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我心目中的名医(内科) （排名不分先后）

关键词：零赔付
从事毛发移植近二十年

医德医技得认可

“他非常儒雅温和，看起来不像
人们印象中的威严型专家。”“他总是
能给你最好的治疗建议。”“他对我们
都很耐心，让人有安全感。”这是不少
前来植发的人对汪军院长的印象。

能得到病人的肯定，不仅体现在
待人接物，更在技术。经过他的一双
巧手，无数脱发患者重新长出头发，
重拾生活的信心。

植发需要巧手，巧手的“炼成”离
不开多年的经验。据悉，作为毛发界
的大咖，汪军院长从事毛发移植已近
二十年，是中国较早的自体毛发移植

拓荒者和领路人，曾赴韩国美国与顶
级植发专家进行学术交流。

正是有如此丰富的经验，让他对
毛发移植了然于心。因此，接诊时，
汪军医疗团队会根据具体情况，作出
最佳的治疗方案。

在团队的努力下，首瑞毛发移植
医院取得了骄人的成绩。比如，通过
PICC中国人保的8万元植发保单，
为病人提供手术安全和治疗效果双
重保障，合作至今7年实现连续零赔
付。

关键词：严格标准
共建医美之都

首瑞毛发移植医院汪军
制定植发标准流程

汪军院长严格要求每一台手术

坚持12项精细植发流程，8项毛囊分
离标准指示，9项植发基本保障，这是
首瑞毛发移植医院能够成为成都乃
至全国众多发友选择的重要原因。

在我国，植发行业仍属于新兴行
业。“加强植发市场监管以及规范化
发展，才能使植发行业在市场中良性
发展。”汪军院长指出，作为四川本土
植发机构，不仅要遵守行业规范，还
要规范资深植发流程，使之标准化，
才能通过植发解决发友们的需求。

为了响应政府号召，共建医美之
都，让植发行业快速发展，首瑞毛发
移植医院以汪军院长为核心的医疗
团队建立了一整套的植发行业标准
化流程方案，比如，在植发手术前，通
过标准化术前沟通，确保毛囊健康状
况、毛囊内头发数量，以便确定患者
的脱发状态和确定选取毛囊样本，以
美学理念设计发际线，确保打造出符
合个人脸型的发际线，保障术后自然
美观。

关键词：不剃发
爱美发友植发
不剃发就能实现

为满足更多爱美发友对发际线
的种植需求，植发后悄悄变美，不成
为别人的谈资，以汪军院长为首的医
疗团队，通过多年的潜心研发和手术
实践，在2017年正式推出不剃发植
发技术，并在2018年申请获得国家
专利技术。

对于很多人痴迷“整形美容数日
韩先进”的观念，汪军院长表示：成都
医美无论是技术实力还是设备上，都
完全不亚于日韩。很多日韩整形师
都要到中国、到成都来学习、实习和
交流。他自己就曾带了好几个韩国
学生，汪氏隐形不剃发植发技术也至
少领先了国外数年。

汪式隐形不剃发植发技术将引
领植发行业新革命，并且汪军院长预
测在不远的未来，不剃发植发技术，
将成为毛发移植行业主流的植发技
术选择。

凭实力积累口碑
英国留学生回国当天找他看病

“我们一家都在李毅老师这里看
病，非常信任他。”来自西昌的刘丽
（化名）一家，是李毅教授的“头号粉
丝”。刘丽患有晚期肝癌伴腹腔转
移，她曾到过成都、广州等地，也找
了很多医生，但身体还是不好，长期
的肝区疼痛、困乏，食欲差，让她的
心情非常糟糕，对生活也没了信心。
2018 年 3月，刘丽经朋友推荐找到
了李毅，从此生活也慢慢发生了变
化。“最大的感觉是体质好多了，以
前每个月要感冒五六次，后背总是发
凉，现在基本上不怎么感冒。”刘丽
说，李毅在看病的时候，不仅问诊、
开药，还常常开导他舒缓心情、积极
面对生活。目前她已经吃了46副中
药，很多症状已有缓解，心情也平和
了许多。

基于对李毅教授的信任，她的丈
夫、儿子都开始找李毅看病。9月12
日，是刘丽的儿子从英国学成回国的

日子，离家多年，他下飞机的第一件
事，就是来到李毅的诊室。虽然早已
过了李毅的下班时间，但他还是在诊
室等待这位远道而来的患者。

实际上，李毅的病人遍布全国，
他也常为病人“加班”，有时患者实
在不能面诊，他就通过手机微信给别
人看病，还减免挂号费。这位一心为
病人的中医，收获了广泛的好口碑。

