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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修从医之德:
他要当患者的朋友

“医生首先要成为患者的朋
友。”蒙兴文说，他是成都风湿病
医院风湿免疫一科主任，每天会
接诊很多慕名前来的风湿免疫
性疾病病人。

“风湿免疫性疾病都是慢
性病，很多患者一两副药不见
效性，就会放弃按时吃药。医
生和患者当了朋友，彼此有足
够的信任感，患者才会用药不
疑，按时服药，展开治疗。”蒙
兴文解释道。

2017 年，家住内江的郑音
（化名），因患上红斑狼疮入院
治疗。刚满17岁的花季少女，全
身红斑，四肢肿胀，情绪一度因
此抑郁，甚至连家门都不想出。
蒙兴文擅长中西医结合的诊疗
方法，他采用中医面诊的方式，
结合西医消炎、免疫控制与调
节开展治疗。刚服药时疾病并
无明显好转，郑音几度想放弃，
蒙兴文每日查房沟通让她坚定
了继续治疗的信念。服药治疗3
个月后再复查，病情已基本稳
定。今年郑音再次来复诊时，脸
上多了很多笑容，如今她已参
加工作，敢穿自己喜欢的裙子，
过去的自卑一扫而光。

常怀律己之心:
近四十年追求关节健康

1983年美国风湿病学会将
风湿免疫性病分为十大类，包
括100多种疾病。其中包括类风

湿性关节炎、强直性脊柱炎、红
斑狼疮等。蒙兴文主任强调：

“针对风湿免疫性疾病病因不
明的特点，应该根据不同的临
床特点对症下药。”他擅长的中
医微创可视针刀镜，便是基于
这一观点展开治疗。

中医微创可视针刀镜技术
是在挖掘传统医学《内经》关
于经筋与痹证关系的理论，基
于“九针十二原”为基础，应用

“横络解结法”，结合现代内窥
镜技术来治疗各种风湿病。在
微创和可视条件下，有效疏通

“病灶结点”对经筋的痹阻卡
压，清除经筋走行的“病灶”和
组织间炎症因子，有效阻断滑
膜炎性增生，消除痰瘀互结的
病 理 产 物 ，进 而 有 效 保 护 关
节、肌肉、肌腱、韧带、骨及软
骨组织免受损害。据了解，成
都风湿医院每年应用中医微
创可视针刀镜技术治疗风湿
免疫性疾病患者万余名，其中
85%的关节能减轻疼痛或无疼
痛症状。

翻开蒙兴文主任的履历表，
身为成都华西强直性脊椎炎研
究院院长，四川省中医药信息学
会痹症专业委员会专家的他率
先在川内开展中医微创可视针
刀镜、关节 PRP 技术诊疗风湿
免疫性疾病，并多次受邀在国内
外专业学术会议上进行演讲或
授课，在 2016 年成都风湿医院
针刀镜发布会上蒙兴文主讲该
技术的应用为川内风湿免疫性
疾病专家和学者们耳目一新。

（赵晨）

烟火人间三千年，任它风云几
变，蜀都始终以独特的“慢生活”扬
名。美食、美景、美物、美女……成都，
这座来了就不想走的城市，有 1000
种方式让你爱上它，现在它还有一个
美名——医美之都！

这5位分获第六届“妙手仁心·金口
碑好医生”整形外科榜和美容皮肤科榜
十强好医生奖的医美医生，专注于用医
美技术让女性获得自信同时，也用自己
的成果助力成都医美的发展。

追求专业极致，他们组成了一
支极具权威的医美专家团队

四川华美紫馨医学美容医院作
为深耕成都医美行业20年的龙头企
业，被业界誉为成都医美之“心”，同
时也是中国十大行业名牌和成都医
美十强机构。多年间，华美紫馨始终
追求为求美者提供满意的求美体验，
因此，华美紫馨不断精进技艺，提升
服务，现已取得三级、四级整形美容
手 术 项 目 资 质 ，通 过 德 国 莱 茵
TüV-SQS 服务质量认证，并被中
整协认证为中国 5A 级专业医美机
构。此外，还于2018年开启了世界公
认医疗服务最高标准JCI认证。

