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我心目中的十大青年名医

简介：2006年毕业后一直在成都公

共卫生临床医疗中心从事临床一线工

作，分别于2011年及2015年华西医院

进修内分泌及重症专业，擅长糖尿病，

结核，尤其是重症结核具有丰富的临床

经验。多次评为医院优秀医生和优秀

共产党员，开展院内新技术项目一项，

参与成都市科研课题一项，并在临床肺

科杂志发表论文。

简介：承担着大型突发公共事件的
主要抢救工作，从事急诊急救工作近20
年。现任中国老年医学会急诊专委会
委员、中国医师学会中西医结合分会急
诊专委会委员、四川省医学会重症医学
专委会青年委员、四川省老年医学会重
症专委会委员、成都医学会医疗事故鉴
定专家成员。先后参加了“5·12汶川
大地震”“2009 年甲流”“青海玉树地
震”“芦山地震”“九寨沟地震”等大型医
疗抢救，做出了突出贡献。

简介：2005年毕业于四川大学华西
医学院临床医学专业，硕士在读，从事
结核病临床工作十余年，擅长结核病合
并其他疾病，如合并糖尿病及免疫缺陷
疾病，耐药结核病等疑难结核病的诊
治。作为科室的业务骨干，因医术精
湛，对病人细心、耐心、用心，深受病人
及家属的好评。参与国家级及省市级
科研课题多项，并有数篇论文发表及获
奖。

常莉
医院：四川省
人民医院
科室：急救中
心 / 重症医
学中心
职称：副主任
医师

马瑶
医院：成都市
公共卫生临
床医疗中心
科室：结核四
病区
职称：主治医
师

简介:副主任医师，2004年毕业于

泸州医学院临床医学系，曾在四川大学

华西医院心血管内科进修学习，有丰富

的临床工作经验，尤其擅长心血管疾病

的诊治，特别是传染合并心血管疾病，

对内分泌、呼吸、消化等系统常见病多

发病亦有丰富临床工作经验；在国内核

心期刊上发表论文数篇；主持四川省医

学会课题1项。

兰丽娟
医院：成都市
公共卫生临
床医疗中心
科室：内科
职称：副主任
医师

喻杉
医院:四川
省骨科医院
科室:骨科
职称:主治
医师

简介:四川省骨科医院骨病科青年
骨干，针灸学博士，现任四川省针灸学会
刺法灸法专委会委员、中国中医药研究
促进会骨伤科分会青年委员。近3年来
主持、主研各级课题7项，获实用新型专
利3项。长期致力于将特色中医药技术
运用于久治不愈、易复发的骨科顽固性
疑难疾病的科学研究与临床治疗。四川
省骨科医院骨病科采取中西医结合治疗
模式，广泛开展各类骨关节疾病的相关
治疗，积极发挥中医中药的特色和优势。

邵继春
医院:成医附
二院·416医院
科室:泌尿外科
职称:主任医师

简介:硕士研究生导师。中国核工业
集团劳模、省学术技术带头人后备人选、
成华区政协常委。泌尿外科主任。任中
国中西医结合泌尿外科专委会委员、中国
抗癌协会肿瘤标志专委会青年委员、省中
西医结合泌尿外科专委会副主任委员、省
泌尿外科专委会委员、省男科专委会委
员。获四川省、成都市科技进步三等奖各
1项，发明专利3项。发表论文20余篇，
SCI2篇。主持科研课题10余项。擅长泌
尿外科疑难病的诊治和各类腔镜手术。

肖江卫
医院:成都医学
院第一附属医院
科室:胃肠外科
职称:主任医师

简介：香港大学博士后，教授，主任医
师，胃肠外科主任。主攻胃肠道疾病的诊治，
尤其擅长胃肠道肿瘤的微创外科治疗和肥胖
糖尿病代谢疾病的微创外科治疗。四川省学
术技术带头人后备人选，四川省卫计委学术
技术带头人，目前作为项目负责人承担了三
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已在国内外
核心期刊发表论文四十余篇，其中SCI10
篇。获四川省科技进步二等奖1项、四川省
医学会科技进步一等奖1项和二等奖1项。
2016年四川省卫计委“创业青年”获得者。

