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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 室

普外科

妇产科

胸心外科

泌尿外科（器官移植中心）

消化内科

肾脏内科
风湿免疫科
神经内科

呼吸内科

中医肛肠科
皮肤科

整形外科

眼科

耳鼻喉科

姓 名

冯仕彦

胡俊川

邓小凡

杨 年

陈 凡

贾克刚

杜杨春

肖 迅

冯韵霖

周 乔

刘 洁

陈 琳

刘晓姝

胡 涛

冯静娟

李福民

蔡 震

乔利峰

李德炳/李
静娴

职 称

主任医师

主任医师

副主任医师

副主任医师

主任医师

主治医师

主治医师

主治医师

主治医师

主治医师

主任医师

主治医师

主治医师

主任医师

主治医师

副主任医师

副主任医师

主治医师

副主任医师

级 别

三级专家

三级专家

医学博士

三级专家

医学硕士

医学硕士

医学硕士

医学博士

医学博士

四级专家

医学博士

医学硕士

四级专家

医学博士

医学博士

医学硕士

星 期

周五上午
周三下午
周一下午
周二上午
周二下午
周六上午

7月19、26日全天

7月4、11日上午

周一、周二上午
周一、周二下午

7月5日、19 日上午

周一、周二上午

周三上午、周四上午

周六上午

周一下午、周二上午
周一上午、周二上午

周一下午、周二上午

周二全天

周三上午

专 长

胃癌、结直肠癌、胃肠息肉与间质瘤、腹股沟疝及切口疝,急腹症的诊治

普外科、急诊外科各类疾病

肝胆胰及普外科常见疾病

妇科各类肿瘤手术及腹腔镜、宫腔镜手术

微创和胸腔镜手术治疗，对食道上段癌手术经验丰富

专注于胸外科的微创治疗

微创泌尿外科、肾移植术及男科学

对消化科各类疾病诊断和治疗积累丰富经验，尤其擅长于消化内镜的诊断与治疗，
对于消化道早期肿瘤、炎症性肠病、小肠疾病的诊治有较为深入的研究

肾脏内科常见疾病

自身免疫疾病

脑血管病、周围神经病、颅内感染，癫痫、局限性肌张力障碍

重点研究呼吸系统危重症疾病以及重症感染、肺间质纤维化、肺部免疫系统疾病、肺
移植等，具有丰富的呼吸系疾病临床诊治经验

呼吸科常见疾病

慢阻肺、支气管哮喘、肺结核、肺间质疾病、肺栓塞等呼吸道常见病、多发病的临床诊
断及治疗

肛肠痔瘘科常见疾病及疑难病症

皮肤科常见疾病

耳，鼻，乳房，阴道等器官再造，体表瘢痕修复，鼻综合整形、吸脂塑形术，面部除皱术
等整形美容

眼科常见疾病

诊治鼻息肉、鼻窦炎、鼻出血等

诊 室

省医院专家门诊1

省医院专家门诊1

省医院专家门诊1

门诊二楼妇产科专家门诊

省医院专家门诊1

省医院专家门诊1

省医院专家门诊5

消化内科

省医院专家门诊2

省医院专家门诊2

省医院专家门诊2

省医院专家门诊1

省医院专家门诊4

省医院专家门诊2

肛肠科门诊

省医院专家门诊3

省医院专家门诊5

眼科门诊（光明楼）

耳鼻喉科

四川省人民医院医疗集团资阳医院资阳市人民医院（431医院）

7月省医院专家坐诊简介

一、我院全称为四川省人民医院医疗集团资阳医院 资阳市人民医院（原431医院）。二、地址：资阳市车城大道三段576号，可乘1、4、7、15路公交到资阳市人民医院站下
车。三、我院实行实名制就诊卡挂号，就诊卡仅限本人使用，不可使用他人的就诊卡就诊。四、为方便市民就诊，省人民医院专家号可提前三天预约，市民朋友亦可根据专家坐
诊表随时挂号。

