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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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月9日-10月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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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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室

普外科

妇产科

胸心外科

疼痛科

泌尿外科

泌尿外科
（小儿）

普外二（细胞
移植中心）

消化内科

肾脏内科

风湿免疫科

神经内科

血液科

心血管内科

呼吸科

皮肤科

眼科

口腔科

耳鼻喉科

姓名

冯仕彦

胡俊川

邓小凡

杨年

陈凡

代月娥

何鹏

覃道锐

邹海波

雷蕾

邹杨

邬锐

刘洁

姜涛

文鹤龄

胡涛

钟甜

周夕湲

王倩

李杰

黄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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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治医师

主治医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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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硕士

博士

硕士

硕士

硕士

硕士

四级专家

医学博士

医学博士

四级专家

医学博士

医学硕士

医学硕士

医学博士

博士

星 期

周五上午

周三下午

周一下午

周二上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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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二上午

周四下午、周五上午

周六上午

周二、周三上午

周一、周二上午

周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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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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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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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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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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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讯（罗建敏）今年国庆、中秋双
节长假，安岳县中医医院肺病科医护人
员用心服务，和病人一起同过“双节”。

10月4日是中秋节，这天一大早，肺
病科的医护人员就忙活开了，穿梭于办
公室、治疗室、病房，精心为每位病人诊
治和护理，还为每位病人送去月饼。特
别值得一提的是，护士在大厅教病人做
呼吸操。因大多病人都是老年人，他们
动作不到位，护士不厌其烦地耐心教授。

有拿到月饼高兴得合不拢嘴的老
奶奶；有身体瘫痪不能言语而激动落

泪的大叔；有主动和医护人员合影的
患者家属……病房里欢声笑语不断，
一片其乐融融的景象。代婆婆是肺病
科的“常客”，只要看到医护人员来病
房，嘴里便不停念叨：“每到过节，你们
想得太周到了！”并不听劝阻执意要坐
起来道谢。见此情况，护士长蒋琴和
文萍急忙为她披上衣服，笑着说：“代
婆婆慢点，我们特意为你准备了月
饼。”代婆婆拿着月饼感慨地说：“谢谢
你们给我们送来祝福与问候，我很感
动，也祝你们节日快乐！”

□ 陈静书

64岁老人住在老式居民楼
七楼因骨折求救，楼道窄无法使
用担架，急诊科医师代作强背起
老人送上救护车；母亲出车祸无
法动弹，4个月大的婴儿饿得哇哇
大哭，正在哺乳期的护士陈莹莹毫
不犹豫地抱起孩子喂奶……安岳
县中医医院走过61年沧桑岁月，一
代代安中医人敬业奉献，守护一方
百姓健康。

零距离服务
专科义诊进社区

“不着急哈，医生会一个一个给你
们看，请排好队。”7 月 25 日早上，在安
岳县城北门口步行街，安岳县中医医院
糖尿病专科的医护人员忙着为群众发
健康资料、免费为大家测血糖等，糖尿
病专科医师、内四科副主任任明委和义
诊的医护人员忙得满头大汗。

据悉，该院糖尿病专科除了每月定
期在社区开展一次糖尿病大讲堂外，每
季度还要开展一次服务“糖友”义诊活
动。“现在糖尿病患者日益增多，老百姓
的健康知识相对滞后，甚至有的确诊患
有糖尿病的患者都没有得到正规治
疗。通过糖尿病大讲堂和义诊，让广大
市民正确认识糖尿病，引导大家正确预
防、规范施治。”任明委表示。

为民惠民
医疗服务进村入户

“大爷，不要紧张，手放松。你的血
压有点偏高，平时放松情绪，饮食要规
律，多吃清淡食物。”近日，在安岳和平
乡五井村村委办公室，涵盖内科、外科、
眼耳鼻喉科、妇科专家在此开展“义诊
小分队”精准扶贫义诊活动。专家边观

察边询问就诊者的症状，耐心地为他们
检查测量、分析病情、开就诊单，为患者
讲解注意事项，同时还发放常见病、多
发病的预防宣传手册。

这只是安岳县中医医院助力精准
扶贫的一个缩影。为了更好地开展精
准扶贫，医院党支部将全院 575名志愿
者分成 11 个小组，分别负责该县 11 个
片区。通过志愿者进社区、进乡村义
诊，入户慰问等形式，找准“因病致贫、
因病返贫”困难群众，开展定向帮扶。
针对排查确定的困难户，医院专门制定
方案，开辟“绿色通道”给予免费门诊检
查，补助住院治疗费，让贫困病人恢复
劳动力。

