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推荐单位：成华区教育局
●推荐对象：成都市石室小学 陶勋冬
●推荐奖项：2018年度教师

班上来了唐氏综合征患儿
4年用爱让孩子快乐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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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流行病学资料显示，
我国泌尿系结石年新发病率约
为150～200/10万人，其中25%
的患者需住院治疗；并且泌尿
系统结石发病有地区性，四川
是泌尿系统结石的高发地区之
一！结石是泌尿系统的常见病，
可见于肾、膀胱、输尿管和尿道
的任何部位。一个小小的结石，
可能会引发肾绞痛、急性肾功
能衰竭、肾功能丧失等症状，情
况严重的甚至会导致整个肾脏
被切除。

近年来我国泌尿系统结
石发病率呈显著上升趋势，
这种病虽然高发，但也可预
防。哪些是泌尿系统结石的
高危人群？男性和女性又应
怎样有效地预防泌尿系统疾
病呢？

下周三，四川大学华西医
院泌尿外科教授、博士生导师，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泌尿外科研
究所所长，中华医学会泌尿外
科分会副主任委员，中国医师
协会泌尿外科医师分会副会
长，四川省医师协会会长，四川
省医学会泌尿专业技术委员会
主任委员，四川省医师协会泌
尿外科分会会长李虹作客名医
大讲堂，给我们聊一聊，关于泌
尿系统结石的那些事儿！大咖
坐镇，干货超级多的讲座，对男
性女性都很重要，错过就是损
失噢！

■活动时间：1月9号（周
三）下午2点开讲

■活动地点：成都市锦江
区书院街1号 亚太大厦4楼成
都商报四川名医健康教育基地
（地铁3号线、4号线市二医院站
B口出）请扫码关注“成都商报
四川名医”微信公众号，点击底
部栏目条“名医大讲堂”，报名
参加讲座吧！

名医大讲堂下期预告名医大讲堂下期预告//

这种结石
很“偏爱”你，
华西医院李虹教授教你这样避免！

重磅上线！3步轻松挂上华西、省医院门诊号
“四川名医”全搞定

家里老人生病了家里老人生病了，，然而紧俏然而紧俏
科室一号难求科室一号难求；；

娃娃感冒发烧娃娃感冒发烧，，看着宝贝嚎看着宝贝嚎
啕大哭啕大哭，，自己却挂不上号干着急自己却挂不上号干着急
…………

居家过日子居家过日子，，没什么比生着没什么比生着
病却看不到医生更棘手的问题病却看不到医生更棘手的问题
了了。。想要想要““随时随时””挂上专家号是件挂上专家号是件
不容易的事不容易的事，，但是但是，，很多人不知很多人不知
道道，，口袋里的寻医助手口袋里的寻医助手““成都商报成都商报
四川名医四川名医”，”，能帮忙解决这些棘手能帮忙解决这些棘手
的问题的问题，，甚至还能甚至还能““跑腿儿跑腿儿”：”：比如比如
挂号挂号、、缴费缴费、、孕期建档案等孕期建档案等。。

从今天起从今天起，，打开微信公众号打开微信公众号
““四川名医四川名医”，”，点击下方栏目条点击下方栏目条
““我要挂号我要挂号”，”，可以直接挂四家知可以直接挂四家知
名医院名医院———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四川省人民医院四川省人民医院、、西南医科大学西南医科大学
附属医院和四川大学华西第四附属医院和四川大学华西第四
医院的门诊号医院的门诊号。。今后今后，“，“四川名四川名
医医””还将接入更多省市三甲医院还将接入更多省市三甲医院
的挂号功能的挂号功能。。

医院挂号：
线上可直通
华西医院和省医院

很多人在看病的第一步挂号上，
就会遇到这样的问题：医生多，分科
细，该找哪个医生，挂哪个科？成都商
报四川名医“我要挂号”功能集聚了大
成都范围内29家公立三甲医院，从医
生、医院、服务三个维度帮您精准寻
医。高效就诊，就找四川名医！

