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樊均明
成都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肾脏内科 教授 主任医师
门诊时间：华西医院门诊每周六上午，成
都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门诊每周一上午

董小丽 成都市第一人民医院
康复医学科 主任医师
门诊时间：周二上午

助您精准寻医！
“金口碑十强好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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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市双流区中医院
贺新国：创建医患微信群，凌晨三点还在回复微信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龙泉医院
苏秦：“哑科”不再哑，搭起孩子与家长间的桥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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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者，匠心，
妙手重塑生命之魂

“仁爱是最高的医术，
患者健康是我最大的动
力。”第六届“妙手仁心·金
口碑好医生”人气十强好
医生贺新国说，“守住自己
的良心，肩负起医生的责
任，让患者健康快乐地活
着，就是对医生最大的褒
奖。”患者的健康和一句感
恩，对于医生来说，就是我
们前行的最大动力。

“团结协作、心系患者、爱岗敬
业、精益求精”，这十六字科训一直牢
记在成都市双流区中医院内二科的
科室成员心中。作为成都市脾胃病重
点专科的成都市双流区中医院内二
科，在中医辨证施治理论指导下，以西
医为基础、中医药技术为特色、中西医
并重的科室，科室设置有专家门诊、住
院病房、内镜中心和中医药外治室等
科室，拥有奥林巴斯290电子胃肠镜、
德国爱尔博氩气刀治疗仪、C13呼气
试验仪等先进内镜诊疗设备。

而内二科学科带头人贺新国主
任，始终秉承着“将患者健康放在第
一位”的原则。贺新国，副主任医师，
是中国中西医结合内镜心身专委会

委员、四川省中医药学会脾胃病专委
会常务委员、四川省消化内镜微创专
委会委员，同时也是四川省老年消化
专委会委员，成都市消化内科医疗质
量控制中心评审专家。

在贺主任的带领下，内二科成为
了全院最大的临床科室。“当天能解决
的绝不留到第二天！”贺主任每次上专
家门诊，总是提前30分钟到诊断室，而
且还要求科室医护人员早到，这样能让
更多的患者可以在当天看上病，做上检
查。“我们的科训里面，‘心系患者’这一
句，是重中之重”，贺主任说，只有把患
者放在第一位了，才能给患者最好的治
疗和打造良好的医患关系。“他们的健
康，是我们最大的动力”，贺主任说。

十六字科训，
打造执行力与战斗力爆表“明星科室”

有消化病方面的问题，想找医生
问问看，在微信群里问一下，马上就有
医生给你回复；痊愈出院、逢年过节，
想向医护人员问候，可以在微信群里
道声感谢……凡是找贺新国主任看过
病的大多患者，都有一个共同的微信
群，在群里，贺主任带领内二科的医护
人员，成了大家贴心的健康守护人。

前段时间刚做完胃早癌手术的
刘阿姨这几天准备出院了。“贺主任，
我回家后饮食需要注意什么？哪些药
是吃几天就要停的哦？”在病房里住
了5天的刘阿姨担心回家后病情会加
重，有些紧张。贺主任一边嘱咐刘阿
姨注意事项，一边通过微信把刘阿姨
拉进了“贺新国医生健康指导咨询
群”。“不用着急，回家搞忘了有啥子
不清楚的，在群头@我问就是，都有
医生护士在哈”，贺主任叮嘱道。

贺主任为了给他就诊过的患者提
供免费健康的咨询，传播医学健康知
识，及时解除患者的焦虑和疑问等，建
立起了这个免费微信群，短短几个月

时间，微信群里已经有四百位多位患
者了。“我的病人很多都来自全国各
地，北京，上海，甘肃、山西，重庆，云
南，巴中等地患者都有。在这个微信群
里，有医生、护士、患者和家属，对于患
者提出的问题，我和我的团队都会抽
空解答，3年前我就入住了‘好大夫在
线’平台，目前个人网站访问量已经超
过220万人次”，贺主任说。

