宇 副主任医师
四川省肿瘤医院 放疗科 吕家华 主治医师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胆道外科 刘自明 副主任医师
四川大学华西口腔医院 儿童口腔科 郑黎薇 主任医师
成都市第三人民医院 普外科 刘雁军 副主任医师
成都市第二人民医院 皮肤科 程孝顶 主治中医师，医疗美容主诊医师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胆道外科 李全生 主任医师
成都大学附属医院 耳鼻喉科主任 刘海兵 主任医师
四川省人民医院 妇产科主任 谢兰 主任医师
成都市第五人民医院 核医学科主任 胡德胜 主任医师
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 儿科 向承发 主任医师
成都市第三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刘剑萍 主任医师
西宁联勤保障中心成都总医院 内镜中心主任兼消化内科副主任

徐辉 主任医师
成都市公共卫生临床医疗中心 大外科副主任、胸外科主任

蒋良双 主任医师
四川中西医结合医院 妇科主任 陈淑涛 主任医师
四川中西医结合医院 老年康复科 曹旭东 主任医师
四川省第二中医医院 骨科 罗建平 主任中医师
四川省第二中医医院 心血管内科 余德海 副主任医师
四川省第二中医医院 针灸推拿康复科 何克强 副主任医师

急着向“十强金口碑好医生”咨询病
情？现在可以在线向他们提问了！通过四川
名医微信公众号进入在线问诊页面，点击
您想咨询的医生的“线上咨询”链接，在弹
出的页面写下您的问题并提交，医生会在
24小时以内回复。每位医生每天最多回答5
个人的问题。

除了本届“十强”外，“十强新锐青年医

生”及历届“十强金口碑好医生”也会登录四
川名医在线问诊。

在线问诊参与方法：
1、扫描二维码，关注“成都商报四川名

医”微信公众号。
2、在公众号首页下方栏目条上点击“成

都 商 报 用 户 节 ”，进 入 问 诊 抢 号 平 台 。
成都商报记者 王欢

从2013年开始，连续五年，一份“金口
碑十强好医生”的榜单，为全城献上一份
就医指南。今年，第五届“妙手仁心·金口
碑好医生”评选活动，不仅带来一份“十强
金口碑好医生”，也带来一份“新锐青年医
生推荐榜”。医学需要传承。我们从12000
多名医生中，选出10位青年医生，从多个
维度展现新一代青年医生的价值观，也展
现医疗发展的未来。

跨界，不止是医生

曾国军：智慧医疗让老百姓看
病更方便快捷

医院：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科室：血管外科兼华西医院院长助理

（信息化与新媒体拓展）
曾国军运用“互联网+医疗”手段，在

IT男和医生的身份之间跨界，探索和扩大
智慧医疗的覆盖面和衍生方向，惠及更多
老百姓。在医院的全力支持下，曾国军创
建“华西创客联盟”，与魏武然、邹炳文、刘
畅等华西200多名医护人员一起，运用“华
医通”、“华西微家”等智慧医疗平台，探索
信息化时代的健康之路。通过手机在线挂
号、缴费、图文、语音、视频等一系列互联
网手段，使就医变得简单、方便、高效，实
现医生、病患和医院的三方共赢。

秦朗：THE DOOR创始人汇
聚青年精英打造公益科普平台

医院：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
科室：生殖中心
秦朗，一直致力于推动医学公益科普

事业的发展。他于2014创建THE DOOR
时代青年公益科普平台，尤其关注妇女儿
童健康。THE DOOR成立之初就吸引了
来自医疗、IT、金融、教育、艺术、理工、文
化、传媒等多个行业的青年精英参加。秦
朗希望通过一个包容、开放的舞台为广大
青年打开另一扇门，多角度审视、思考这
个多元的世界，构建青年人积极、进取的
精神家园，传递社会正能量，向社会进行
公益科普。THE DOOR已经成为成都最
好的大型知识服务公益平台。秦朗既是医