在 20 年砥砺前行间，华美紫馨
吸引了包括国际颅颌面整形泰斗艾
玉峰教授、整形外科全能大师杨力教
授在内的 74 位国家注册医师和 102
位专业护理人员，10 位注册麻醉医
师。还汇聚了全球 12 个
国家（地区）顶级专家团
队，形成中国第一国际
医师平台。

在这样庞大的师资
力量中，这 5 位技艺精
湛，广获用户好评的医
美医师，分获第六届“妙

手仁心·金口碑好医生”整形外科榜
和美容皮肤科榜十强好医生奖，为各
位求美者形成了一份面部整形的权
威名单。

妙手天成，急速纳米美眼创始
人陈杨和新锐口碑医生邱伟给
你魅力电眼

从业 14 年，美眼案例超万例的
华美紫馨眼部整形及修复中心主任、
学科创始人陈杨和眼鼻案例超6000
例，获“新锐口碑明星医师”奖的邱
伟，是各求美者的好选择。陈杨说：

“求美者的唯一心愿就是变美，因此
我秉持一次成型，拒绝修复的态度来
要求自己和团队，从而使他们的求美
之旅成为不悔的选择。”

擅长打造各式形态双眼皮的邱
伟，从设计到手术，手术精细化风格
非常明显。有求美者向记者反馈，自
己在邱老师的术中出血少，术后恢复
快，在满足自己的需求的同时，已贴
合了自己的面部特点，术后效果非常
自然。

技无止境，他是肋软骨隆鼻亚
洲大师徐鹏

被称为“肋软骨隆鼻亚洲大师”，
且担任华美紫馨鼻整形及修复中心
主任、学科带头人的徐鹏，是首届中

美达拉斯鼻整形研讨会上，唯一受邀
进行鼻修复手术直播的中国医生。他
注重鼻部亚单位在整体设计中的功
能，精细化鼻部亚单位打造，力求精
微化鼻部塑美。目前，徐鹏已完成各
类鼻整形手术约 8000 余台，其中全
肋软骨成功修复疑难鼻的案例过100
例，得到求美者广泛称赞。

还原光彩肌肤，李纯青和赵琼
英帮你焕发活力

身为华美紫馨祛斑美肤中心技
术院长的李纯青表示，面子问题中，
肌肤问题更重要。皮肤治疗从来不是
表面功夫，于深处用心，才能炉火纯
青。33年专注皮肤美容探究的她，擅
长疑难色素斑诊断治疗，不少因治疗
不当造成皮肤损伤的患者也经常找
她修复，获得一致好评。

对于肌肤年轻化治疗，华美紫馨
赵琼英医生有28年临床经验和15年
医美经验，在面部年轻化抗衰老方面
深有研究，通过超60000例肌肤抗衰
老案例，在除皱、解决肌肤松弛、衰老
等方面获得一定口碑和顾客喜爱。

利用生物前沿技术“变美”，是时
代的进步与人类精神世界自我满足
的需要。在这些医美医生医德与医技
的双重推动下，除了让人变美，一定
能推动成都尽快建成全国领先、全球
知名的“医美之都”。 （石雪梅）

美人鱼寓含着美丽与自信，为了
目标勇敢追求、勇于改变，不仅代表了
人世间美好的情感，而且代表了一种
积极奉献的生活态度，而这正是美莱

所倡导的文化精神。韩国栋说：“随着
生活质量的提高，越来越多的求美者
想要改变自己，追寻更好的自我。美莱
希望以其全国33院领先连锁规模，全

球百余位博士级共享专家资源，让爱
美者享受全球前沿医美技术和时尚潮
流变美设计，让大家在生活中找回自
己的自信，更好地面对生活。”（倪佳）

华美紫馨医学美容医院
他们追求医美专业极致，推动“医美之都”的打造

四川美莱医学美容医院
重塑医美 用医者的专业为你的美丽保驾护航

成都风湿医院：让“不死的癌症”停下脚步
有这样一类病，被称为“不

死的癌症”。慢性疾病，病因不
明，难以根治，导致患者关节肿
大、全身疼痛，甚至累及身体其
它器官，让患者身心备受折磨，
它就是风湿免疫性疾病。

有这样一群医生，让“不死
的癌症”停下脚步，他们就是成
都风湿医院医生，医院以中医
微创可视针刀镜、免疫吸附、关
节PRP等技术为治疗手段，截
至2018年9月已令三万余例
患者达到临床治愈。

