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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室

普外科

妇产科

胸心外科

风湿免疫科

神经内科

呼吸内科

皮肤科

整形外科

中医肛肠科

眼科

耳鼻喉科

姓名

冯仕彦

胡俊川

邓小凡

杨年

陈凡

贾克刚

周乔

刘洁

陈琳

胡涛

李福民

蔡震

冯静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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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任医师

主治医师

主任医师

副主任医师

副主任医师

主治医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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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医学博士

四级专家

医学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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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一下午

周三上午

周一、周二上午

周六上午

周一、周二上午

周一下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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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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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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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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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肛肠痔瘘科常见疾病及疑难病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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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省医院专家门诊2

省医院专家门诊1

省医院专家门诊2

省医院专家门诊3

省医院专家门诊5

肛肠科门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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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月18日-24日省医院专家坐诊简介

一、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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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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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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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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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武林）“右眼 4.8，左眼
4.9，要注意保护视力。”9 月 12 日，乐
至县中医医院在该县吴仲良中学启
动学生视力筛查活动，当天共筛查了
600 余名学生。同时，眼科专家还为
同学们进行了“保护视力，预防近视”
的知识普及讲座。

接下来，医院将用两周时间，深
入到乐至各学校进行筛查。针对筛
查出视力出现状况的学生，可到医院
做进一步免费检查，且治疗可获得
100元资助金。

据眼科医生介绍，600 度以上就
属于高度近视了，高度近视患者容易
出现视网膜变性、裂孔，引起出血和
视网膜脱离，将导致失明。医生建
议，保护视力要避免长时间、近距离
阅读或使用电脑。每隔 45 分钟休息

10 分钟，休息时可远眺、交替注视不
同距离和不同方向的物体。也可做
眼保健操或眼球操，先用力眨眼，接
着让眼球上下左右来回转动。要避
免在模糊状态或昏暗的环境里阅读。

据了解，乐至县中医医院是“全
国中小学生近视防控工程”暨“眼科
医联体精准扶贫”专项基金在乐至县
的定点医院。为全县中小学生提供
科学用眼指导、视力跟踪检查、视光
档案管理、假性近视排除、眼疾病检
查、视力康复训练、色觉异常矫治等
专业服务，同时开展视力预防保健的
宣传教育、技术培训、科学研究等工
作，通过对中小学生视力健康早期介
入，达到“早干预、早发现、早矫正、早
治疗”的目的，进一步降低青少年视
力低下的发病率。

本报讯（记者 曹礼芹）9月 18日，
雁江区新场乡的刘先生高兴地从四
川省人民医院资阳医院·资阳市人民
医院眼科出院了，他感慨地说：“比以
前好多了，看得清眼前的人了。”入院
前，刘先生因眼疾看不清事物，只能
在妻子的搀扶下行走。

今年 44 岁的刘先生多年来饱受
眼疾折磨，左眼在上世纪 90年代因视
网膜脱落失明，右眼高度近视，还有
青光眼。由于眼疾的影响，刘先生眼
中的世界一直处于朦胧中，就连自己
的鞋子具体啥样子都看不清。刘先
生曾到过多家医院求医，但考虑到手
术存在爆发性出血、视网膜脱落的极
高风险，将会导致失明，因此他一直
不敢医治。

随着视力愈加模糊，9月 13日，刘
先生来到市人民医院眼科找到科室
主任宋东道，希望给他手术治疗。术

前检查及评估，手术风险很大，经与
宋主任沟通，刘先生还是决定手术 。
14日，由宋东道主刀对他施行了白内
障超声乳化并人工晶体植入术。“感
谢人民医院的医生治好了我的眼睛。
现在鞋子上的图标都看得到了，老婆
也比想象中更漂亮。”术后第二天，刘
先生打趣地说，他准备配副眼镜，把接
下来的生活过得丰富多彩。

据悉，白内障超声乳化并人工晶
体植入术，手术时间短、创伤小、恢复
快，是白内障手术的“金标准”。该项
技术在市人民医院眼科已开展多
年。医院眼科是“中华健康快车”白
内障复明基地，市残联、市卫计委白
内障复明手术定点医院，资阳市眼科
质量控制分中心挂靠单位，是集医
疗、教学、科研、防盲为一体的专业眼
科，开展各类眼科常见病、复杂病的
诊疗。

据新华社成都 9月 16日电（记
者 董小红）记者从正在成都召开的肝
包虫病规范化诊治培训班暨华西肝
包虫病诊治高峰论坛获悉，四川大学
华西医院已经采用自体肝移植手术
治疗肝包虫病，自体肝移植手术是目
前最有效的治疗手段。四川省财政也
下拨了款项对手术患者进行补助，只要
在每个地区的指定医院进行该手术，患
者可以获得2.5万元左右的补助。