据统计，今年来，医院志愿者到岳
阳镇、和平乡、思贤乡、龙台镇、通贤镇、
石羊镇、朝阳乡等全县各镇乡村社区，开
展义诊19次，服务3200人次，入户走访、
慰问100余户贫困家庭，免费彩超、化验
等门诊检查 100余人次，免费发放药品
近2万元，捐助钱款15000元，为1383名

贫困人口减免医疗费用38.77万元。

百花齐放
中医事业再上新台阶

今年 8月，74岁的凡奶奶在该院外
一科成功切除了约2公斤的包块。因凡
奶奶长期卧床不起，在其肺功能、基础情
况差，无法完善肺功能、核磁共振等检查
情况下，医生制定详尽的治疗方案，完善
术前准备后，为其切除了乳腺包块。

近年来，医院专科新技术、新项目
取得突破，开展了介入治疗、心脏起搏
器安装项目；胸、腹腔镜微创手术治疗
项目不断扩展；电子胃肠镜检查、治疗，
椎间孔镜、膝关节镜技术应用，肿瘤化
疗科学方案应用等。

同时，该院各方面不断升级，提出
“争取让所有中风病人站起来”，率先开
展手法整脊治疗颈性眩晕和小关节絮
乱引起的腰疼。廖洪韬全国名老中医
药专家传承工作室建设项目通过省级

专家评审验收，“外用制剂芎桃二乌活
血散寒止痛酊的开发研究”通过科技成
果技术鉴定，制剂处方经查新为国内首
创，研究创新性强，密切结合临床，处于
该领域的前沿，达到省内先进水平。

随着“治未病”理念的深入，医院安
排护理人员免费教患者及患者家属做
保健操，让他们掌握中医养生技能。将
健康理念与中医养生保健之道相融合，
自拍“中医养生保健操”等健康教育视
频，在专业护理人员的引领下，解决了
部分文化水平低、不识字的农村患者及
患者家属健康教育难点。

安岳县中医医院建院 61 年来，安
中医人秉承“礼义仁爱，博学精业”的院
训，信守“病员满意是第一目标，员工满
意是第一追求，社会满意是第一责任”
的宗旨，团结拼搏，艰苦创业，发扬了

“团结凝聚力量，责任激励奉献，创新推
动发展，拼搏成就梦想”的医院团队精
神，提出了“建设百姓信任的中医院，成
为患者就医首选医院”的目标。

国医济世惠民生
——安岳县中医医院服务群众谱新篇

本报讯（李玲）10月 28日，四川
省人民医院资阳医院·市人民医院
呼吸科与麻醉科联合成功开展了
全麻下大容积肺泡灌洗术，该手术
为我市首例。

57岁的患者是一名石工，无防
护从事打石头 10余年，入院诊断为
II 期尘肺。为确保手术的顺利开
展，该院呼吸科主任何大川、副主
任龚道明，以及朱小波、王鹏莉等
组成技术公关团队，给患者制定了
相关的应急预案。同时，邀请成都
市青白江区人民医院呼吸科主任
刘泽辉现场指导。手术中，麻醉科
主任刘信全为患者实施了全麻，省
人民医院麻醉专家曾思在现场指
导。经过近 3 小时的手术，患者肺
内灰褐色灌洗液逐渐变为澄清停
止灌洗。患者返回 ICU 病房意识
逐渐清晰，2 小时后成功拔除气管
插管，手术非常成功。

据悉，大容积肺泡灌洗术目前
仅有四川省华西第四人民医院等
少数几家医院可以开展。此次市
人民医院的成功开展将极大地方
便资阳及周边市、县患者就医，大
大节约了患者的就医时间和治疗
费用。大容积肺泡灌洗术适应人
群年龄 65 岁以下、无活动性肺结
核、肺大泡、心脏病或其他实质脏