王曦
医院：成都市
第四人民医院
科室：老年精
神科
职称：副主任
医师

简介：副主任医师，心理治疗师，毕

业于四川大学华西临床医学院。从事

精神心理科临床、科研及教学工作十余

年。先后主持、参与多个省市级老年精

神心理科研项目，在国家级刊物发表学

术论文数篇。现兼任成都大学临床医

学院教学工作。擅长失眠、抑郁、焦虑

以及老年期精神和行为障碍的临床诊

断与治疗。

范涌熙
医院：成都第
一骨科医院
科室：显微外科
职称：主治医师

简介：四川大学骨科硕士，成都第
一骨科医院显微外科学术带头人。师
从全国知名上肢及修复重建专家、华西
医院骨科主任医师黄富国教授。2011
年至2016年就职于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骨科。

擅长断指（肢）再植等各类型手腕
部创伤、四肢创面皮瓣修复及严重开放
性损伤功能重建；手部感染及肿瘤；手
部畸形矫正；四肢严重开放性骨折伴血
管神经损伤等相关疾病。

阳勇
医院：成都市
双 流 区 中 医
医院
科室：消化科
职称：主治医
师

简介：中西医结合主治医师，师承于
全国名中医陈绍宏主任中医师，是全国
第六批中医学术继承人和四川省第四批
中医学术继承人。现任成都市双流区中
医医院内二科（消化科）副主任。在国内
杂志发表论文数篇。2017年荣获“成都
市卫生应急技能竞赛突发中毒事件处置
个人三等奖”。擅长运用中西医结合治
疗胃炎、消化道溃疡、食管炎、胰腺炎、肝
炎、肝硬化、结肠炎、功能性消化不良、溃
疡性结肠炎、顽固性口腔溃疡等疾病。

赖敏
医院：成都市
公 共 卫 生 临
床医疗中心
科室：重症一
病区
职称：主治医
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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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病区医生：蔡琳
获得称号：我心目中的十大名医

治疗成都首例艾滋病病人
积累近20年临床经验

在成都市公卫中心，蔡琳是治疗艾滋病
经验丰富的医生之一。从治疗第一名艾滋
病病人起，他已经积累了近20年的临床经
验，擅长艾滋病机会性感染的诊断治疗、抗
病毒治疗，相关专业技术水平已经处于四川
省领先地位。

2000 年，成都出现了第一例艾滋病
人。这是一名来自泰国的游客，来成都旅游
时生病，到医院检查后发现是HIV感染者，
随后，被送往成都市公卫中心。当时，蔡琳
参与了治疗，经过努力，最终控制了病人病
情，使他安全回国。

蔡琳没想到的是，此后，他成为了一名专
职的艾滋病医生，近20年来，团队不断壮大，
经验越来越丰富，如今，他所在的科室已经拥
有多达20人的医生团队，两层楼100张床病
床基本饱和，一般需要提前到医院预约。

在此次名医评选活动中，蔡琳再次当选
为市民“心目中的名医”。怎样才能担当好
一名医生的角色？蔡琳说，“首先要医疗技
术水平好，帮助病人恢复健康，另外就是医
德好。”事实上，这也是他行医的真实写照。

结核四病区医生：马瑶
获得称号：我心目中的十大青年名医

与结核“作战”13年
带着使命感从医

今年36岁的马瑶，从23岁工作起，就与
结核病打交道。面对这种这种容易被传染的
疾病，马瑶却“看得很开”：“我没有害怕过，看
到前辈们在自己岗位上努力工作，自己也深
受感染，只要做好防护，就不会被感染。”