第六届“妙手仁心·金口
碑好医生”痛风科十强好医生，
系成都风湿医院陈建春。成都
风湿医院医生蒙兴文是第六届
“妙手仁心·金口碑好医生”风
湿免疫科十强好医生。

患者将他称为“定心丸”

陈 建 春 的 号 出 了 名 的 不 好
挂，但仍有不少外省痛风患者慕
名而来，专门找他诊疗。患者喜欢
找陈建春看病，有他治疗技术精
湛的原因，也因为他以患者为中
心，为患者建立一套完整的痛风
管理体系。

医院有不少患者来自甘孜阿
坝等偏远地区，部分患者存在经
济状况欠佳的状况。前不久来就
医的甘孜患者多吉（化名），是家
里主要劳动力，患上痛风后连行
走都成了问题；年近五十的大汉，
在陈建春的诊室里哭哭啼啼。陈
建春针对多吉的病情，定制了降
尿酸、消炎止痛、对症消除尿酸盐
结晶的诊疗方案，住院数天后多
吉的病情得到恢复，出院时，已可
下地行走。但因为他家境贫困，治
疗后手头的钱所剩无几。陈建春
主任得知情况后，不仅为多吉申
请了四川省慈善总会·风湿患者
生活援助项目救助，还主动为多
吉支付了回程的路费。

痛风真的是“不死的癌症”吗？

陈建春介绍：“ 2016年中国痛
风诊疗指南明确指出，我国痛风的
发病率为1%~3%，并呈逐年上升的
趋势。平均年龄在 48 岁左右，男女
比为15：1。”以往痛风容易在50岁
以上男性患者身上出现，现在随着
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提高，痛风慢
慢转移到 20 岁以上的青壮年男性
身上。高嘌呤饮食和饮酒成为痛风
最主要的诱因之一。

陈建春称：“以前医疗发展水
平欠缺时，很多医院、医生都认为
痛风无法治疗，一般的治疗也仅仅
是停留到简单的止痛消炎上面，甚
至一些医生害怕遇到痛风患者，认
为一旦患上就只有痛到等死。”随
着医学的不断发展，对痛风这种疾
病的认识和研究都在不断增强，
2016 年中国痛风临床诊疗指南还
明确提出痛风是一种可防可治可
达到临床治愈的疾病，患者接受治
疗需要保持信心。

十四字方针，患者疗愈的“黄
金手则”

谈及痛风治疗，陈建春根据丰
富的临床经验，总结出十四字送给
广大患者朋友：“多喝水，管住嘴，
规范用药，定期复查。”

陈建春擅长中西医辨证施治
痛风，近年来他致力于科研，主
要有：“痛风分期临床诊断与综
合治疗的研究”和“痛风分型和
个体诊疗”等方面研究，曾受邀
参加四川中医药信息学会成立
大会并作主题演讲；2016 年，受
邀出席第三届海峡两岸风湿免
疫病学术年会并作痛风临床诊
疗报告。他将自己的科研成果运
用到临床治疗中，对中重度、难
治性痛风、不明原因发热以及痛
风石等多种类型疾病积累了不
少临床经验。尤其是在临床痛风
石诊疗上，在两年时间内，陈建
春给成都风湿医院建成了一座
有 350 余 例 病 例 的 痛 风 石 博 物
馆，得到风湿免疫学领域专家的
一致好评。

