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为四川大学华西医院甲状腺外
科（1978年）创始人之一，胡龙体教授擅
长手术治疗巨大颈部肿瘤、重症甲亢、
巨大结节性甲状腺肿及晚期甲状腺癌
等危重病人，尤其在晚期及超晚期甲状
腺癌手术治疗中取得突破性进展，已达
到国内先进水平。在颈部疾病和甲状腺
常见病及疑难重症疾病都能做出精准
的诊断和精巧的手术治疗，拯救了无数
危重病人的宝贵生命。

“我们这一辈的医生，都苦，都是凭
着意志力熬出来的真本事”，胡龙体出生
在四川省南充市的一个小山村里，祖父、
父亲都是医生，胡龙体从小备受熏陶。在
当时，乡下的医疗水平十分有限，大夫们
也只能看看头疼脑热的毛病。在胡龙体
几岁的时候，他的一位表兄，患上重病医
治无效后去世。这件事给了胡龙体很大
的影响，也立下了要当医生的志愿。

作为医生，与患者打了一辈子交道
的胡教授深知患者的不易。“来找我看
病的很多都是从外地赶过来的，有的家

庭经济条件不好，来找到我们的时候已
经是晚期甲状腺癌了”，据胡教授介绍，
由于甲状腺癌早期症状不明显，对生活
的影响不大，很多经济不宽裕的患者，
甚至会拖到肿瘤肿大至压迫呼吸道，才
来找到胡教授医治。

“这种肿瘤有多大？有些相当于在
脖子上又长了个脑袋”，胡教授说，有位
患者来找到他的时候，肿瘤已经肿大到
颈部无法自由活动，很多医院都表示瘤
体太大没有办法。经诊断确诊为结节性
甲状腺肿伴胸骨后甲状腺肿，导致患者
颈部及胸部长出巨大肿块。

“如果不及时手术切除肿瘤，很快
患者的呼吸道就会被压迫导致呼吸困
难，甚至有可能窒息”，经过三个多小时
的艰难手术，胡教授与团队一起将瘤体
与颈部、胸腔一点一点分离，尽量不破
坏患者的血管及神经，在分寸间精雕细
琢，丝毫没有破坏到患者的喉返神经及
血管，最终手术异常顺利，患者术后也
没有出现并发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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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脉曲张、血管瘤、老烂腿……血
管类疾病发作起来常给患者带来难以
想象的痛苦。据北京卫视2018年报道，
仅静脉曲张全国就约有1亿患者。成都
有一家医院，在西南地区率先引进国
际 先 进 治 疗 静 脉 曲 张 的 技
术——ETVV静脉腔内综合治疗体系。
该技术得到了国际TUV和FDA认证，
医院还独创了一套下肢功能锻炼操，
现已投入使用，可有效帮助患者进行
术后恢复。“患者第一”，是该院贯彻
的院训，这就是成都川蜀血管病医院。

川蜀血管病医院两位“匠人”医生
杨明杰、薛春梅系第六届“妙手仁心·
金口碑好医生”血管科十强好医生。

杨明杰：
一种方法：治疗静脉曲张新思路

杨明杰，成都川蜀血管病医院血
管病中心主任医生，曾在四川省人民
医院、成都大学附属医院等多家三甲
医院就职。

杨明杰擅长ETVV静脉腔内综合
治疗体系，该技术为国际先进的血管
类疾病治疗方法，已得到国际TUV和
FDA认证。ETVV静脉腔内综合治疗
体系，用点式微创+腔内激光+静脉
导入等三种联合方法，针对不同管径
大小的血管，进行针对性的治疗。其
特点是出血量少，创面小，复发率低，
而且，不同大小血管管径都适合，是
更为完善的一种治疗方式。多种微创
方法的联合使用是静脉曲张治疗的

未来的发展趋势。
谈及两种治疗手段差异，杨明杰

医生解释道：“就像砍树，树根、树干和
树枝分别采用不同的工具去砍伐，才
能把一颗树连根拔起，从根本上解决
掉问题，ETVV静脉腔内综合治疗体
系就是采用不同‘工具’，对症下药，有
效缓解患者病况。传统的治疗手段，倾
向于采用同一‘工具’解决不同病症，

会带来很多隐患，不利于治疗。”