国家卫计委肝包虫病医疗救治
专家组副组长、四川大学华西医院肝
脏外科副主任王文涛介绍，包虫病是
一种人畜共患的严重危害人体健康
的寄生虫病，主要侵犯肝脏。人因为
无意中摄入了肉眼无法察觉的虫卵
而感染，虫卵则主要来自于狗、狐狸

等体液分泌物，通过直接或间接污染
食物、饮用水，而进入人的身体。

“患病早期患者没有任何症状，
潜伏期可长达 5-30 年，如果不及时
治疗，错过最佳的治疗时机会对身体
造成很严重的损伤，甚至威胁生命。”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肝移植中心主任
严律南说，包虫病分为囊性包虫病和
泡型包虫病，合称为两型包虫病，其
中 70%的泡型包虫病患者在 5年内死
亡，10年内死亡率高达 94%。”

王文涛介绍，包虫病主要是采取
手术为主的治疗方式，肝切除术能完
整切除包虫，是泡型肝包虫病首选的
治疗方式。目前，华西医院肝脏外科
和肝移植中心已累计完成各种复杂
包虫病切除手术 2000余例。

乐至中医医院

免费为学生筛查视力

“感谢市人民医院医生
治好了我的眼睛”

得了包虫病做手术
可获2.5万元补助

秋季吃什么？
鸭肉去秋燥 秋藕最补人

查看检查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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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宵伤皮肤
吃前要三思

近日，美国西南医学中心的一项试验表明，
异常时间的饮食会破坏皮肤的生物钟，导致白天皮
肤对紫外线的防御能力大幅下降。研究人员表示，
改变饮食时间的异常时段进食能够打破主要负责修
复皮肤细胞紫外线损伤的XPA酶系的正常功能周
期，造成一定程度的功能衰退；并且也可能会影
响约 10％皮肤基因的表达。这也一定程度上

表明深夜进食的人们可能更容易被紫外
线晒伤、加速皮肤老化或提高皮肤癌

发病风险等更为长期的消极
影响。

荷莲一身宝
秋藕最补人

进入秋季以后空气变得越来越干燥,此时应选择养阴
清热、润燥止渴、清心安神的食物。俗语有云：“荷莲一身宝,

秋藕最补人”。秋藕中含有大量的淀粉、膳食纤维、蛋白质和各
种维生素及矿物质。对于幼儿、老年人及体虚久病的人来说，藕
更是补养脾胃的好食材。

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南沙医院中医科副主任医师唐梁说，莲
藕生、熟皆可食，药食皆宜。在块茎类食物中，莲藕含铁量较高，
所以对缺铁性贫血的患者颇为适宜。用藕辅以其他食材煲汤
补血就是这个道理。另外，莲藕的含糖量不算很高，又含有

较高的维生素C和膳食纤维，对于肝病、便秘、糖尿病等
有虚弱之症的人都十分有益。用其制成的藕粉，还

能消食止泻、开胃清热、滋补养身，是老人、儿
童、体弱多病者上好的流质食品和滋

补佳珍。

秋吃豆腐
最滋补

豆腐是中国素食菜肴的主要原料，历来受到人们的
普遍欢迎，一直被人们誉为“植物肉”。豆腐的创制彻底改

变了大豆的命运，它柔软变通的个性给擅长烹饪的中国人留
有极大的创造空间，豆腐品种齐全，花样繁多，风味独特，制作
简便，物美价廉，生熟皆可，老幼皆宜。豆腐让人体对大豆蛋
白的吸收和利用，变得更加容易。

中医认为，豆腐性味甘、凉，入脾、胃、大肠经，具有补中
益气、健脾利湿、清肺润燥、清热解毒、下气消痰、养颜防衰
之功。民间素有“金秋豆腐似人参”之说。《随息居饮食

谱》认为：“豆腐清热、润燥、生津、解毒、补中、宽肠、
降浊。”《本草纲目》认为：”豆腐能清热散血。”

《食鉴本草》有：“豆腐能宽中益气，和脾
胃，下大肠浊气，消胀满。”

鸭肉去秋燥

鸭子富含营养，不仅享有“京师美馔，莫
妙于鸭”“无鸭不成席”之美誉，同时也为祖国医

学所称道：“滋五脏之阴，清虚劳之热，补血行水，养
胃生津”。尤其当年新鸭养到秋季，肉质壮嫩肥美，营
养丰富，能及时补充人体必需的蛋白质、维生素和矿物
质。同时鸭肉性寒凉，特别适合体热上火者食用，所以
秋季食疗首选鸭。

夏秋的燥热季节最适合吃鸭。相比之下，猪牛
羊等其他肉类就稍逊一筹。鸭肉的脂肪最健

康。鸭肉富含 B 族维生素和维生素 E，其脂
肪酸主要是不饱和脂肪酸和低碳饱和

脂肪酸，易于消化。 据人民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