预约方式：1、现场预约：省院专家挂号窗口及各挂号窗口均可预约挂号。2、电话预约：预约电话：028—26782095。3、网上预约：搜索登录资阳市人民医院官方网站点击预
约挂号即可预约。

注意事项：1、为保证患者就诊质量，四川省人民医院专家门诊限号，挂完为止。2、为满足患者需求，我院实行双休日不停诊，方便病员就诊。3、警惕医托，谨防上当受骗。

就
诊
须
知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日
前发布消费提示指出，现榨果蔬汁不
宜存放过久，建议现榨现饮。现榨果
蔬汁饮品应即时供应，不得供应隔
顿、隔夜饮品。

食药监总局指出，如原料存放在
10℃~60℃条件下，从制作到供应时
间不应超过2小时。这不仅有利于果
蔬汁中营养成分和新鲜风味的保持，
也有利于控制微生物的生长，饮用更
加安全。

食药监总局强调，现榨果蔬汁所
选原料必须新鲜，无腐烂、霉变、虫
蛀、破损等。制作现榨果蔬汁的水应
使用瓶（桶）装饮用水以及符合相关
规定的净水设备处理过的水或经煮
沸后冷却的生活饮用水。由于现榨
果蔬汁无灭菌环节，要确保在加工之
前，将原料充分清洗，使用的器具彻
底清洗并做消毒处理，确保操作人员
健康和卫生状况，尽可能降低微生物
污染风险。 据新华社

夏季高温湿热，很多人可能会有
皮肤搔痒的症状，夏季衣服穿的少，
经常可见有的人身上抓破的痕迹。
除了有蚊虫侵扰以外，还是要追究到
气候的因素。

夏季皮肤瘙痒的原因大致有以
下几点：

●饮食方面
很多皮肤瘙痒患者出现皮肤

骚痒症就是由于饮食不当的缘故，
夏季我们常常会吃到一些新鲜的
水果和海鲜，但是这其中一部分水
果 是 很 容 易 引 起 皮 肤 过 敏 症 状
的。比如桑椹、菠萝、毛桃等，所以
常常导致我们出现皮肤瘙痒的症
状。海鲜则更容易导致皮肤过敏
的一种食物，有过海鲜过敏史的朋
友一定要忌口。

●洗澡次数过多
夏季往往身体上出汗较多，其实

平时冲一冲就可以把汗去掉了，但是
很多人却常常频繁洗澡并使劲揉搓
皮肤，使皮肤保护膜脱落出现皮肤瘙

痒等症状。

●环境导致
一般情况下，很多人在太阳下暴

晒或是冷空气刺激的情况下都会出
现皮肤瘙痒症状。空调屋内经常出
现皮肤瘙痒症，夏季天气炎热，所以
经常呆在空调屋内，长期使用空调会
使我们的身体上缺水，从而导致皮肤
瘙痒症。

●其他原因
食物以鱼、虾、蟹、蛋类最常见；

其次某种香料调味品亦可引起；有许
多药物（如：青霉素、磺胺类、血清疫
苗等）可引起皮肤瘙痒；动物及植物
因素（如：昆虫叮咬或吸入花粉、羽
毛、皮屑等）。

总而言之，夏季皮肤瘙痒的原因
是很多的，最关键的是你要及时的找
到原因并且调理身体，这样才能够对
症治疗，最后要提醒的是，皮肤瘙痒，
千万不要用力挠，一旦皮肤挠破，引
起感染就麻烦了。

据央视网

夏天的水果摊，放眼望去最抢眼
的就要数绿油油的西瓜。炎炎夏日，
啃上几口西瓜确实清爽怡人。专家
指出，西瓜味甘甜，有清热解暑、生
津止渴、利尿除烦的功效，“西瓜浑
身都是宝。”