在工作中，马瑶像是一名有勇有谋的“战
士”，带着使命从事她喜欢的公共卫生事业。
每救治了一名患者，成就感也油然而生。

今年上半年，从其他医院转来一名19
岁结核病人，合并感染性休克，因未及时治
疗，病情加重。马瑶回忆，治疗过程中，她的
病情不断变化，随时有生命危险，这种情况
下，医生格外小心谨慎，积极治疗，住院2个
月后，她终于好转并出院。

马瑶提醒，如果咳嗽、咳痰超过两周，就要
到专业机构筛查，确认是否是结核病，如果发
现患有此病，应第一时间到传染病专科医院就
诊，另外，不必对结核病过度恐惧，只要注意隔
离、正规治疗，就能和正常人一样生活。

重症一病区医生：赖敏
获得称号：我心目中的十大青年名医

日夜守护救回七旬患者
提醒老人：小心结核感染

赖敏，今年35岁，她面对的是一群特殊
的病人：传染病重症病人。这里的病人比普
通重症监护室里的病人死亡风险更高。

一个月前，一名七旬老人因为慢阻肺
合并肺结核被送往成都市公卫中心治疗。
赖敏告诉记者，入院不久，老人病情加重，
出现了严重呼吸衰竭，危在旦夕，家属已
不抱任何希望，转至重症一病区后赖敏和
同事不敢有丝毫倦怠，安置胃管、尿管，打
开气管插管有创呼吸机辅助通气，深静脉
置管，24小时专护，动态关注病人病情变
化，及时调整治疗，终于使老人脱离了生
命危险。

赖敏提醒，虽然结核病的发病人群以
中青年为主，但是老人也不可大意。“因为
老人免疫功能下降，合并基础疾病较多，比
如糖尿病、慢阻肺等。结核病通过呼吸道
传播，一旦接触了‘病源’，老人就更容易被
感染。”

面对结核病重症病人，会不会担心被传
染？赖敏摇摇头，她说，有专业的防护措施，
而且，“我不会想那么多，医生往往想的不是
自己，而是病人。”

内科医生：兰丽娟
获得称号：我心目中的十大青年名医

常上夜班连续30多小时工作
对病人“千叮万嘱”

兰丽娟是成都市公卫中心内科的一名
医生。这是一个综合性内科，她除了负责本
科室非传染病诊治外，还有全院传染病心血
管疾病会诊，病人多，病情重，病种复杂，工
作也非常忙碌。

从工作起，连续工作30多个小时是常
有的事，兰丽娟经常顾不上家人，特别是孩
子，让她有些愧疚。

但作为一名医生，看到病人恢复健康又
非常有成就感，特别是看到生命垂危的患者
康复的时候。有一名60多岁的病人，因为
扩张型心肌病，反复外院住院治疗，因为家
里经济条件较差，很少复诊，所以导致疾病
反复加重入院，进一步增加了患者经济负
担。去年底，病情加重，随时有死亡风险，来
到了成都市公卫中心，在兰丽娟和同事的治
疗下，病人顺利出院。之后，在兰医生的反
复叮嘱下，老人定期来医院门诊复诊，之后
再没有因为疾病加重再需入院的情况。

“这名老病人每次来复查，情况都很
好。”兰丽娟说，每当看到病人恢复健康后，
就感到很满足。

儿科医生：张朝勇
获得称号：我心目中的十大名医（内科）

今年手足口病患儿超去年
家长应注意这些防护措施
手足口病是由肠道病毒感染引起的一

种儿童常见传染病，成都市公共卫生临床医
疗中心儿科医生张朝勇告诉记者，“今年手
足口病患儿比去年明显增多，集中在七八月
份，多是2岁以下的儿童，最小的只有两三个
月。”

张朝勇医生说，“今年手足口病患儿大
多数病情较轻，通过口服清热解毒中药及对
症治疗，大多数患儿一周左右就能痊愈，家
长不必太担心，但应注意隔离，避免交叉感
染，清淡饮食，做好口腔和皮肤护理，病情严
重患儿及时送医院治疗。”