薛春梅：
一套操，医院自创巩固治疗利器

薛春梅，成都川蜀血管病医院
门诊主任医生。四川的武婆婆（化
名），是坐着轮椅来的诊疗室。她一
进门诊室就对医生薛春梅讲：“我想
放弃了，这是最后一站，医不好就听
天由命吧。”

武婆婆来的时候疼痛已到无法
忍受的程度，被医生告知病症发展到
了下半腿，有截肢的危险，这对于年
过七旬的老人来说，无疑是个巨大的
打击。武婆婆一家辗转多地医治无
效，已经想放弃，在朋友介绍下抱着
试一试的心态找到川蜀血管病医院
的薛春梅医生。

薛医生经诊疗后判断病人为静
脉曲张C5阶段，患肢已出现糜烂以
及溃疡，这种溃疡面具有反复性。结
合患者自身情况，薛医生制定了个性
化诊疗方案，采用中西药相结合的物
理治疗手段，先为武婆婆消炎清创，
再结合ETVV静脉腔内综合治疗体系
进行微创治疗。

在有效治疗下，武婆婆的“老烂
腿”很快有了好转，伤口基本愈合，老
人开心得哭了：“没有想到有一天我
还能站起来正常行走！”

薛春梅在二十余年的临床经验
中，见过很多像武婆婆这样的病人。

“老烂腿”、中老年、无法行走、生活自
理困难、就诊时已存在截肢风险。

针对这一状况，她结合多年的临
床治疗经验，和下肢静脉曲张、脉管
炎、静脉炎、静脉血栓、老烂腿等血管
疾病特性，参与研发出了一套具有普
适性的下肢功能锻炼操。此操一共五
套动作，分为原地踏步，转膝运动，垫
脚运动，下蹲运动，踝泵运动。该操为
成都川蜀血管病医院独有，可帮助下
肢静脉曲张患者术后修复锻炼，现已
投入使用，广受患者好评。

薛医生贯彻着医院“患者第一”
的院训，用自己精湛的治疗技术，为
患者带来健康。她说：“患者的康复，
是医生最想要的礼物。” （赵晨）

五十多年日复一日的工作，从来没
有懈怠过。当问到是什么样的信念让他
能坚持这么久的时候，胡教授慈祥地
说，“工作嘛，要把工作当成爱好来做，
对你所做的事情感兴趣，那基本就成功
一半了”，从踏入医生这个行业的第一
天起，胡教授始终保持着对医学的热爱
和浓厚的兴趣，乐于钻研新技术，也乐

于与患者交流。
胡教授没有什么业余爱好，顶多就

在下班后看看电视剧，不过，胡教授却
有一个“时髦”的习惯。每天胡教授都会
随身携带一个保温杯，别人都以为里面
装的是茶，“我这可不是茶，和那些老头
不一样。我爱喝咖啡，每天两杯”，胡教
授说。 （王英）

成都中科甲状腺医院
胡龙体：我还是更愿意待在工作岗位上

成都川蜀血管病医院
患者的康复，是医生最想要的礼物

“胡主任，你帮我看这个
报告呢，15号床昨天动了肿瘤
手术那个病人，有点高烧，有
没得关系？”胡主任刚到诊室
坐下，一位住院医师拿着一份
报告来请教胡主任。“其实他
们也不是不知道如何处理，就
是信任我，想听听我的意见”，
慈祥的胡主任笑呵呵的说。

今年，是胡龙体在医学事
业从业的第53年，“不放弃任
何一个甲状腺癌患者”是他从
医的信条。“作为医生，最开心
的就是看到病人痊愈出院”这
是医生这个职业带来的认同
感和责任感。

成都商报第六届“妙手仁
心·金口碑好医生”甲状腺乳
腺外科十强好医生胡龙体，是
一名资格的“老华西专家”，目
前在成都中科甲状腺医院坐
诊，每周一和周三的上午，就
可以在这里找到胡教授。
1965年毕业于四川医学院医
学系，留校长期从事普外科临
床医、教、研工作50多年，拥
有坚实的外科理论基础和丰
富的临床实践经验。

他说他说，“，“不放弃任何一个甲状腺患者不放弃任何一个甲状腺患者””

很多患者来找到胡龙体时已经是甲
状腺癌晚期，这也意味着给医生的时间不
多了，如何尽快解决患者的病痛成为了首
要的任务。“我现在年纪大了，比较少上手
术台，但是前期患者病史、症状等，我依然会
凭借我的经验给患者最适合的治疗方法”。