善用“毒药”应对肿瘤
坚持“对病人负责”

作为中西医结合内科学专家、陕
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主任医师，李
毅一直从事临床、教学、科研工作，
他师从中医名家陈潮祖先生，精通胃
肠镜下诊断、治疗及胶囊内镜对小肠
疾病的诊断，擅长中西结合治疗难治
性消化性溃疡、慢性胃炎、溃疡性结
肠炎、急性胰腺炎、消化道出血、肝
炎等消化疾病，尤其擅长使用中药

“附子”、“蜈蚣”等毒性、虫类治疗肿
瘤、肝硬化、肺心病、冠心病、心衰、
肾衰等疑难杂病。

“肿瘤、癌症听起来很可怕，实际
上其实并不那么难。”李毅说，中医
经典古籍《黄帝内经》中说“阳化气，
阴成形”，在他看来，大多数肿瘤形
成的原因，都是阳气不足，阴气凝聚
过度。所以，他在应对肿瘤时主要是

“扶阳气”，让病人散寒散包块。附
子早在《神农本草经》中就有运用，
可以回阳救逆，温中散寒，所以成了
李毅最常用的一味药。但是附子毒
性大，使用起来要格外小心，在中医
里主要通过炮制和配伍等方法，来控
制附子的毒性。

李毅认为，中药的品质对用药效
果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作用，“中药
品质是疗效的基础，选择高品质的中
药材才是对病人负责。”

“对病人负责”的想法，渗透在李
毅每一次问诊、每一次处方中。他对
每一个使用附子的药方都记录得清
清楚楚，还专门买了一个手机拍摄为
患者开出的处方，便于后期查阅资料
使用，如果患者有什么问题向他咨
询，他都能马上回想起对方的病症和
处方。“一手仁术，一手仁心”，李毅
将这句话揉在了他从医多年的点滴
中，目前，他每月一次到成都来坐
诊，为更多患者提供帮助。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周家夷

16 日，由封
面新闻、华西
都市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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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公益评选活动颁奖
典礼举行。好医生国医连锁
诊所首席坐诊专家、陕西中
医药大学附属医院主任医师
李毅教授，从上千名候选者
中脱颖而出站上领奖台，收
获了属于他的荣誉——“我
心目中的十大名医（中医
科）”，这份荣誉的背后，离不
开他精湛的医术，和对患者
一丝不苟的严谨。

因为擅长使用“附子”等
毒性植物入药治疗疑难杂
病，对患者也关怀备至，李毅
在患者中的口碑很好，病人
遍布全国，甚至还有人从国
外专程回国找他看病。但在
他看来，医生不仅仅要治病，
还要能给病人信心。

9月

帮助更多爱美人士 持续创新变革
首瑞毛发移植医院院长汪军登上“榜样中国·我心目中的名医”榜

中医教授善用“毒药”对付疑难杂症
患者回国下飞机就找他看病

2018年由封面新闻、华西都市报、家庭与生活报联合主办，由广大患者公开投票选举出的，
第六届“榜样中国·我心目中的名医”大型公益评选活动，是四川地区医者荣誉的最高奖项。经过
大众网络投票和专家评审，在一个月紧张角逐后，首瑞毛发移植医院院长汪军脱颖而出，成为唯
一获此殊荣的毛发移植专科医生，而这份荣誉不仅仅属于汪军院长个人，更属于他优秀的医疗团
队和他所在的这所首瑞毛发移植医院。

首瑞毛发移植医院作为一家全面致力于毛发移植、脱发诊治、头皮疾病诊治等毛发专科机
构，同时也是西部毛发移植修复中心、植发流程标准化示范机构、不剃发植发研究院。多年来，它
已经拥有一大批认可它的患者群体，成为爱美者的“朋友圈”阵地。

▶

卿毅
医院：成都大学附属医院
科室：肿瘤科
职称：副主任医师
简介：成都大学附属医院肿瘤科主任，肿
瘤学博士。四川省肿瘤学会肺癌专委会
委员，成都市肿瘤内科质控专家。主要
从事肺癌、结直肠癌等恶性肿瘤化疗/分
子靶向治疗及肿瘤介入治疗工作。主持
国家自然科学青年基金1项，参与完成多
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在国内外医
疗期刊发表论文50余篇。