“很多时候凌晨三四点钟贺主任
还在亲自回复我们的问题，贺医生不
但医术精湛，而且医德高尚，我们一
家三口人都是他从‘鬼门关’救回来
的，我听说贺主任现在每周六还在好
医生国医连锁坐诊，更方便了我们周
末就诊”群里邓先生这样说。贺主任
说：“建群的初衷只是为了给有需要
的病人提供一个免费的健康咨询交
流平台，传播医学常识，针对不同患
者需求，指导他们的生活方式等。现
在群里不仅有患者和家属，还有医
生、护士，大家互帮互助，打开了构建
和谐医患的一扇门”。 （王英）

微信群串起医患情：
24小时在线的医护团队

明明是位医生，却搞
起了自主开发，在移动互
联路上越走越远，还上线
了一款APP，专门用于儿
童哮喘的防治与预警。他
就是成都商报第六届“妙
手仁心·金口碑好医生”儿
科十强好医生苏秦。

苏秦是四川大学华西
医院龙泉医院儿科副主任
医师，儿科又叫“哑科”，因
很多患儿无法准确表达自
己的病况，无形中增加了
治疗难度，这另不少医生
头痛不已。而苏医生却有
让“哑科不再哑”的本领！
从业20余年，他用精湛的
医疗技术与爱心搭建起孩
子与家长之间的桥梁，现
承担四川省卫生计生委科
研项目1项，获市级科学技
术进步奖1项。

苏秦医生：
孩子的表现就是病情最真实的表述

苏秦医生看到的角度不一样：
“小孩子是坦率的，得了什么病就在
临床中表现出来。”苏秦通过临床症
状来与患儿“沟通”，让“哑科”不再
哑。他反复强调医生要做的就是搭起
孩子和家长间的桥梁，让家长更加认
识孩子，了解病情，配合医生开展有
效治疗。

今年6月，苏秦医生曾处理过一
例便血的孩子。家住龙泉驿山上的
的张女士（化名）在微信中咨询，家
中1岁的孩子出现大便带血的情况，
在经过初步问诊后，苏秦医生得知
孩子还有恶心呕吐等表现，建议她
马上带患儿来医院进行大便常规及
腹部B超检查。张女士觉得这时候已
经下午6点了，看急诊要排半天队很
麻烦，并且孩子能吃能喝的就决定

先在家观察。晚上10点通过微信群
询问孩子的情况得知孩子不拉肚子
了，仍有恶心呕吐，有点闹，视频上
看孩子精神不是很好，强烈要求家
长来医院做腹部超声检查，但家长
因为不方便仍未做检查。次日8：00
张女士终于带患儿来到医院，苏医
生体格检查后立即安排孩子做急诊
腹部彩超超检查，确诊为肠套叠，
很快转上级医院经空气灌肠复位，
病情很快得到了缓解。事后，张女
士慨叹，孩子不会说哪里不舒服，
作为妈妈总以为很了解自己的孩
子，差点酿成大错，看来儿科医生
真的不容易。

苏秦医生觉得，孩子不会表述，
更不会撒谎，他的表现就是最真实的
表述。

互联网思维与治疗相融合，
家长纷纷点“赞”

但并非每个患儿都能得到这样
及时的指导，为了让更多的患儿得到
良好的诊治，也为了缓解目前医疗资
源紧张的状况，苏秦医生开始在互联
网上做起了免费的儿童科普推广。

他创建了自己的“微儿科”公众
号，根据不同季节的疾病谱 ，苏秦医
生提前在公众号上写出相关推文向
家长普及预防疾病的知识及相关护
理措施，为家长提供及时答疑。

为了方便与家长交流 ，他还建
了医患沟通群，家长可在微信群里及
时向他咨询提问。通过目前评估来
看，这一做法不但方便了家长，减低
患儿来院咨询及就诊的频次，同时降
低院感机率、节约公共医疗资源、让
家长可及时了解孩子病情，提高了患
儿与家长的就诊效率。苏医生的做法
让不少家长纷纷点“赞”，称他为孩子
健康的守护人。他却觉得，与家长这