器疾病的各期尘肺煤工尘肺、矽
肺、铸工尘肺、电焊工尘肺、水泥
尘肺等各种无机粉尘所致的各期
尘肺及肺内粉尘沉着症；肺泡蛋
白 沉 积 症 ；黏 液 黏 稠 症 ；慢 性 非
局限性化脓性支气管扩张症；慢
性以痰栓阻塞为主的感染性支气
管 炎 ；吸 入 性 肺 炎（含 吸 入 粉 末
或液体状异物的清除）；放射性粉
尘吸入。

手术中。

拒绝吸烟技巧
对递给你香烟的人微笑着说：

“不，谢谢！”，然后转移对方的注意
力，或转身走开，使对方没有机会
继续劝说你。

找借口拒绝吸烟，如：“我最近
有点咳嗽，不能吸烟。”

在别人敬烟时，立即找借口暂
时走开。

改变话题，例如，若对方说：
“我们吸支烟吧。”你可以说：“不，
我们还是喝茶吧。”或者说：“哦，我
想跟你借本书看看。

礼貌地反复谢绝，坚决不伸手
接别人递来的烟。

冷静地拒绝，告诉对方吸烟有

害健康，使对方知道你是坚定的不
吸烟者。

与不吸烟者在一起，为自己创
造一个不吸烟的环境。

避开吸烟的场所。如果你知
道哪些地方经常有人抽烟，就尽量
避开这些场所。

据新华网

烟草危害健康知识（二）

医学研究表明，轻度的鼾声对
人体健康影响不大，引起医学界关
注的鼾症是睡眠中伴有呼吸暂停
的鼾症，可导致不同程度缺氧，时
间久了，会引起人体内激素分泌功
能紊乱，从而造成多种系统、组织
器官的损害；引起大脑、血液严重
缺氧，形成低氧血症，对心血管系
统损害甚大，可引起高血压、冠心
病等，严重者可致夜间猝死。儿童
鼾症则会影响身体与智力发育。
记住 8个妙招可以预防打鼾。

1、增强体育锻炼，保持良好的
生活习惯。

2、远离烟酒。吸烟能引起呼
吸道症状加重，饮酒加重打鼾、夜
间呼吸紊乱及低氧血症，尤其是睡
前饮酒。

3、对于肥胖者，要积极减轻体
重，加强运动。我们的经验是减轻
体重的 5%～10%。

4、鼾症患者多有血氧含量下

降，故常伴有高血压、心律失常、血
液黏稠度增高，心脏负担加重，容
易导致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所以
要重视血压的监测，按时服用降压
药物。

5、睡前禁止服用镇静、安眠药物，
以免加重对呼吸中枢调节的抑制。

6、采取侧卧位睡眠姿势，尤以
右侧卧位为宜，避免在睡眠时舌、
软腭、悬雍垂松弛后坠，加重上气
道堵塞。

7、手术后的患者要以软食为主，
勿食过烫的食物。避免剧烈活动。

8、鼾症患者还应预防感冒，并
及时治疗鼻腔堵塞性疾病。

据人民网

新华社北京10月9日电 世界
上许多地方存在饮酒文化，究竟是
什么生理机制令人贪恋“杯中之
物”？澳大利亚研究人员日前发
现，大脑中的免疫系统与饮酒意愿
有一定关联。

阿德莱德大学一个研究团队
在国际学术期刊《大脑、行为和免
疫》上报告说，他们通过给小鼠一
种能阻断大脑免疫系统里某种特
定反应的药物，可以“关闭”小鼠饮
酒的动力。这表明，大脑免疫系统
和饮酒意愿之间存在关联。

研究人员介绍说，身体在酒精
等物质刺激下会向大脑发送“奖

赏”信号，人体生理节律会影响这
种“奖赏”信号的强度，信号最强的
时段是在夜间。他们想检验大脑
免疫系统对这类“奖赏”信号起到
了什么样的作用，以及是否能将它
关闭。

研究人员锁定了免疫系统中
一种名为 TLR4 的免疫受体蛋白
质。在动物实验中，他们将一种已
知能阻断TLR4的药物注射到小鼠
体内，发现注射后小鼠的饮酒行为
大大减少，尤其是在夜间。由此他
们得出结论，通过阻断大脑免疫系
统中某个部分的反应，会大幅降低
小鼠夜间饮酒的意愿。

医患其乐融融过“双节”

市人民医院成功开展
我市首例大容积肺泡灌洗术

妙招预防打鼾8

想不想喝酒
与大脑免疫系统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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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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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关怀患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