饶进
医院：成都大学附属医院
科室：血液科
职称：主任医师
简介：血液科主任，成都大学附属医院
2018年度卓越榜样医师。四川医学会
血液分会委员，成都市医学会血液分会
委员。擅长血液系统恶性肿瘤（多发性
骨髓瘤、淋巴瘤、急慢性白血病等），对
于各种原因导致的贫血，血小板减少等
出凝血疾病的诊治，具有丰富的临床经
验。

刘大凤
医院：成都市公共卫生临床医疗中心
科室：内科
职称：主任医师
简介：医学硕士，在读博士。四川省第
十批学术技术带头人后备人选。从医
20多年，对内分泌疾病、尤其是传染病
合并内分泌疾病有一定的研究，擅长传
染病合并内分泌疾病、代谢性疾病及甲
状腺疾病的诊治。主持省市级科研课
题5项，主研或参与国家级、省市级科
研课题多项。发表论文30余篇。

张朝勇
医院：成都市公共卫生临床医疗中心
科室：儿科
职称：副主任医师
简介：中共党员，1985年毕业于川北医
学院临床医学系，副主任医师，儿科副
主任。从事儿科临床工作30余年，擅
长儿童感染性疾病如手足口病、麻疹、
水痘、猩红热、流行性腮腺炎等的诊
治。在国家级、省部级医学杂志发表论
文20余篇。四川省医学会儿科学专业
委员会第一届重症专业学组委员。

聂晓红
医院：成医附二院·416医院
科室：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
职称：副主任医师
简介：毕业于重庆医科大学，四川省第十
一批卫生计生委学术技术带头人后备人
选，成都医学院教学督导专家。对呼吸
系统常见病及少见病、危重症的诊治有
丰富的经验，对慢阻肺以及其并发症和
合并症、肺癌的内科综合治疗有较深入
的研究。以第一作者在北大核心期刊及
科技核心期刊上发表论著20余篇。

2018我心目中的名医(外科) （排名不分先后）

王康
医院：四川省人民医院
科室：胃肠外科
职称：主任医师
简介：从事胃肠外科学临床诊治及研
究工作近30年。现任中国医师协会
微无创医学专委会、结直肠专委会副
主任委员，亚微外科专委会及机器人
手术专委会委员。四川省首位开展
机器人胃肠手术的专家，至今已开展
胃肠肿瘤手术近百例，是省内开展此
类手术量最大、种类最多的专家。

王雄
医院：成都大学附属医院
科室：麻醉科
职称：主任医师
简介：成都大学附属医院麻醉科主
任。主要从事临床麻醉和疼痛治
疗，尤其是在疼痛诊疗方面一直处
于省内前列。目前担任四川省医学
会麻醉专业委员会委员，四川省麻
醉质控中心专家。曾在国内各级杂
志发表专业论文数十篇、主持和参
研省市级科研项目数个。

邓磊
医院：成都大学附属医院
科室：麻醉科
职称：主治医师
简介：成都大学附属医院对口支援

“传帮带”医疗队石渠党支部书记、
成都大学2018年度优秀共产党员，
成都市首届医师节优秀医师，麻醉
科主治医师。在石渠精准扶贫工作
期间，邓磊通过讲座、授课、操作演
示等方式努力提高本地医护人员的
专业技术水平。

周总光
医院：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科室：胃肠外科

职称：主任医师

简介：周总光教授是全国腹腔镜微

创领域的“开拓者”和“领军人”，为

了降低胃肠肿瘤患者的经济负担，

带领团队从多个方面节约开支，使

结直肠癌手术及整个住院总治疗费

用达全国最低水平。

刘伟
医院：成医附二院·416医院
科室：普外科
职称：主任医师
简介：成都医学院兼职教授，成都市
医学会普外分会委员，成都市医疗事
故鉴定专家。继2004年开展经胸乳
腔镜甲状腺切除术，2017年率先在
四川开展经口腔镜下甲状腺切除
术。近年开展腹主动脉瘤及下腔静
脉介入治疗、甲状腺结节微波消融
术、腹腔镜下胰十二指肠切除术。

王少清
医院：成都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科室：肾病科
职称：主任医师
简介：成都医学院临床医学院第一附
属医院康复医学系主任、肾病科主
任。四川省医学会肾脏病学专业委员
会常务委员四川省医师协会肾脏内科
医师分会委员。擅长慢性肾脏病管
理、糖尿病肾病诊治和危重患者的血
液净化治疗。发表学术论文10余篇，
其中SCI收录3篇。