四川名医是华西医院首个授权媒
体挂号平台。目前，四川名医还接入了
四川省人民医院、西南医科大学附属
医院和四川大学华西公共卫生学院·
华西第四医院的预约挂号功能，下一
步将接入更多三甲医院的预约挂号功
能，打造全川最大预约挂号平台。

小康妹儿亲测，医生号源一目了然，
不仅可以按照医生挂号，还可以根据症
状挂号，全部挂号流程不超过1分钟。

快速通道：
联合优服健康 推出代办服务

四川名医联合优服健康，推出代
办服务。挂号、孕期建档、入院/手术
这些繁琐的步骤，可以通过优服健康
的代办功能实现代办。

身体不舒服，不知道挂哪个科？
在挂号代办功能里，还有医生电话分
诊咨询，为您精准推荐挂号科室，不
怕挂错科；孕期建档这件“麻烦事”，
也能代劳，不仅能免去医院嘈杂拥挤
的环境、让孕妈身心疲惫的烦恼，还
有专业陪诊人员全程陪诊，代办产检
过程中的各项繁杂事宜，在这里，全
科医生一周无休，一天14小时在线，
提供饮食营养、心理健康等方面的咨
询。目前，有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
四川省妇幼保健院、武侯区人民医院
妇幼保健院这三家医院为孕妈妈提
供服务支持，不过，这个功能只向VIP
会员开放，有需求的用户可以在四川

名医微信公众号，我要挂号栏目中提
交相关需求，将有客服人员为你一对
一进行服务。

就医推荐：
一键直达历届“金口碑”好医生

不知道怎么选医生、如何找专
家，点击页面上“历届好医生”栏目
吧。

“妙手仁心·金口碑好医生”连续
举办6年，每一年，小康妹儿都诚挚邀
请您为心中的好医生投票，连续6届，
每届从千万名医生中遴选出10强，共
计60位好医生，最终也将用他们的仁
心仁术回馈广大市民。

这60位历届10强好医生将集纳
于四川名医“我要挂号”平台，点击医
生的头像，就可以按照页面上提示的
挂号攻略进行挂号了。

现在点开看看，是不是其中也有
您曾经投票过的医生呢？

一年99元
享全家全年健康福利

根据国家癌症中心发布最新全
国癌症统计数据显示，每分钟有7人
确诊患癌，平均每天超过1万人被确
认为癌症，不经意间的疾病可能发生
在我们身边。因此健康成为幸福生活
的第一“关键词”。

四川名医挂号平台“我要挂号”全
面上线，四川名医也特别联合优服健康
推出了“春季健康大礼包”，囊括了全家
全年的健康需求。礼包中最重磅的是，
每月3次的三甲医院代办挂号业务，而
且是可以全家3人共享。老年人就诊需
求量最大的慢性病、心血管、内分泌等；
小朋友就诊需求量最大的儿科、呼吸
科、口腔科等；成年人就诊需求量最大
的各种热门科室都可以进行挂号代办。

同时，为了帮助用户节约时间，
简化就诊流程，每月还将提供3次三
甲医院的代取号服务，在你轻松完成

网上挂号之后，只需要在规定时间前
往医院，早就有专人帮你取好了就诊
号，无需再多次排队和长时间等候。

除此之外，春季健康大礼包还提
供了最贴心的“家庭医生”服务热线，
你有任何关于健康和疾病的需求，都
可以先通过电话向专业医生进行咨
询，然后根据医生的专业意见和建议，
确定下一步的诊治措施。除了刚性的
挂号需求外，春季健康大礼包还将特
别赠送成都知名的“殊德医馆”名老中
医健康管理服务，以及中西医体检一
次：由名老中医帮你把脉看诊，开具调
理方案，进行健康档案管理，以及血常
规、心电图和身体各种常规检测，帮助
你在2019年，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所有春季健康大礼包的服务内
容总价值超过1000元，特价仅需要99
元，就帮全家老小都请了一个24小时
待命的家庭医生。用户可以登录四川
名医微信公众号，在我要挂号栏目中
进行购买。 （赵立莹）