陈建春：患者的“定心丸” 蒙兴文：医生要是患者的朋友

在蒙兴文医生的诊疗室里在蒙兴文医生的诊疗室里，，有一面挂满有一面挂满
红色锦旗的墙红色锦旗的墙，，中间悬挂着他的座右铭和中间悬挂着他的座右铭和
人生信条人生信条：“：“常修从医之德常修从医之德，，常怀律己知常怀律己知
心心。”。”从医三十余年来他恪守于此从医三十余年来他恪守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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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年龄的增长，皱纹增多、皮肤下垂、肤色暗沉等一系列问题是否困扰过你？你是否感觉到身体也
逐渐开始衰老了呢？四川美莱医学美容医院，一家专注为患者提供医学美容整体解决方案的美容医院，力
求为每一个求美者收获外表的惊艳，找寻发自内心的独立、自信和勇敢，迎来崭新蜕变的精彩自己。

本届好医生评选，该院的两位医生——韩国栋、夏秋分别荣获第六届“妙手仁心·金口碑好医
生”整形外科十强好医生、第六届“妙手仁心·金口碑好医生”美容皮肤科十强好医生称号。

韩国栋 四川美莱整形中心技
术院长，美莱集团面部精细化整形
权威专家，中国面部五官整形权威
专家

韩国栋从事美容整形临床工
作近二十年，曾在日本、韩国工作
多年，擅长领域主要是五官整形，
因其国栋谐音为果冻，患者们都亲
切地称他为“果冻医生”。

他着重研究的是鼻综合整形
和眼睛的整形，是国内达拉斯综合
鼻雕技术最早使用的专家，已经成
为国内鼻部整形典范，取得很好的

口碑。其次，韩国栋在面部精细化
手术、脂肪干细胞填充等方面都有
较深的造诣，是美国高泰克斯、美
国浩思曼、美国射极峰等国际厂家
中国制定的隆鼻医师。

在近二十年的工作中，他公开
发表论文数十篇，多次受邀参加国
际美容整形学术交流会，并与韩国
整形界权威专家切磋技艺。韩国栋
表示，希望通过和国际专家的交
流，使我国的鼻整形理论得到进一
步发展，让鼻整形技术与国际接
轨。

夏秋 四川美莱非手术中心院
长，亚太艺术面雕巨匠，美国Quill
面雕联合抗衰中国区领军人物

夏秋擅长总结各年龄、各人群的
肌肤特点，结合个体特征及产品特
效，量身定制打造面部抗衰老方案，
包括皮肤和面部形态的非手术治疗。
她说：“现在市面上到处都是网红脸，
而我们让大家的审美观恢复到一个
正常的状态，变得既漂亮又自然。”

夏秋先后在国际以及国家级
各类医学刊物上发表无创微整类
论文近 20 篇，受乔雅登、瑞蓝、
BOTOX 等特邀为中国区专利注
射技术培训导师。她独创的“面部
多点联动”注射法，领航亚太医美，

被誉为名副其实的艺术面雕巨匠。
皮肤科的医生是怎么保养皮

肤的？夏秋说：“皮肤的保养有个三
部曲：一忌过度清洁。目前在临床
上接收到的敏感肌肤的人特别多，
这很大一部分是因为过度清洁。大
家平时不要用泡沫、磨砂等东西去
搓自己的脸，这样会破坏皮肤的表
脂膜，导致脸部出现皱纹。二需及
时补水。到了秋冬季节，皮肤护理
还需要一些内在的保养，比如多喝
水，少熬夜，保持均衡的营养，这样
才能让皮肤有一个好的状态。三忌
乱买化妆品。不良化妆品里面的很
多化学物质会对皮肤造成伤害。”

美莱医学美容医院：让顾客敢于改变追求自我，蝶变新生

夏秋：专注面部年轻化 让岁月恋上青春美

韩国栋：专注鼻整形 与国际专家切磋技艺

有时，去治愈；常常，去帮助；总是，去安慰

韩国栋

夏秋

赵琼英、陈
杨 、李 纯
青、徐鹏、
邱伟（从左
到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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