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医疗品牌建设战略
将帮助各大医院
打造专属品牌标签

活动现场，各个医院院长和
医师先通过一段视频感受了封
面直播、封面视频的行业影响
力。随后媒体代表和医院代表
共同启动“封面新闻-华西都市
报医疗品牌建设战略”。

“封面新闻-华西都市报医
疗品牌建设战略”的启动，将帮
助四川省各大医院打造专属品
牌标签。通过华西都市报、封面
视频、封面直播等形式，对医院
先进且独具特色的医疗服务水
平进行各个维度的传播，对实时
的医疗信息进行跟踪报道，让越
来越多的百姓能够更多、更快、
更准确的知道四川医疗的先进
水平，了解更多医疗知识与常
识。同时也为患者在择医的时
候，能够根据自己病情择优选
择。

医疗品牌的建设不仅可以
不断增强医院核心竞争力，还能
使医院科研、教学等领域获得更
多的信息。随着“封面新闻-华
西都市报医疗品牌建设战略”的
启动，也将推动四川医疗行业水
平往更科技、更顶尖的方向发
展，这也是品牌战略启动的积极
意义。

“品牌”就好比一股无形的
力量，是任何一家医院或机构不
可或缺的一部分。医疗品牌的
建设，给医院带来的不仅仅是医
院的影响力，更多的是能够让更
多的百姓更能了解疾病的发生
与预防，更多的传递医学知识、
传递正能量。

封面新闻、华西都市报将与
四川省各大医疗单位，合力打造
四川医疗品牌，让百姓更快更全
面更准确知晓医疗知识和先进
的医疗信息，推动未来四川整个
医疗行业发展。

把36年放在
一个人的生命
中，能占据比1/3
还多的时间；把
36年放进一个人
的职业生涯，那
几乎是他职业生
涯的全部时间。
做一件事容易，
但36年专注于一
件事，并且把这
件事做到极致，
却需要付出超常
的努力。

对于原成都
军区总医院消化
内镜专家张炳印
来说，36年时间，
他从手术室医生
成长为西南甚至
全国首屈一指的
内窥镜技术专
家，参与或经手
的ERCP手术高达
5万多例。虽然
已经退休，但他
仍然将心力都放
在学科发展上，
2018年4月，他在
成都新华医院再
次回到临床，继
续做手术、带学
生、搞学术，作为
医学专家委员会
主任，他还要继
续为医疗质量和
病人健康负责。

退休后难舍临床
36年做“精”一件事

1982年，27岁的张炳印还只是
一个手术医生，那一年他开始第一
次接触、学习内窥镜，从那时起，他
的人生就被烙上了ERCP技术的烙
印。

简单来说，内窥镜是一根配
备有灯光的软管子，通过口腔、食
道、胃进入十二指肠找到胆管和
胰腺管在肠壁上的乳头形开口。
对病人最大的好处是避免了传统
开腹手术造成的创伤，能以最小
的痛苦和创伤达到治疗和治愈疾
病的效果。但这项技术由于操作
难度大、风险大、并发症高，普及
推广受到制约。张炳印说，光是
胰胆管插管就很考手艺，而操作
时只能在一厘米左右的区域内做
手术，刀夹伸得太长容易导致肠
穿孔，位置偏了又到不了指定位
置，力度太大容易导致诸多并发

症，如胰腺炎、肠穿孔出血等，分
寸之间都是人命。

多年下来，凭借高超的技术，
他成为中国著名内镜外科专家，被
誉为“西南第一镜”。“内镜能用于
很多领域，我只是在消化系统方面
做得比较多。”在张炳印看来，“西
南第一镜”这个称号“太大了”。
但他在内镜领域的成绩表明，他配
得上这个称号。国内开展十二指
肠下乳头扩约肌切开（EST）治疗
多种胰胆疾病例数最多的术者之
一，国内最早开展十二指肠镜下胆
道蛔虫套取术，独创“针状刀”改
良手术方式、缩短手术时间……这
些成绩在张炳印看来，都是“本
分”。

2014年，本该退休的张炳印被
原成都军区总医院普通外科内窥镜
室返聘，一干又是4年。2018年，张
炳印来到成都新华医院，他要带领
团队打造一个ERCP的特色学科、
权威学科。

年做“精”一件事
5万多例手术量练就“西南第一镜”