别看胡教授已经八十多岁了，但他对
于知识的更新从来没有松懈。先后发表论
文及科普文章多篇，其中在《中国实用外

科杂志》等刊物发表“21例甲状腺髓样癌
的临床分析 ”、“晚期甲状腺癌的手术治
疗”等多篇论文，获优秀科技论文奖。

胡龙体教授多次参加全国外科学
术会议，进行学术交流并在总结大会上
宣读学术论文，获得与会专家学者好评。
1998年8月香港/成都国际“外科新纪元”
学术交流会论文文展；2009年11月参加
曼谷国际“内分泌”学术交流会议。

他说他说，“，“活到老活到老，，学到老才能让自己跟上时代的步伐学到老才能让自己跟上时代的步伐””

他说他说，“，“把职业当成爱好把职业当成爱好，，才能把工作做得更好才能把工作做得更好””

成都医大医院
以患者为中心，

坚持做四川老百姓自己的医院

2017年，成都市武侯区又新增了一家市
医保定点医院。成都医大医院是一所集医疗、
预防、康复、科研、教学为一体的新型现代化
综合性医院，有一批涵盖多学科的、实力雄厚
的专业医生诊疗团队，自建院以来，秉承着
“医者仁心，大爱无疆”的办院宗旨，切实地解
决了西南地区广大患者看病难、看专家难的
问题。本次成都商报举办的第六届“妙手仁
心·金口碑好医生”十强好医生评选中，便有
5位医生脱颖而出，摘此殊荣。

潘喜娥，从事耳鼻喉科工作30余年，有丰富的临
床诊疗经验，对鼻炎、鼻窦炎、鼻息肉、鼻中隔偏曲等
耳鼻喉科常见病、多发病及疑难病有独到治疗方法。

2017年年底，潘喜娥受邀来到成都医大看诊。作
为科室带头人，她组建了一支经验丰富的团队，并在
短短的一年间，带领他们将耳鼻喉科打造成医院的
特色科室。从业37年里，潘喜娥已经记不清自己手上
到底经历了多少患者。

潘喜娥有一位小患者，是广元苍溪的一位年仅
十一二岁的小女孩。由于患上了鼻炎，常流涕，她不
太受同学欢迎，再加之父母离异，导致小女孩性格愈
加自卑内向。在广元多次诊治都没成效后，爷爷多方
打听，最终找到了潘喜娥处。在治疗中，潘喜娥为了
消除孩子的紧张感，不断地给予宽慰，除了治疗鼻炎
问题，还联合科室医生和护士给予小女孩情感上的
关怀，与小孩子互动、逗乐，一点点挖掘孩子埋在心
底的纯真的天性。“作为一个医生，有时不能只治疗
躯体上的疾病，也需要从情感上给予患者关怀。”这
次就医经历，不仅让小女孩成功摆脱鼻炎，也找回了
这个年龄段该有的自信活泼。

作为一名西安人，从2010年来到成都，8年的生
活让潘喜娥俨然一名地道“成都人”模样。“成都气候
宜人，饮食也习惯，我与这座城市十分有缘分，在今
后，也会在岗位上为更多的患者提供帮助，以病人利
益为重，为减少病人的疾苦尽心尽力。”

周亚男，从事风湿免疫疾病临床诊疗及研
究近30年，擅长治疗类风湿性关节炎、痛风、风
湿性关节炎及其并发症。

风湿、类风湿等本就是常见的免疫系统疾
病，尤其在四川，气候阴冷潮湿，饮食文化又极
为辛辣，很多人极易被缠上。在近几年，老年人
退行性病变、痛风患者越来越多，作为医院特
色科室带头人，如何提升团队医疗技术水平，
为更多患者解决实际问题，周亚男时刻在思索
答案。

对此，周亚男带领科室积极向一线大城市
医院看齐，与北京协和医院、天坛医院等多家
医院横向联合，交流学习，以获取更多国际国
外前沿的知识技术和理论实践指导；对内，主
张成员多自主学习，丰富自身知识；面对疑难
杂症，邀请多方专家参与会诊，共同探讨病情，
对诊断和治疗负责。另一方面，为保证每位患
者的就诊时间和成效，以预约制的形式，将病
人的诊治、跟踪、随访进行系统串连，建立患者
专属档案，力争为病人提供有质量的生活。

