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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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日-10月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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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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别

三级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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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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硕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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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硕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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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

星 期

周五上午

周三下午

周一下午

周二上午

周一、周日上午

周二下午

周三下午、周四上午

周一、周二上午

周三、周四上午

周四下午、周五上午

周二下午、周三上午

周四、周五上午

周一、周二上午

周三上午

周一上午、周二上午

周四下午、周五上午

周二上午、周三上午

周一上午、周二上午

周三上午、周四上午

周二全天

周一、周二上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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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乳腺癌保乳根治术，乳腺癌改良根治术，前哨淋巴结活检术，以及乳腺癌术后一期或二期扩张器置入术，
乳房预防性全切术和保留乳头乳晕皮下腺体全切术+假体置入术

微创和胸腔镜手术治疗，对食道上段癌手术经验丰富

擅长小儿麻醉与各种慢性疼痛疾病的诊疗，特别擅长超声引导下的各种神经组滞和微创介入治疗

泌尿外科常见疾病。在泌尿系炎症、结石，及肿瘤等方面有较丰富的临床经验

熟悉小儿外科各种疾病的诊治。擅长小儿肾积水、膀胱输尿管返流、巨输尿管、重复肾、输尿管异位开口、
隐睾、鞘膜积液、腹股沟斜疝等疾病的微创治疗以及隐匿阴茎、尿道下裂的手术矫治

有手术史的腹腔镜手术、单孔腹腔镜手术、肝脏外科

慢性肝病，特别是自身免疫性肝病、不明原因肝损害、肝硬化及其相关并发症的诊治，并熟练操作胃肠镜检查

长期从事肾脏内科临床和科研工作，擅长各类肾小球疾病、急、慢性肾衰及其并发症的处理

类风湿关节炎、系统性红斑狼疮、痛风、干燥综合征等疾病的诊治

脑血管病、周围神经病、颅内感染，癫痫、局限性肌张力障碍

血液科常见疾病，对急性白血病、淋巴瘤、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多发性骨髓瘤等血液系统常见疾病

高血压、冠心病、心力衰竭、心律失常等常见疾病

呼吸内科各种常见病、危急重症的诊断及治疗，掌握呼吸机应用、心肺复苏、肺功能和支气管镜等。

皮肤科常见疾病、过敏性皮肤病、疱病、皮肌炎等结缔组织疾病、银屑病的诊治

皮肤科常见疾病，尤其擅长过敏性皮肤病、痤疮、银屑病、病毒性皮肤病等的诊治。

眼科常见疾病、多发疾病(眼底病、白内障、青光眼、眼外伤、小儿屈光不正/近视/远视/散光等)

擅长头颈部良恶性肿瘤的诊治，术后颌面部畸形缺损组织修复，以及各类阻生牙、残冠、残极及复杂牙拔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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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省医专家门诊1
省医专家门诊4

省医院专家门诊1

省医院专家门诊4

省医专家门诊5

省医专家门诊5

省医门诊3

省医专家门诊4

省医专家门诊2

省医专家门诊2

省医院专家门诊2

省医专家门诊4

省院专家门诊5

省医专家门诊1

省医专家门诊3

省医专家门诊3

眼科门诊（光明楼）

口腔科门诊

耳鼻喉科

新华社北京9月24日电（记者
李雯）健身、散步、走路上班或是做
家务，不管什么形式的活动，只要保
证每天动起来的时间至少半小时，
或是一周至少2.5小时，就可以帮助
人们预防心脏病，远离死亡风险。

这是加拿大、中国等国研究人
员近日在英国《柳叶刀》杂志上报
告的一项最新研究成果。

这项国际研究的对象涉及全
球 17 个国家的 13 万人，其年龄介
于 35岁至 70岁之间。调查结果显
示，即使不去健身房运动，只是走
路上班、午餐后散步或是做家务，
只要每天动起来的时间能达到半

小时，或是一周坚持运动 2.5小时，
也能使心脏病风险降低 20％，死亡
风险降低 28％。如果人们每周快
步走的时间能达到 750 分钟以上，
更可以将死亡风险降低 36％。

领导研究的加拿大西蒙·弗雷
泽大学的斯科特·利尔指出，去健
身房锻炼当然很好，但走路上班、
饭后散步、做家务等活动不受时间
和地点限制，更易为人们所接受和
坚持。

世界卫生组织建议，18岁至 64
岁的成年人每周应该运动至少 2.5
小时。但利尔说，全球四分之一的
人并没有达到这个水平。

中医学有一种养生理论是“春夏养阳秋冬养阴”，“春捂秋
冻”就是这一思想的体现。不过，“春捂秋冻”是相对而论的，是
有条件的，年轻人、身强力壮之人，添加衣物的时候可以晚点、
强度都可以稍大些；老年人、身体虚弱的人，特别是心脑血管功
能不健康的老年人，则要注意分寸，甚至要春捂秋也捂。