年度教师推荐空前火爆
谁是你心中的年度教师？

去年12月27日，由成都市
教育局指导，成都商报·成都儿
童团推出的年终巨献——
2018 年“教 育影响城市”
EPC 成都基础教育年度盛典
正式启动。这项面向全域成都
教育的盛大活动，一经推出，立
即点燃了成都教育圈。

本届教育盛典启动后，教
育圈资深专家及社会各界人士
欣然应约担当评委，全市各区
（市）县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更
是积极联动，力荐各自的教学
能手、师德标兵强势打榜。此
外，除了主管部门和相关学校
热情推荐，还有很多家长和学
生也参与其中，纷纷力荐自己
心中的年度好榜样。在前期报
名提名阶段，各个区（市）县、各
个学校精心遴选出近200位奋
战三尺讲台的灵魂工程师，已
经成功提名“2018年度教师”
的候选人。

他们的故事，有的奋进，有
的温婉，有的博爱……他们用
不同的故事，共同组成了成都
基础教育人最缤纷多姿的
2018年！

那么，究竟哪些老师将荣
膺2018年度教师？目前，评审
团正在紧张评选！1月16日，评
选结果将隆重揭晓，让我们一
起拭目以待，并对他们诚挚地
说一句：2018的成都教育，感
谢有你。

四年前，成都市石室小学陶勋冬
老师的班上，来了一位唐氏综合征患
儿轩轩。轩轩每天鼻涕、口水擦不完，
孩子们一开始非常不愿意接受这位表
达不清的“奇怪”同学。但作为班主任
的陶老师，四年来一直坚持用爱去感
化每一位同学。

四年爱的坚持，让轩轩从交流障
碍到现在基本可以语言表达自己的想
法；四年爱的坚持，让轩轩从孤僻怕人
到现在主动去各个班级交朋友；四年
爱的坚持，让其他小朋友从厌恶转变
成包容呵护轩轩。

陶老师一直相信，没有爱，就没有
教育，特别对有先天缺陷的幼儿，教师
的爱就越发显得重要。

●推荐单位：邛崃市教育局
●推荐对象：高何学校 陈波
●推荐奖项：2018年度教师

乡土与泥土
这位乡村教师玩出了新花样

1993年陈波老师从邛崃师范毕业
后，就一直在邛崃市最偏远的学校任
教。在2006年，陈老师在学校开始研究
泥塑在小学课堂的有效实施，并获得
了不错的成绩与效果。

多幅学生乡土材料的手工制作作
品拍成照片被编入美术教材中。他还
多次指导火井小学的泥版浅浮雕、天
台学校的竹艺、大同学校的纸塑、十方
堂小学和邛崃市特殊教育学校的陶艺
等创新教育。指导的学生作品《鱼戏》
被中国雕塑博物馆永久收藏。乡土教
育，任重道远，陈波将与其他老师一
道，使“乡土美术教育”遍地开花。

在被称作“天空之城”的甘孜州
理塘县，李磊为那里爱足球的孩子
们带去了希望。

初到理塘县，李磊出现了高原
反应，缺氧、头晕曾让他彻夜难眠。
但是为了让校园足球的火苗点燃雪

域高原，李磊主动请缨担任学校足
球教练。他把系统的训练方法和专
业知识，毫无保留的分享给当地教
师，在课后为学生们开展训练。在第
三届甘孜州校园足球联赛中，理塘
县中小学均取得了突破性的成绩。

支教工作结束后，李磊的心里
仍旧放不下理塘那群喜爱足球的孩
子，在家人的支持下，他毅然申请再
次前往理塘支教，为“天空之城”的
孩子们实现足球梦继续贡献着自己
的绵薄之力。