样坦诚的沟通，让自己也学到了很多
书本上没有的育儿经验，同时了解到
家长对孩子的健康需求，对创建和谐
的医患关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苏秦医生将医疗资源共享思维
进一步发挥，落地实施“互联网+医
疗”工作，今年10月，他将利用自主开
发的APP ，将自己管理的儿童哮喘
患儿进行手机APP 管理，家长只要
根据孩子病情完成问卷，系统就会根
据评分情况给出预警信息，家长根据
预警信息及建议采取相应的措施就
行了。这样不但方便了家长，更能实
时对患儿进行有效的管理。

未来，苏秦医生将通过自己的努
力，将互联网思维运用到更广泛的医
疗中，力求为患儿与家长带来更多的
福利。他一直在践行着自己的人生恪
言：“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

（赵晨）

成都德道口腔医院
蔡明河：手捧医者仁心，服务缺牙患者

蔡明河蔡明河，，副主任医副主任医
师师，，河南医科大学口腔河南医科大学口腔
医学硕士医学硕士，，原武警浙江原武警浙江
总队医院口腔科主任总队医院口腔科主任，，
从 事 口 腔 临 床 工 作从 事 口 腔 临 床 工 作 2626
年年。。著有国家级和省级著有国家级和省级
论文论文99篇篇，，先后赴第四军先后赴第四军
医大学医大学、、上海第九人民上海第九人民
医院医院、、河南医科大学附河南医科大学附
属第一医院进修学习属第一医院进修学习。。
较 早 涉 足 口 腔 种 植 领较 早 涉 足 口 腔 种 植 领
域域，，深谙各种品牌种植深谙各种品牌种植
系统系统，，有近万颗种植牙有近万颗种植牙
成功案成功案例例。。中华口腔医中华口腔医
学 会 会 员学 会 会 员 ，，韩 国 牙 科韩 国 牙 科
协会会员协会会员，，河南河南省医院省医院
管 理 协 会 口 腔 分 会 常管 理 协 会 口 腔 分 会 常
委委。。擅长微创种植擅长微创种植、、即刻即刻
种植种植、、即刻负重即刻负重、、上颌窦上颌窦
内外提升术内外提升术、、GBRGBR骨引骨引
导再生技术导再生技术、、美学种植美学种植
修复修复、、ALL-ON-ALL-ON-44种植种植
技术技术，，获评第六届获评第六届““妙手妙手
仁心仁心··金口碑好医生金口碑好医生””口口
腔科十强好医生腔科十强好医生。。

成都青羊区金沙片区，是一片难得的城中安静角落。成都冬季多雨，路旁棵
棵泛黄的银杏在蒙蒙水雾的衬托下有着格外的景致，成都德道口腔医院就位于
此。走进医院，现代的装修风格下的医院充满暖暖的人情味。不少老年患者在就
诊区等候，副院长蔡明河路过，有老年人上前打招呼，“蔡院，我刚预约好了，过
会儿麻烦你再帮我看下我的牙哈。”“我还记得您，一会再检查下，没问题就可以
把假牙种上了。”

尽管是一家建院不久的私立口腔医院，成都德道口腔医院开业不到一年，
因口碑集聚过来的患者却越来越多，其中不少患者是慕蔡明河医生之名而来。
在口腔医学领域有这样一个说法，种植和修复，是口腔领域里档次最高的治疗
技术，而蔡明河医生就是口腔种植领域的专家。

蔡明河医生是河南人，戴着一副眼镜，虽然话不多，脸上却常挂着笑，很有
亲和力。“您对获评第六届‘妙手仁心·金口碑好医生’口腔科十强好医生怎么
看？”记者问。他憨厚一笑，“说明患者认可了你的治疗，下一步还要把技术做精，
做细。”说话间有轻微的河南口音。

蔡明河医生曾是武警浙江总
队医院口腔科主任，回忆这段历
程，他说，在公立医院能遇到各种
各样的病例，有高难度的，有复杂
的，大量颌面外科的手术经历也给
自己积累了宝贵的经验。“给患者
看好牙，患者对你表达的感激之
情，那种感觉特别好，也让我坚定
信心在口腔医学这条路上走好。”
他说。