陈航
医院：成都市第一人民医院
科室：心血管内科
职称：主任医师
简介：副主任医师，毕业于四川大学华
西临床医学院。从事心内科临床工作
20余年，擅长心内科危急重症抢救及心
内科介入手术，尤其是冠心病介入治
疗。持有美国心脏协会（AHA）颁发的
急救人员资格证书。 任四川省医学会
心电生理与起搏专委会青年委员、四川
省康复医学会血管专委会委员等。

李国平
医院：成都市第三人民医院
科室：呼吸内科
职称：主任医师
简介：四川省有突出贡献优秀专家，四川
省卫生厅学术和技术带头人。从事临床
医疗、教学，擅长于呼吸系统疾病的诊治，
特别是在呼吸介入病学和肺部过敏性疾
病诊治方面有较深造诣，积极开展转化医
学研究，为难治性哮喘治疗提供了新的治
疗手段，开展纤维支气管镜检查的现场细
胞学评估，大幅提高医疗质量。

郭东阳
医院：成都新华医院
科室：肾病内科
职称：主任医师
简介：第四军医大学医学硕士，国际肾
脏病学会（ISN）会员，四川省医学会和
成都医学会医疗事故鉴定专家。擅长
各种长动静脉内瘘成形术、中心静脉置
管术、肾囊肿穿剌抽液固化治疗术、肾
穿刺活检术和肾活检病理诊断。独立
完成新业务新技术20余项。主编和参
编专著各1部，发表学术论文70余篇。

尚建中
医院：四川华西肝病研究所
科室：消化肝病科
职称：主任医师
简介：从事肝病治疗和研究三十多
年。在治疗中所用方法独到，倡导肝
病诊疗的精细化、系统化，提倡个体性
系统治疗，疗效显著，受到医学界的一
致称赞，成为了我国肝病领域的权威
专家。30余年来对于肝病等传染疑难
杂症的研究铸就了传染病临床医学上
的资深专家的口碑。

主办单位：封面新闻华西都市报家庭与生活报

大型公益评选活动
四川省首届AI+医疗高峰论坛暨第六届“我心目中的名医”

20
2018年9月21日 星期五
责编 黄强 版式 刘丹阳
校对 张晓

何贤禄
医院：成医附二院·416医院
科室：普外科
职称：副主任医师
简介：2003年本科毕业于川北医学院临
床医学专业，于2006年至四川大学攻读
硕士学位，研究方向为肝胆胰疾病基础
与临床、肝移植。2009年获硕士学位，历
经主治医师、副主任医师，从事普外科疾
病诊治工作，擅长肝胆胰脾疾病、甲状腺
疾病诊治及手术。参与及主持科研项目
5项，核心期刊发表论文6篇。

常立高
医院：四川结石病医院
科室：泌尿二科
职称：主任医师
简介：毕业于南京铁道医学院医疗系，从
事泌尿外科临床工作近30年，主攻泌尿结
石微创技术。擅长肾结石、输尿管结石、膀
胱结石、尿道结石等泌尿结石的微创手术
治疗，对泌尿系肿瘤、先天性尿路畸形、小
儿泌尿疾病等疑难杂症的手术治疗有很
深造诣，成功开展泌尿系结石微创手术超
2万例，手术技术娴熟，追求精细完美。

张炳印
医院：成都新华医院
科室：消化内镜中心
职称：主任医师
简介：成都新华医院消化内镜中心主任，
中国医学装备协会外科医学装备分会内
镜装备专业委员会委员。擅长胃肠镜的
诊断与治疗。是国内开展十二指肠下乳
头括约肌切开（EST）治疗多种胰胆疾病
例数最多的术者之一。发表论文报告60
余篇，获得四川省科技进步一等奖、全军
医疗成果奖等15项。

梁益建
医院：成都市第三人民医院
科室：骨科
职称：主任医师
简介：第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曾获得

“全国抗震救灾模范”、第十届“中国医师
奖”、首届“健康四川——大美医者”和

“中国好人”等荣誉称号，并当选为“感动
中国2016年度人物”。

向贤胜
医院：南部县人民医院
科室：泌尿外科
职称：副主任医师
简介：泌尿外科主任。2017年9月开展
四川省首例“腹腔镜膀胱癌根治+全去
带乙状结肠原位新膀胱术”，并受邀在省
内作学术宣传。面对高强度、经常加班，
向贤胜没有任何怨言，每天坚持交班、查
房、会诊、手术……“为患者解决痛苦就
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是我们的人生
价值”这是向贤胜最常说的一句话。

首瑞毛发移植医院院长汪军

李毅教授为患者问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