不过，吃西瓜也是有一定的禁忌
的，例如西瓜含糖量高，糖尿病者不
宜多食。专家推荐以下西瓜的吃法：

西瓜绿豆饮
材料：绿豆 100 克，西瓜皮 500

克，陈皮1角，冰糖适量。
做法：绿豆、陈皮加水1500毫升，

煮至绿豆开花，加西瓜皮再煮 10 分
钟，加入冰糖即可饮用。

功效：清热解暑，生津止渴。

洋参瓜枣茶
材料：新鲜西瓜皮100克，大枣3

枚，白扁豆30克，西洋参10克。
做法：共煎汤，每日当茶饮。
功效：生津、止渴、解暑。

据广州日报

据新华社天津7月24日电（张建
新 朱芸）乳腺癌的发病率近年来一直
呈上升趋势，中国抗癌协会乳腺癌专
业委员会常委、天津市肿瘤医院乳腺
肿瘤内科主任佟仲生表示，相较于单
纯的“一切了之”，乳腺癌治疗更强调
采取针对全身的综合治疗，能够有效
降低复发转移风险。

2017 年发布的中国肿瘤登记年
报显示，乳腺癌的发病率已经居全球
女 性 恶 性 肿 瘤 之 首 ，发 病 率 高 达
28.42／10 万，每年新发病例约 27.9
万，死亡病例数约 6.5 万。对于早期
乳腺癌，手术切除是最有效的治疗手
段。但在临床上，由于早期症状不明
显、对疾病认识不足、体检意识淡化
等原因，有4％－6％的乳腺癌患者在
初次确诊时，就已经发生了远处转
移，失去了手术的最佳时机。

日前举办的 2017 乳腺癌天津论
坛上，佟仲生说，乳腺癌是全身性疾

病，在肿瘤早期就会开始有向全身蔓
延的趋势，即使通过手术切除了原发
病灶，仍可能有少量癌细胞转移到其
他部位。再加上乳腺癌的复发风险
较高，即便是早期患者，也有 30％－
40％的复发风险，其中约有60％会发
生远处转移。

“早期乳腺癌术后应根据病理及
免疫组化结果，按照分子分型进行合
理的系统治疗，不提倡单纯的‘一切了
之’，进一步的全身治疗是防止乳腺癌
复发的关键。晚期乳腺癌初始病情评
估很重要，要加强调综合治疗，以期提
高生活质量，延长生存期。”佟仲生介
绍，乳腺癌是当前有效治疗方法最多
的恶性肿瘤之一，除了手术之外，还可
采取化疗、放疗、靶向治疗、内分泌治
疗等多种方式，以保证手术难以切除
的肿瘤细胞和微小转移灶能够得到有
效抑制。患者要根据疾病情况及时采
取有针对性的治疗措施。

夏天皮肤老痒咋回事？

现榨果蔬汁现饮最好

西瓜浑身都是宝

瓜皮泡茶解暑热

专家：乳腺癌治疗并非“一切了之”

医改给我们的
“获得感”

重庆，南川区南城街道。
今年初，深度贫困户周洪方因病住院，医药费

花去 7500多元。出院时，按照城乡居民医保、大病
医保叠加共报销了5600多元，自付不到2000元。

以“人人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作为攻坚方
向，中国医改坚持“保基本、兜底线”的方针，将广大
人民群众的健康利益放在心中、扛在肩上。

在地处西部的重庆，约1/3贫困户因病致贫，不
少群众“病倒一人，拖垮全家”，是扶贫面临的最大
难题。为此，重庆整合医保、民政等多重资源，建立

“城乡居民医保＋大病补充保险＋民政医疗救助”
多项保障衔接，提高了保障水平。

从小山村到大城市，近5年来，一张覆盖全国的医
保网络逐步成型，成为我国医改最大的亮点之一：
全国基本医保参保率稳定在95%以上，群众看病安

全网更牢固；医保人均补助标准从 2012年的
240元提高到今年的450元，保障水平不断提

高；医保向弱势群体倾斜，体现“救贫困、救
急难”的托底功能。

全国已有 90%以上地区实现医疗
救助与医保一站式结算，报销更加便
捷；健康扶贫工程已分类救治贫困
患者260多万……

“我国已基本实现各省
省内异地就医即时结算，31
个省份接入国家异地就医结
算系统。让医卫信息‘多跑
路’，群众‘少跑腿’，正在
成为现实。”国务院医改
办相关负责人表示。