“相比民营医院，在公立医院
里做医生更加‘安逸’，但我希望我
再上一步。”蔡明河医生坦言，2010
年，乘着政府鼓励民营资本社会办
医的东风，蔡明河医生跨出了他的
第一步。在他看来，与公立医院管
理思路不同，民营医院更要做好更
加人性化的服务。看诊时，蔡明河
医生一直坚持着这样的宗旨：能一
次解决的问题，不让病人费二遍
事。

说到种植牙，很多人的第一反
应就是“疼”，“贵”，疗程长。其实有
种“即刻用”技术，主要是针对半口
和全口缺牙修复方案，在数字化技
术下，10多分钟就能在合适的位置

上种上种植体，手术微创，无疼痛
感。这项种植技术，蔡明河医生也
很擅长。

他还记得在成都德道口腔医
院做的第一例“即刻用”种植手术。
据72岁的王志（化名）因为牙缺失，
严重影响了他的生活，吃得不香，
心情也受到影响，每天郁郁寡欢。
因为骨头条件差，牙床太薄，种植
牙难度很大，戴活动假牙也戴不
住，很多医院都拒绝为他治疗。他
来到成都德道口腔医院，蔡明河医
生还记得，老人描述需求时流露出
的渴望。虽然难度很大，但蔡明河
医生接下了这个任务，还王老汉一
口“吃嘛嘛香”的牙。

手术难度很大，可谓“步步惊
心”，需要植骨的部位紧挨鼻腔下
缘，下颌有多条神经分布，种植不
能打得太深，克服重重困难，蔡明
河医生在下牙上艰难种植了4颗种
植体，上牙种植5颗种植体，这9颗

“桩”，支撑了整口牙。王大爷的愿
望终于实现了。“偶尔治愈，常常帮
助，总是安慰”，在治疗之外的人性
化关怀，让医患关系更美好。

成都德道口腔医院打造“智能
牙科”，用最新的“即刻用”技术服
务患者，解决患者缺牙的烦恼。蔡
明河医生介绍：“半年来，我们接收
了许多高龄、牙槽骨薄、严重牙周
炎、半口全口牙缺失等高难度种植
牙市民，我们有把握挑战高难病
例，也乐于接收高难病例，这是对

‘即刻用’最好的验证。”
牙齿相伴人的一生，从位置

来说，更是关键部位，因为口腔上
有鼻腔、眼睛、耳朵、大脑这么重
要的器官和神经系统，下有气管
和食道不容忽视的呼吸和消化系
统，牙齿种植不是随便种上就可
以了，要考虑咬合关系、各个牙齿
承担的作用等，手术方案制定、准
备、术中、术后，都需要综合和全
面考虑。蔡明河医生介绍，“即刻
用”技术，采用智能手段，让手术

更精确。“即刻用”种植牙自引入
中国以来，10年时间验证，是半口
和全口缺牙修复的优先选择。成
都德道口腔医院以二级口腔医院
标准建院，全面引进“即刻用”种
植技术，由于能实现“即拔即种即
用”，患者当天即可恢复饮食。需
要提醒的是，“即刻用”技术也不
是人人都可以做的，方案设计也
是因人而异，患者应提前咨询专
业医师，如果不符合的患者还是
应该选择其他修复方法。

“医本为德，科技为道”这是成
都德道口腔医院信奉的一句话，也
是蔡明河医生坚持的一个宗旨。深
耕口腔医学领域27年，从传统种植
到智能种牙，他还记得自己的初衷

“近一点，我希望能离口腔医学尖
端技术再近一点。”

（ 赵立莹）

从公立到民营：
懂技术＋会管理是他的优势

德道口腔医院智能牙科
服务缺牙人群

蔡明河

医者，仁心，
厚德点亮人文之光

生命诚可贵，在无烟
的战场上与疾病搏斗，将
病人从痛苦中解救出来的
医生永远值得尊敬。

而一名医生的幸福感
是什么？那就是患者的认
同。自 8月 23 日第六届
“妙手仁心·金口碑好医
生”评选活动开展以来，共
计5000多名来自成都市
不同区县的医生通过自我
推荐、医院及社会推荐的
方式参与评选。经过市民
网络投票和专家初次评定
筛选后，319位分列32个
专病专科榜10强的医生
从5000位医生中脱颖而
出。