品牌代表着形象、
文化、价值，医院的品牌
是其发展的灵魂，注重
品牌宣传建设，将医院
的医疗全新技术、特色
专家坐诊、科研成果、精
准扶贫、教学理念、公益
付出以及服务水平等，
通过策划与包装，塑造
医院的专属IP形象，这
是一个医院在病患心中
的通行证，是医院与患
者之间的桥梁。

9月16日上午，由
封面新闻、华西都市报、
家庭与生活报联合主办
的四川省首届AI+医疗
高峰论坛暨第六届“我
心目中的名医”大型公
益评选活动颁奖典礼的
现场，正式启动了“封面
新闻-华西都市报医疗
品牌建设战略”，此项目
的启动不仅仅是为塑造
医院品牌，更是为打造
整个四川医疗行业的四
川品牌。

于苑晶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 简婷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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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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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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成都新华医院，有30多名来
自原成都军区总医院的人才队伍，
郭东阳便是其中之一。2018年之
前，郭东阳在原成都军区总医院肾
内科从事肾脏病、风湿病和血液净
化的临床、科研和教学工作，担任
科主任10年，退休后他来到成都新
华医院继续自己的临床工作。来
到成都新华医院后，郭东阳担任科
主任和学科带头人，原华西医院肾
内科主任医师屈燧林教授任名誉
科主任，这样的强强联合，给了该
院肾内科十足的“底气”。

肾内科血液透析病人很多，顺
利完成血液透析的首要条件是建
立良好的血液透析循环通路，在郭
东阳来之前，这部分病人都是采用
股静脉置管，虽然也能完成血透，
但因为是临时插管，使用时间短，
容易发生感染、血栓等并发症，而
且患者穿脱衣服时拉扯、翻身很容
易导致导管脱落，患者行走非常不
方便，不能洗澡和淋浴。郭东阳担
任科主任后，开展的多项新业务中
包含永久性自体动静脉内瘘人工
成形术，解决了以上问题。

老家南充的王婆婆，长期十多
年的尿频、尿不尽、排尿不适，还经
常尿失禁，经朋友介绍慕名来到成
都新华医院找到郭东阳主任，郭主

任仔细询问病史、详细查体、做了
简单的检查，开药回家治疗1月症
状明显改善，复诊后又治疗了1个
月，总共花费不到500元，症状完全
消失，未再复发，王婆婆和老伴大
老远送来锦旗表达感激之情。家
住金堂的张婆婆今年60多岁，是郭
东阳医生的老病人了。因为患有
尿毒症，她需要长期透析，在当地
血透治疗，多次发生动静内瘘血栓
形成，不能继续透析，每次她都会
找到郭东阳主任帮忙把血栓取
出。“很多慢性肾病的患者，治疗周
期长，需要终身透析，花费大，作为
医生不仅要治病，更需要给予人文
关怀。”郭东阳说，他已经养成把唯
一的手机号留给患者的习惯，只要
患者有问题随时都可以找他求助，
并能得到他的及时指导和帮助。

在郭东阳的努力下，科室从原
来的5名医生增加到了9名，多数具
有在知名三甲医院肾内科长期工
作的经历，其中高级职称专家达5
名。接下来，他计划按照三级甲等
综合医院肾内科和风湿科标准规
划和建设，力争3年内建成集肾病、
风湿病和血液净化的临床、科研、
教学、康复和慢性病防治为一体的
有较高水平的临床专科。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周家夷

郭东阳（左二）接受患者送来的锦旗。

肾病专家重组团体
给患者留电话可随时“打扰”

“封面新闻-华西都市报医疗品牌建设战略”启动

打造医疗行业的四川品牌

张炳印（中）指导年轻医生做手术。

封面新闻策划制作
20余期医疗直播视频
浏览量5000万+

封面新闻2018年已完成医院
策划并制作了医疗直播视频20余
期，总共产生5000万+的阅读量。
通过新闻策划、热点植入以及行业
相关科普知识将医院内的专家、科
室、医患故事等，全方位的通过直播
或视频的方式进行传播，这也是一
个医院品牌塑造与包装的过程，通
过品牌的塑造与包装，让更多人了
解医院、理解医生、懂得生活常识，
传递正能量。

“网红”这个词大家并不陌生，
在医疗界同样有“网红”。目前封面
新闻的网红医生直播视频系列，以
打造“网红”医生的个人品牌IP为
核心，依据主题策划，单推网红医
生，塑造医生正面形象，通过网络全
方位传播与形象铺垫来培养病人信
赖度。网红医生直播视频系列的全
网传播也曾多次被人民日报、新华
网等多个官媒转发，全网收获40万
网友观看，为医生带粉互动上
10000人，提升医院影响力。