手足口病通过粪口途径、呼吸道飞沫、密
切接触传播。一些小孩在儿童乐园玩耍或坐
摇摇车，如果手足口病孩子接触过这些玩具，
健康孩子再接触这些玩具可能被感染。值得
注意的是，大人也会感染病毒，但不会发病，
这种隐形感染同样会传染给孩子。

张朝勇建议，在手足口病流行期间，尽
量少带孩子去人群集中的地方，还要注意手
卫生。6月龄-5岁小孩到社区门诊或医院
接种EV-A71型灭活疫苗，这样能有效预防
导致死亡的重症感染。

内科医生：刘大凤
获得称号：我心目中的十大名医（内科）

患肝病又有糖尿病？
建议到传染病专科医院治疗
传染病合并内分泌代谢疾病并不少

见。“在我们医院，结核病合并糖尿病每年有
1000多例住院患者，肝病合并糖尿病每年
300例以上，艾滋病合并糖尿病每年有近
200例。”成都市公卫中心内科医生刘大凤介
绍，另外，还有传染病合并甲状腺疾病、肾上
腺疾病、高脂血症、高尿酸血症等。

刘大凤医生在传染病合并内分泌代谢
疾病方面颇有研究，曾以第一完成人获得四
川省医学科技奖三等奖和成都市医学科技
奖三等奖。

她介绍，传染病病人中，出现内分泌代谢
疾病的概率比普通人高。比如，普通人群中
糖尿病的发病率在11.6%，但在结核病病人
中，糖尿病的总患病率就在7.2%以上，40岁
以上结核病人群中糖尿病患病率在12.18%。

因此，医生建议，传染病病人要更加重视
是否有内分泌代谢疾病，如果有，及时到传染
病专科医院治疗。在传染病专科医院，医生
会考虑到，传染病和内分泌代谢疾病治疗的
相互影响，从而为病人制定更好的治疗方案。

麻醉科医生：亢平
获得称号：我心目中的十大名医（全科其他科室）

低调的生命守护者
“真不是简单打一针”

至今仍有不少人以为，麻醉医生只是
“打一针”，但事实上真不是这么简单。

成都市公卫中心麻醉科医生亢平介绍，
他们每一台手术都与外科、妇产科、五官科
等医生并肩战斗，作为围术期医生，“术前要
全面评估患者的全身情况，判断是否能耐受
手术，术中除了麻醉，更重要的是应对手术
创伤出血、应激反应以及术中出现的各种意
外情况，维护特殊时期各器官系统的平衡、
减少术后并发症、加速患者术后的快速康
复，还会为患者提供术后镇痛，尽可能让患
者舒适地度过围手术期。”

有个30多岁的艾滋病产妇，生产前被发
现为中央型前置胎盘，已出血几百毫升，极可
能会大出血危及自身和胎儿的生命安全，情况
紧急，产妇马上被送往手术室。麻醉医生立即
启动应急方案，提前准备好救命的血液、急救
药物、器材，随时监测产妇生命体征。在麻醉
医生“保驾护航”下，一个多小时的手术顺利完
成，母子平安。 封面新闻记者 宁芝

成都市公卫中心参加2018年“榜样中国·我心目中的名医”颁奖典礼。

成都市公共卫生临床医疗中心：

7名专家当选“我心目中的名医”

2018 年，由封面
新闻、华西都市报和家
庭与生活报联合主办
的第六届“榜样中国·
我心目中的名医”大型
评选活动中，成都市公
共卫生临床医疗中心
（以下简称：成都市公
卫中心）共7名专家从
各大医院推选的近千
名医生中脱颖而出，荣
获了“我心目中的名
医”称号。

为何他们能获得
众多患者、业界人士的
点赞？近日，记者对7
名医生进行了专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