生，也心怀将THE DOOR打造成文化公
益大IP的愿景。

江华：医生科学家用“人工智
能”救命

医院：四川省人民医院
科室：急救中心
江华，省人民医院急诊医学与灾难医

学研究所副所长。作为外科医生，他一直致
力于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的研究，用精准大
数据让病人的“生命选择题”变成一道数学
题：危重创伤病人是保守治疗，还是手术，
通过江华研发的数据分析系统，可以精确
算出患者开展手术的时间及生还几率。

他基于代谢组学和人工智能研究出脑
代谢优化亚低温治疗方案，让开颅手术的
重症患者转危为安。作为国内医疗人工智
能的知名专家，江华称，他将继续推动人工
智能在医疗上的运用，帮助医生提高诊疗
精确性，也让病人享受更个体化的医疗。

创新，医学发展的推动力

易明亮：麻醉医生的“微创新”
创造失眠新疗法

医院：成都市第五人民医院
科室：麻醉科、疼痛门诊
易明亮在麻醉领域中思考和钻研，开

展“麻醉+医疗”的探索。
易明亮有个新观点，原来我们是为手

术保驾护航，而现在我们更多关注的是老
百姓的生命质量。于是，易明亮将麻醉用
于失眠疾病的治疗，通过超声波将微量的
局麻药引导至相应位置，缓解病患烦躁情
绪，调节人的生理系统，达到治疗失眠的

目的。同时，易明亮医师将麻醉运用到疼
痛治疗方面，特别是腰背四肢疼痛。易明
亮总结道：“将如同手术般的精准、安全治
疗，带到百姓身边，去解决他们的需求。用
最安全最精准方法去治疗患者的疾患。”

李宇：掌握数与力的美学开展
技术创新

医院：四川大学华西口腔医院
科室：正畸科
在李宇看来，口腔正畸不仅是对医生

技术的考验，更是一场脑力思维的博弈：
处理牙齿的先后顺序涉及到数学的排列
组合、逻辑推理，调整牙根位置需要物理
力学知识的支撑。说正畸学是一门“数”与

“力”的美学艺术，一点也不为过。
他有“三个首创”：首创“3E正畸”理念，

提出高效、舒适、美观是“理想矫治器”三个
标准；首创“IMSAS”隐形矫治攻略，系统全
面归纳隐形矫治正畸设计套路，促进技术
推广；首创“门形辅弓”并获得国家专利。

小发明，大改变，李宇称，作为一名医
生，最大的成就感莫过于通过自己的知
识、经验、智慧完成技术创新，带给行业改
变，造福更多患者。

吕家华：延长生命更要保证生
命质量

医院：四川省肿瘤医院
科室：放疗科

“提高肿瘤细胞放疗敏感性，减少放疗
副反应，改善营养状况，是我研究的主要方
向。”吕家华称，对于肿瘤患者，一方面要提
高放疗精确度和敏感性，另一方面更要重
视患者营养状况以保证治疗顺利完成。

吕家华所在的省肿瘤医院放疗科，顺

利完成了全球第一个食管癌放疗患者肠
内营养多中心研究，解决了食管癌放疗患者
营养不良和治疗耐受性差的巨大难题。该研
究2017年获全球最高水准的美国放射肿瘤
学年会发言，吕家华代表研究团队赴美国作
了精彩报告，并获“Best of ASTRO”及

“ASTRO Science Highlights”殊荣。
吕家华称，当今时代，医疗已走过了

简单的治病救命的阶段，生命时间和生活
质量对于患者同等重要。

人文关怀，
满足患者多元化需求

刘自明：让手术更难点只为患
者的美丽需求

医院：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科室：胆道外科
刘自明是四川首个、全国第二个开展

经脐单孔腹腔镜胆囊切除术的外科医生
（团队），目前已成功完成30多台这种手
术。单孔腹腔镜手术是指，只在肚脐眼的
部位打一个孔，就能完成胆囊切除术，术
后疼痛轻、住院时间短，愈合后几乎发现
不了有做过手术的痕迹。