而医美领域一直以来都是大家
关注的焦点，今年6月成都被授予

“中国医美之都”称号，由封面新闻
打造的《爱美丽》医美系列视频应运
而生，开栏视频《四川每年50万人整
形医生现场打针教你避“雷”》，以新
闻关注为焦点，体现出医美领域的专
注与专业，同时此视频在全网也达到
了80w+的传播量。

医院的品牌建设离不开新闻热
点的助推，结合新闻热点、根据医院
机构特点与其科室特点来策划和传
播直播与视频，找到医院病人特征
做特色科室的推介，宣传医院的专
业优势、服务特色，从科室的推介中
塑造医院的品牌特点与优势。而曾
在以产科科室品牌打造为题的《怀
孕长娃不长肉？医生提醒核桃不能
多吃 三瓣核桃=一碗饭》直播视频
收获300万+的网络传播量。

打造专属医疗品牌
传播平台医院沙龙上线
进行专业策划包装

此次“封面新闻-华西都市
报医疗品牌建设战略”的启动，
将为医院打造专属的医疗品牌，
不仅通过医院专家、特色科室、
人文关怀等各个维度来建设医
院品牌，同时结合新闻热度与百
姓关注度，来进行专业性医疗策
划与包装，为医院提供全新的品
牌建设计划。

封面新闻、华西都市报即将
上线推出的医疗品牌建设将分
为几大维度。一方面通过华西
都市报呈现，打造医疗行业公信
力品牌。一方面以封面直播、封
面视频为主的《有医据》、《爱美
丽》等栏目来与百姓进行医疗互
动，提升医院影响力。

除了医院线上的传播与服
务，还将通过线下的医疗科室沙
龙等活动增进四川医疗的凝聚
力，彼此提升科室行业力量，在
相互探讨与深入沟通的过程中，
形成四川医疗坚不可摧的品牌
力量。在“封面新闻-华西都市
报医疗品牌建设战略”中，将为
医院打造出一个全新的医院品
牌。

▽

封面新闻打造的《爱美丽》
医美系列视频应运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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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30斤重铅衣
已完成5万多例手术

张炳印介绍，ERCP手术全称是经内
镜逆行性胰胆管造影术。进行内窥镜手
术，需要穿着30斤的X射线防护装备，可
即便是厚重的铅衣，也挡不住辐射常年累
月对人身体的伤害。“X射线会杀死白细
胞，降低人的免疫能力，对身体造成很大
伤害。每天少则四五台、多则十多台手
术，都是在这样的环境下进行，不少人干
一段时间就改行了。”张炳印说，国内能开
展ERCP的专职医生不足5000人，而每
年有200万此类患者，因为医生少病人
多，他在退休之前曾连续15年没休过年
假，到了新单位虽然有一些可以自由支配
的时间，但他还是一心放在工作上，截至
目前，他完成的手术已达5万多例。

手把手教学生
36年培养近500名骨干

“学科、技术要发展，就需要有更多年
轻医生被推荐，走到更大的平台。”张炳印
说，刚开始他只是组织一些小型学术会
议，把带过的学生每年叫在一起，大家坐
下来谈一谈自己工作体会、经验教训。后
来因为来的基本是学生，大家便称之为

‘桃李会’。后来，这支队伍越来越壮大，
从最初的二三十人到如今的数百人。从
2009年至今，每年“桃李会”都邀请国内
顶尖专家来作学术交流和新技术操作演
示，为西部医师搭建一个同国内外沟通对
话的平台。截至目前，张炳印指导和培养
的学生已有近500人，很多已成为各医院
的核心人才。

“主任在教导学生方面非常放手，绝
不藏私，这一点很难得！”刘丹青医生是张
炳印从2009年开始带的学生，后来成了
他的得力助手。为了培养学生，张炳印将
许多手术都放手交给学生，稍微复杂的手
术他都在一旁督导学生，关键时刻出手解
决瓶颈。

“既然选择做这份工作，就要全身心
投入。当你治好一个病人，非常自豪，非
常有成就感……”张炳印说，接下来他想
做的是在成都新华医院组建一个专业内
镜团队，引进和培养更多的ERCP专业技
术人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