中华中医药学会学术顾问温长路介绍，因为深秋季节气温
变化大，这种变化多端的天气会使人的皮肤、皮下组织血管收
缩，周围血管阻力增大，导致血压升高，也会引起血液黏稠度增
高。即使正常的秋冻，有三个“禁地”——头、肚脐、脚也是要严
加保护的。

头

入秋后外出的时候最好戴帽子，洗头时用水要比平时热一
点，额头上出汗水时不能见风。这是因为头作为人体“诸阳之
会”，是全身阳气最旺盛的部位之一。受寒，体内阳气会散失大
部。

患有心脑血管病的人、四肢血管病的人，以及四肢不温的
人和易感风寒的人，尤其要在这方面提高警惕。

肚脐

中医称肚脐为神阙穴，温暖这个穴位可以鼓舞机体阳气，
特别是一些脾胃虚弱，怕冷、易腹泻的人，要特别注意这个部位
的保暖，还可以采取经常在肚脐热敷的方法，驱寒助阳。

脚

脚是人体各个部位中离心脏最远的地方，因此，血液流经
的路程也最长，而脚又汇集了全身的诸多经脉，所以人们常说

“脚冷，则冷全身”。足部寒冷，机体抵抗力就会下降，病邪就有
可能乘虚而入。所以秋季睡前泡泡脚是个非常好的选择。

中国中医科学院杨力教授指出，秋分前后天气比较干燥，
红薯和胡萝卜这两种食物都有很好的润燥作用。

其中，秋分前一般气温偏高，属于温燥，适合吃一些清凉的
食物来抑制这种干燥，所以胡萝卜更好，因为胡萝卜不仅可以
调节“温燥”的平衡，还能补气、消食。而有些地区秋分以后天
气开始转凉，气候特征是凉燥，这个时候就更适合吃红薯，因为
可以温热养肺，同时也可以润肺。此外，坚果、秋蜜等也可以防
止秋燥对于人体的伤害，起到润肺、养肺的作用，从而利于秋季
的身体保健。

另外，秋季是胃病的多发季节，患有慢性胃炎、胃溃疡的朋
友，应格外小心，以防旧病复发。胃病患者的秋季饮食应注意：
第一，少食多餐，使胃中经常有食物和胃酸进行中和，防止胃酸
侵蚀胃黏膜和溃疡面而加重病情；第二，避免过多食用对胃黏
膜有损伤的食物，如油炸食品、辣椒、芥末、浓茶、浓咖啡、酒及
过热、过甜的食物；第三，不要睡前进食（尤其是饱食），因夜间
进食影响胃酸分泌过多而诱发或加重胃溃疡。 据人民网

本报讯（记者 曹礼芹）“谢谢
医生和护士，我眼睛不再模糊，能
看清楚东西啦 ，太好了。”9 月 21
日，在省人民医院资阳医院·市人
民医院眼科，雁江区雁江镇百岁老
人周奶奶笑呵呵地说。

今年 2 月，周奶奶高高兴兴地
过了百岁生日。但从 2010年起，周
奶奶的视力出现了问题，看东西模
糊不清。最初家人认为老人年事
已高视力差属正常现象，就没引起
重视。8月 29日，在市人民医院开
展的“爱护双眼 预防失明”为主题
的防盲义诊活动上，周奶奶在家人
的陪同下前来检查，双眼被诊断患
有白内障。

9月 13日和 19日，市人民医院
眼科先后为周奶奶做了双眼白内障

手术，效果很好。“现在看东西比以
前清楚，太高兴了。”周奶奶说。

据悉，市人民医院眼科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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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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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了白
内障超声乳化联合各类高端人工
晶体植入手术、小切口白内障囊外
摘除手术、各种复杂白内障及人工
晶体植入术、白内障青光眼联合人
工晶体植入术，青光眼复合式小梁
切除术、青光眼降压阀植入术等手
术；开展了白内障术后后发障激光
治疗、青光眼激光治疗、糖尿病眼
底出血、玻璃体视网膜疾病等激光
治疗多种眼底病业务。

鸡蛋本是个好东西，营养价值丰
富。但随着大家对胆固醇警惕性的
提高，蛋黄被拉进了食物的“黑名单”
中。很多人，尤其是三高人群，吃鸡
蛋的时候常常只吃蛋白不吃蛋黄。
但事实是，身体需要胆固醇，它有很
多重要功能，如建设和修复细胞。