“周才不亚男，医术为超女”，这是周亚
男的一位病患赠与的题字，被她仔细地悬挂
在壁上时刻勉励自己。“这是认可，是勉励，
更是责任，在今后，必须要以更努力的姿态
才能回报”。

柳汉友，从事皮肤科临床工作30余
年，擅长运用中西医结合疗法，在青春痘、
白癜风、牛皮癣、脱发、湿疹、荨麻疹等顽
固性皮肤疾病的诊疗上有较高造诣。

柳汉友言，30余年的临床经验证实，
皮肤病最好内调外治结合。可以选择以中
药为主，西药为辅，再结合现代的一些医
疗仪器和设备进行治疗。病人的治疗方法
要有个体化差异，根据实际状况进行针对
性治疗。

柳汉友曾接诊过一位银屑病患者，这
位患者辗转多个医院，治疗成效甚微。众
所周知，银屑病是一种极为顽固复杂的病
症，不仅病程长，且易反复。后经人介绍来
到成都医大医院，柳汉友通过传统医学结
合现代医学，内调外治，十余天的时间，见
成效。结合后期调理，成功帮助患者克服
银屑病。

深知内外调理对治疗皮肤病的重要
性，柳汉友带领团队潜心专研，开发了多
种中药调理秘方，面膜、抗过敏药膏等应
有尽有。针对家庭困难的患者，科室也会
申请部分惠民措施，对部分医药费进行减
免，切实践行了医院强调的“一切以患者
为中心”的理念。

陈丽萍，从事中医临床诊
疗30余年，对中医治疗眼病如
玻璃体混浊、眼底出血、黄斑
病变、视网膜色素变性、慢性
结膜炎、视神经萎缩等疾病有
一定的独到之处。

陈丽萍表示现在仍然有
很多人倾向选择中医治疗。谈
到中医治疗眼科的优势，陈丽
萍说起曾在此就诊的一位来
自西藏的双眼底出血患者，就
这位患者而言，他是双眼火焰
状出血，来时就已经视物模
糊，就诊本身就有一定难度，
相对西医分科更细，检查也更
复杂的特点，中医就诊过程更
方便，花费也较少，加上病人
自身意愿，确实中医治疗更为
适合。

“中医是宏观的整体观
念，通过辨证论治的方法调动
人体全身来达到治疗效果。”
虽然在本质上与西医有区别，
但确实能有效弥补西医治疗
上的不足。

杨波，擅长急慢性面瘫、顽固性面
瘫、面肌痉挛、面神经炎、三叉神经痛等
神经疼痛疾病。

“面瘫、面部痉挛这些影响五官的疾
病会对患者产生极大的心理压力，这也
就需要我们医生在诊治过程中也要学会
去安抚患者的内心，给患者信心。”杨波
说，尤其是老年人容易患上三叉神经痛，
这种疾病会给老人带来极大的痛苦，在
治疗的时候，也要更注重对老年人进行
心理上的疏导，帮助老人快速减少痛苦。

在面瘫的治疗上，不同于传统的治
疗方法，成都医大在治疗上更注重对症
下药，确定面瘫分类后，找到最适合的治
疗方式；而在治疗手法上，除了常规的针
灸疗法，还通过穴位激活治疗、局部介入
治疗、FSI面部神经靶向介入治疗、面神
经离子渗透治疗等多种方式进行治疗，
更具优势。

面瘫的黄金治疗时期为1周，一般3
个月后会出现面部肌肉坏死，神经传道
异常，代谢能力下降，就会造成面瘫后遗
症。时间越长，面瘫将会越难治，因此早
发现、早诊断、早治疗极为重要！

（江瑾然）

潘喜娥：
解疾也疗心，
诊治疾病同时还重视情感关怀

周亚男：
内外兼修，
领衔打造最强特色科室

柳汉友：
内调外治，
中西医结合治疗皮肤病成效显著

陈丽萍：
中医治疗眼科疾病，
能有效弥补西医的不足

杨波：
抓住面瘫黄金治疗期，
否则要当心后遗症

杨明杰

薛春梅

从左至右为：陈丽萍、潘喜娥、柳汉友、周亚男、杨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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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去治愈；常常，去帮助；总是，去安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