为了验证市民的口
碑，本届好医生活动发起
了网络投票。本次网络投
票共获得超158万的浏览
量和92万个点赞，这10
位“十强人气好医生”从患
者的口碑中诞生。

随着国家分级诊疗的
推进，基层医院的就诊率
大大提高。所以，在这份名
单中，既有三甲医院的医
生，也有基层的医生，他们
用自己的妙手仁心收获了
患者的口碑！ （石雪梅）

没人能躲开死神的镰刀，所以，
以医技扶生死，以医德慰人心的医
师们更为可贵：除人类之病痛，助健
康之完美；以真诚的心，善待痛苦中
的病人。

医学是一门科学，但要成为一名
医术高超兼具医德的医生却是一门
艺术。金杯银杯不如百姓口碑，金奖
银奖不如百姓夸奖。连续六年来，成
都商报举办了“妙手仁心·金口碑好
医生”评选活动，向大家推荐了一批
又一批的好医生，为这座城市献上权
威的好医生名单，打造出一份份实用
的精准寻医攻略。

今年我们继续这个长情的约
定。8月23日，第六届“妙手仁心·金
口碑好医生”评选活动正式展开。根
据成都商报四川名医前期对市民就
医需求调查，活动按照病种、专科产
生分榜，产生32个专科分榜。在32
个专科分榜排名前10位的医生，成
为“十强金口碑好医生”候选人。经
过筛选后的319位医生从5000位
医生中脱颖而出后，再次通过全市
12位最强医学界专家组成的专家评
审团的考核，最终 10位医生获封
“金口碑十强”。

经过上百万名市民的网络投票
与市内多名专家的专业评选，以过硬
的医技与有口皆碑的医德为指标，
集成都市民与专家口碑的他们，是你
们精准寻医的不二选择。 （石雪梅）

集结患者口碑！
“人气十强好医生”

在
这
里

张涛 成都军区总医院 肿瘤诊治中心
科主任 主任医师 博士生导师
门诊时间：每周一/三上午

曲超 四川省人民医院
眼科主任医师
门诊时间：周五全天

罗勇 成都市第三人民医院
心脏大血管外科 主任医师
门诊时间：周一下午

李立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胃肠外科 主任医师
门诊时间：周一上午、周五上午

艾涛 成都市妇女儿童中心医院
儿童呼吸内科
门诊时间：星期二上午、星期四上午

满毅 四川大学华西口腔医院
口腔种植科 主任医师 教授 科主任
门诊时间：周一上午；周二下午；周三、五全天

刘霆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血液内科 博士生导师 教授 主任医师
血液病研究室主任
门诊时间：周一、周二下午

牛晓宇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妇科主任医师
门诊时间：周二全天（锦江院区）

熊恩富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康复科 主任医师
门诊时间： 周一下午温江院区门诊，周
二、三、四上午华西医院本部门诊

郑柳 成都市第六人民医院
肝胆胰外科 主治医师
门诊时间：周四全天

周谦 成都市第二人民医院
儿科副主任医师

陈秋 成都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内分泌科 主任医师
门诊时间：周一全天、周四上午

罗伦 成都市第二人民医院
康复医学科 副主任医师
门诊时间： 周一下午、周三上午

杜志强 简阳市人民医院
消化内科 主任医师
门诊时间：周一上午高珂 成都市第二人民医院

胸心外科 副主任医师
门诊时间：周二下午

郑仕诚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龙泉医院
消化内科 主任医师
门诊时间：周一上午、周三全天

贺新国 成都市双流区中医院
消化内科 副主任医师
门诊时间：周一、周四上午

杨明杰 成都川蜀血管病医院
血管外科 主任医师
门诊时间：周一至周天

（按姓氏拼音排序）
（按网络得票数排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