在杭州市桐庐县富源村，患有心血管疾
病的农民蔡柏英现在可以足不出村，享受名
家“就近”坐诊。

富源村卫生室最近装上了远程会诊
系统，像蔡柏英这样的患者，通过视频系
统，能与杭州市第一人民医院的签约专家
实 时 连 线 ，交 流 医 疗 信 息 ，实 现 科 学 诊
治。“借助医联体网络，通过远程会诊、临
床影像查阅等信息平台以及医院间‘双向
转诊’渠道，杭州市级优质医疗资源可辐
射到最基层的村社。”杭州市卫计委主任
滕建荣称。

过去，我国医疗资源分布不均，医卫服务
“薄弱在基层，短板在农村”，这样既使“大医院
人满为患、基层医疗机构门可罗雀”，又加重了
群众“看病难、看病贵”问题。

民生难点，就是医改重点。近 5年来，我
国不断强化基层医疗机构能力建设，并以分级

诊疗为突破口，畅通患者转诊、医疗信
息流通渠道，让“健康红利”惠及全民。

要让大医院“愿意放”、让患者“下
得来”，还要让基层“接得住”。为此，
2017 年我国还将培养全科医生 2.5 万
人以上，加快基层健康产业发展，优化基
层医疗机构中高级岗位比例，增强岗位吸
引力。

一系列改革“组合拳”还在不断落地：完
善家庭医生签约制度，2016年全国慢性病等
重点人群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率已接近 40%；
强化基层能力建设，1400家三甲医院对口支
援 3700多家县级医院，全国县域内就诊率已
超过8成……

5 年来，依托“强基层、补短板”种种举
措，“小病进社区、大病到医院”的合理就医
秩序逐步形成，在破解医改这个世界性难题
上，贡献中国式的解决方案。

保基本兜底线
构建中国式医疗卫生保障网

强基层补短板让“健康红利”惠及基层百姓

建机制求突破疏通梗阻力争医改新成效

长期以来，公立医院“以药补医”的现
象，是我国医疗领域的一大顽症，也是全
国医改着力破解的难题。

“通”则“不痛”。要啃下改革的“硬骨
头”，离不开体制机制的重构和突破。让
公立医院回归公益轨道，国家医改开出明
确“药方”，即“腾空间、调结构、保衔接”，
进一步理顺医疗服务价格体制，破除旧机
制，建立新机制。

今年 4 月，北京市“先试一步”，率先
在全市范围内取消药品加成，公立医院以
药品进价销售给患者，多项医疗服务价格
调整体现“技有所得”，医保支付和财政补
助同步跟进、无缝衔接……

“在中国医改大版图中，取消‘以药

补医’，涉及深刻利益调整，事关医疗、
医保、医药‘三医联动’改革，是深化医
改的重中之重。”王贺胜说。

改革深一步，群众获益就多一点。数
据显示，新一轮医改启动以来，全国公
立医院药占比已由2009年的46%下
降至目前的 40%，减轻了群众医疗
负担。2017 年我国公立医院将
全面取消药品加成，预计还
会患者节省药品费用600
多亿元。
新华社北京
7月24日电

这五年基本医疗保险覆盖
城乡群众超过13亿人、
县级公立医院全部取消
药品加成、全国80%以
上居民15分钟内可到
达最近医疗点……近5
年来，我国医改持续深
入推进，群众的“获得
感”不断增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