●推荐单位：新都区教育局
●推荐对象：成都市新都区柏水学
校 李磊
●推荐奖项：2018年度教师

让足球的火苗点燃高原
他为“天空之城”的孩子实现足球梦

58岁的支悦军老师已经从教数
十年。2017年5月以来，当支老师的妻

子被查出癌症晚期后，他忍受着身心
上的巨大压力，白天带着学生学习，
晚上照顾陪伴妻子，没请过一天假，
没放松过一节课，没少批改过一次作
业，没忽略过学生的问题。直到他妻
子离世前，仍坚守岗位，也没耽误一
节课。他深爱他的妻子，也深爱着他
的每一个学生。

●推荐单位：青白江区教育局
●推荐对象：青白江区大弯中学
支悦军
●推荐奖项：2018年度教师

妻子患上重病，
他依然坚持关注学生

●推荐单位：武侯区教育局
●推荐对象：成都市龙江路小学 戴
紫诚
●推荐奖项：2018年度教师

爱“玩儿”的老师和爱“玩儿”的学生
让学习变得如此有趣

成都市龙江路小学戴紫诚老师
是一个喜欢“玩”的老师。低段，她和
家长一起带着孩子玩：挖竹笋、捉虫
子、包饺子、种薄荷、防拐骗……中
段，亲自领头教孩子们玩音乐、玩博
物馆……高段，“躲”在背后看着学生

玩废品、玩设计，玩儿童诗，玩儿环保
微基金……父亲节、母亲节的时候，

“顺便”捎带着家长们一起玩儿，孩子
们直呼：“实在是太好玩儿了！”

戴老师表示，希望学生们个性鲜
明，不要成为流水线上标配产品。于
是，这个喜欢“玩儿”的老师，鼓励学
生们能玩儿，会玩儿，玩儿得有趣有
价值。通过“玩儿”让这些小生命一路
欣欣向荣地走来，从稚嫩渐渐走向成
熟，并渐渐拥有了将梦想变为现实的
力量。

●推荐单位：大邑县教育局
●推荐对象：大邑县北街小学 任倩
●推荐奖项：2018年度教师

熬夜赶制道具圆学生六一梦
学生都喊她“任妈妈”

17年的教师生涯，任倩老师总把
学生当成自己的孩子，蹲下身子与学
生一道用钢丝球擦洗地面；为赛场上
的学生呐喊、助威；熬夜赶制道具，圆
孩子们的六一梦想；关心留守学生、
呵护单亲家庭的孩子；每到寒冬，还
为每个孩子送上温暖的手套……在

孩子们的心里，任老师是知识的传授
者，是心灵的慰藉者，更是爱心的播
撒者，她爱学生，学生们也爱她，同学
们都叫她“任妈妈”。

这位“任妈妈”为了培养学生的
生活动手能力，开设了寿司制作、沙
包制作、包饺子、花草养植等课程；为
了提高学生的审美情趣，开设铅笔
画、钮扣画、盘子画、袜子娃娃手工课
……为孩子们提供更多成长的可能。
在“任妈妈”眼中，每个孩子都有闪光
点，她坚信她的学生是最棒的。

●推荐单位：彭州市教育局
●推荐对象：彭州市延秀小学梁冬梅
●推荐奖项：2018年度教师

视学生为己出
她说：“没有爱就没有教育”

在梁冬梅老师班上，有一位机灵
幽默的男孩叫唯一，在六年级升学关
键时期，唯一的妈妈突然患上了可怕
的白血病，面对高昂的医疗费，爸爸
身心憔悴，唯一的成绩也直线下滑。

得知这一切的梁老师将唯一当
成了自己的孩子，捐款、学习辅导和

心理疏导紧锣密鼓地展开了。梁老师
还和几位热心家长每天轮流接送他
上下学，到了晚上，还会和孩子准时
视频，检查作业，解难答疑，而到周末
有空的时候，梁老师就会把唯一接到
自己的家里。

梁老师说：“没有爱就没有教
育。”几个月过去了，唯一的成绩和情
绪渐渐好起来了，妈妈的病情也逐渐
稳定，希望又重新回到了这家庭。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应鑫 胡越

图据受访者

任倩和孩子们

手机扫一扫
关注四川名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