蛋壳的颜色不同营养不同?
事实上蛋壳的颜色并不会影响

鸡蛋的营养，蛋壳的颜色是在鸡蛋产
生的最后阶段才形成的，鸡蛋的蛋白
质、脂肪、矿物质等含量与蛋壳颜色
不相关。在蛋壳的最外侧有一层“油
质层”，色素沉积在油质层形成了蛋
壳的颜色，拿一枚有颜色的鸡蛋，用
小刀轻轻刮除蛋壳的表层，不论什么
颜色的鸡蛋都会露出白色来。蛋壳
的颜色主要由鸡的品种决定，在同一
个品种内也存在个体差异的情况，此
外母鸡的年龄、健康状况等也会对蛋
壳颜色造成一定的影响。

虽然蛋壳颜色与鸡蛋的营养无
关，但却与蛋壳品质相关。在同一品
种的鸡所产的鸡蛋中，通常颜色越深，
蛋壳越厚，整体而言，褐壳蛋的蛋壳也
比白壳蛋的更厚。因此，在运输和贮
存中，褐壳蛋往往更不容易破损，但相
应的，同样是一斤鸡蛋，褐壳蛋的蛋壳
所占分量通常更多。

生吃鸡蛋营养吸收好?
生活中有些人，喜欢吃生鸡蛋，

在他们看来，吃生鸡蛋是能够很好的
把鸡蛋中的营养吸收。还有一种说
法，是生鸡蛋吃了能下火。其实不
然。生吃鸡蛋对身体有害。

茶叶蛋营养高?
很多人认为茶叶和鸡蛋结合在

一起营养丰富，还有很多保健功效。
其实恰恰相反。许多营养学专家都
建议少吃为宜。 据人民网

百岁老人
不再“雾里看花”

烟草危害健康知识（一）

吸烟危害健康已是众所周知
的事实。不同的香烟点燃时所释
放的化学物质有所不同，但主要是
焦油和一氧化碳等化学物质。香
烟点燃后产生对人体有害的物质
大致分为六大类：

1、醛类、氮化物、烯烃类，这些
物质对呼吸道有刺激作用。

2、尼古丁类，可刺激交感神

经，引起血管内膜损害。
3、胺类、氰化物和重金属，这

些均属毒性物质。
4、苯丙芘、砷、镉、甲基肼、氨基

酚、其他放射性物质均有致癌作用。
5、酚类化合物和甲醛等，这些

物质具有加速癌变的作用。
6、一氧化碳能减低红血球将

氧输送到全身去能力。

每天活动半小时
远离死亡风险

立秋后三部位别冻着
吃对食物巧润燥

烟草对人体的危害是多方面
的。大家知道，浓烟经过烟囱，日
积月累，烟囱壁上便会堆积起一层
厚厚的烟垢。同样的道理，香烟进
入人体，经过口腔、呼吸道、消化
道，身体各器官都可能受到烟草的
损害。吸烟是造成肺癌、心血管
病、脑中风、冠心病和慢性肺组织
疾病的主要危险因素。

吸烟对人体最大的危害是肺
癌，尤其是中心型肺癌。烟草既是

“化学武器”，又是“放射武器”，一
般地说，香烟中放射性物质含量是
粮食中的 20倍，是蔬菜和水果中的
30倍。香烟中所含的放射性物质，
可释放出高能量射线，直接杀伤人
体组织细胞。每天吸一包半香烟
的人，其肺部一年所受到的放射线
量，累积起来相当于接受 300 次胸
部 X 线透视。世界医学界经过大
规模的调查研究，从流行病学的角
度，无可辩驳地证实了吸烟是引起
肺癌的罪魁祸首。

被动吸烟，危害更严重。被动

吸烟（包括被污染的空气）已经被
证实是不吸烟者患肺癌的一个原
因。被动吸烟尤其有害于妇女与
儿童。

目前，我国约有 3.5亿吸烟者，
每年死于与吸烟有关疾病的人数
近 100 万，平均每天早亡 2700 多
人。有专家认为，健康有四个元素
组成：父母遗传因素 15%，环境因
素 17%，医疗因素 8%，个人生活方
式 60%。从此理论看，健康的钥匙
在自己手里。每一个人的生命都
是宝贵的，每一次早亡都是国家、
家庭、个人的悲剧，让我们从现在
开始就采取必要的措施，来阻止吸
烟或被动吸烟。 据新华网

9月23日迎来“秋分”节气，意味着正式
进入秋季。专家提醒，随着秋分节气到来，冷
空气开始日渐活跃，空气也逐渐干燥，大家要
随着季节的变化，适当调整养生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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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鸡蛋的
那些误区

医生为老人检查眼睛。

烟中的有害物质

吸烟的危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