为什么要尝试这种比普通腹腔镜手术
难度大的手术呢？刘自明医生笑言，找他做
这种单孔手术的病人，大多数都是舞蹈演
员、模特等对身体美观要求特别高的人。“满
意地离开医院，和健康地离开医院不同，需
要我们医生考虑到病患的各种需求。”

郑黎薇：守护儿童的自信微笑

医院：四川大学华西口腔医院

科室：儿童口腔科
郑黎薇是孩子口中温柔亲切的“薇薇

阿姨”，也是学生眼里雷厉风行的“女神老
师”。她从事的是儿童口腔的工作，当一个
孩子从刚就诊时的满嘴坏牙，到最后可以
大声欢笑，露出一口洁白的牙齿，这是郑
黎薇最大的欣慰。从医七年，因为她的治
疗，每年有超过一千名的孩子重获健康的
牙齿。郑黎薇说，目前国内儿童口腔医学
发展相对于其他的口腔医学亚专业来说
处于新兴阶段，儿童患者数量庞大，“我选
择这个专业也是希望在这个领域能够更
多地帮助和服务于儿童口腔患者。”

刘雁军：手术减重别让肥胖禁
锢梦想

医院：成都市第三人民医院
科室：普外科
300斤重的小丽特别渴望爱情，希望

能像普通人一样谈恋爱，结婚生子；530斤
重的“中国第一胖”的黄佳鑫，最大的梦想
是像普通人一样能生活自理；230斤重的
小谢，最大的梦想是大学毕业后能找一份
工作……他们把梦想都寄托在了刘雁军
博士身上。从2011年做第1例减重手术起，
到现在已经200多例，刘雁军博士用腹腔
镜微创技术为很多人实现了梦想，重归正
常的生活。刘雁军博士称，这些年来，他一
直致力于肥胖教育，体重管理，减重手术，
努力不要让肥胖禁锢梦想。

程孝顶：“鞋带医生”的关爱

医院：成都市第二人民医院
科室：皮肤科

“鞋带医生”“QQ群医生”……程孝顶
常常会在病人做完治疗后，俯身为行动不
便的病人穿鞋、系鞋带；也会在下班之后，
通过QQ群、微信群等社交方式，为病人解
答皮肤疾病问题。正因为他对于患者这份
从院内延伸到院外的持续关爱，让全国的
患者打飞的到成都找他看病。

在他的信念中，好医生首先要努力钻
研医术，不仅仅要治疗患者的疾病，还要
治疗患者的心病，经常与患者交流，了解
患者的痛苦。 成都商报四川名医记者
李培洋 康耕豪 毛逸 李琴

当“好医生”的赞誉加身，他们
将何以回报患者？以妙手，以仁心。
在每一届“金口碑好医生”评选开
启之初，参评的医生们都通过成都
商报向社会承诺。

即将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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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下活动中，2017年
度“十强金口碑好医生”将在成都
市民面前集体亮相，并现场加冕。
同时，他们还将和本届“十强新锐
青年医生”获得者，以及部分历届
“十强金口碑好医生”、知名专家联
手，为市民带来一场规模盛大的义
诊，回报市民的这份支持。

每位名医提供50个预约义诊号，微信关注“四川名医”可抢号

首个“新锐青年医生推荐榜”诞生
传递新一代青年医生价值观

▲

动
态

“十强金口碑好医生”今日在线问诊

首批义诊
专家名单 （陆续增加中，

排名不分先后）

▼榜单

义诊抢号方法

郑黎薇

程孝顶

秦朗

李宇

曾国军

易明亮 吕家华 刘雁军

刘自明

江华

去年11月举行的成都商报首届全媒体用户节，在义诊现场四川大学华西口腔医院牙体牙
髓病科的名医周学东正在为患者看牙 成都商报资料图

25日用户节为你义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