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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成都博润白癜风医
院走廊的一头，荣获第六
届榜样中国·我心目中的
名医“皮肤科十大名医”的
喻明江诊室里，挂着病人
送来的锦旗，挂满了整整
一面墙，桌上放着的都是
喻老先生专研白癜风的书
籍以及到世界各地学习交
流的照片。喻老先生今年
63岁，有6位徒弟的他，依
然坚持在一线为百姓看
病。他是中医世家之后，
从小受中医文化的传承与
洗礼，一直谨记家训：医德
高尚、敬业奉献、无私无
畏、为百姓着想。

目前在中国医学上有
三千多种皮肤病，其中银
屑病、红斑狼疮、白癜风是
皮肤病中的三大顽症。喻
医生虽出生于中医世家，
但却将中医与现代医学相
融合，在白癜风的治疗领
域中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白癜风患者需要克服的
不仅仅是疾病的困扰，更
多的是能够给他们给予心
理疏导。”喻医生说，中医
讲究的是全方位天人合
一，通过阴阳平衡、辨证治
疗调节五脏，把身体调理
到阴阳平衡状态，再通过
现代医学的手法，让患者
可以更好的吸收药物疗
效，促进黑色素的生成与
合成，尽大程度的改善或
消除白癜风，让病人恢复
正常皮肤。

何雯
医院：成都市第六人民医院
科室：耳鼻喉科
职称：主治医师
简介：中国医药教育协会眩晕专业
委员会青年委员，四川省耳鼻咽喉
头颈外科学会会员。擅长：眩晕疾
病的诊断及治疗，听力学检测诊断
技术，在突发性耳聋、位置性眩晕、
梅尼埃病等疾病的诊治方面有丰富
的经验。

白莹
医院：成都市第六人民医院
科室：眼科
职称：主治医师
简介：2005 年毕业于河北医科大
学。擅长：各种眼表疾病的诊断和
治疗，尤其对于复杂性干眼、睑缘
炎、角结膜病有丰富的诊断治疗经
验；擅长近视眼的诊断和手术治疗，
目前已参与完成1000+台近视眼手
术；对各种翼状胬肉、下睑内翻、泪
道疾病也有丰富的手术治疗经验。

秦辉
医院：四川省第四人民医院
科室：耳鼻喉科
职称：主任医师
简介：毕业于川北医学院，从事眼耳
鼻喉工作 35 年，对耳鼻喉科常见
病、多发病以及疑难杂症有独到的
见解，曾多次参加全国性在全国发
表十余篇论文。擅长多功能性鼻内
镜治疗、鼻窦炎、鼻息肉、鼻中隔偏
曲、中耳乳突根治术等。

钟捷
医院：四川省人民医院
科室：眼科
职称：主任医师
简介：从事眼科学临床诊治及研究工
作27年。中国中西医结合眼科专委
会委员，中国老年医学会眼科专委会
委员，四川省老年医学会眼科专委会
副主任委员，四川省医学会眼科专委
会常委。积极开展三、四级手术，手
术量在外科系统名列前茅。

唐璐
医院：成都大学附属医院
科室：口腔科
职称：副主任医师
简介：医院 2018 年度卓越榜样医
师。2011年至今担任口腔科修复
与正畸治疗组组长。擅长成年人复
杂病例，及替牙合早期功能性及骨
性错合的矫治。在修复方向对各类
牙体缺损，牙列缺损的诊断设计及
治疗均有较高水平，尤其擅长全口
牙列缺失的修复及前牙美容修复。

行医40余年，63岁仍坚持在一线

中医世家喻明江：
名医就是能为老百姓解决疾病的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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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涛
医院：成都大学附属医院
科室：放射科
职称：副主任医师
简介：成都大学临床医学院医学影像学
教研室主任，成都市金牛区放射专委会
主任委员。从事影像诊断工作近二十
年，主持和参与省市级科研项目多项，
研究方向为前列腺癌磁共振诊断和骨
关节创伤的磁共振诊断，尤其在磁共振
多参数成像诊断前列腺癌方面有深入
研究。

亢平
医院：成都市公共卫生临床医疗中心
科室：麻醉科
职称：副主任医师
简介：成都市医学会麻醉专委会委员、
成都市医师协会委员，成都市麻醉质量
控制中心专家。曾 3 次参加成都市急
诊急救知识技能竞赛，每次均获得个人
优胜选手奖。承担成都市公共卫生应
急工作，擅长感染性疾病危重患者的麻
醉及围术期管理，危重患者急救救治工
作等。

许颖
医院：成都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科室：检验科
职称：主任医师
简介：医学博士，硕士研究生导师，主要
从事病原微生物基因及蛋白组学研究。
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省部级、省厅级
课题多项。以第一作者/通讯作者发表
SCI收录、核心统计源期刊论著三十余
篇。四川省学术和技术带头人后备人
选、中国微生物学会临床微生物专委会
青年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冷文颖
医院：成都市第一人民医院
科室：急诊科
职称：主治医师
简介：从事急诊工作已有9年。以第一
作者发表北大核心期刊 2 篇，SCI 2 篇
（影响因子8分），目前正在申报我科为
全国心肺复苏培训基地，开展“腹部提压
心肺复苏术”新技术一项。多次组织科
室青年医生进社区、学校、警察局等进行
心肺复苏、止血包扎等技术教学

张政
医院：成都风湿医院
科室：风湿免疫科
职称：主治医师
简介：从事风湿免疫性疾病科研诊疗20
余年，长期从事风湿病的临床及发病机
制的研究尤其是在类风湿关节炎的早期
诊断、诊治及发病机制等方面进行了系
统性的研究。擅长类风湿关节炎、骨性
关节炎及其它关节疾病的发病机理、免
疫治疗以及早期诊断及治疗。

于海洋
医院：四川大学华西口腔医院
科室：修复科
职称：主任医师
简介：他是我国口腔修复学及口腔修复
工艺学领域的知名专家。针对我国口
腔修复工艺学教育的落后局面，他一手
策划和实施了口腔修复工艺学本科教
育各项建设内容，明确提出了我国口腔
修复工艺学的本科教育模式和内容，利
用四川大学多学科交叉优势和国内外
资源完成了师资队伍建设。

袁洛花
医院：成都市第七人民医院
科室：耳鼻喉科
职称：主治医师
简介：毕业于川北医学院，从事耳鼻喉
临床工作10多年，2009年于华西医大
耳鼻喉专业硕士研修班毕业，四川省耳
鼻咽喉头颈外科耳科专委会委员，四川
省老年医学会耳鼻喉专委会委员。熟
练掌握耳鼻喉各种常见病及多发病的
诊断及治疗，熟练掌握鼻内镜，耳内镜
及纤维鼻咽镜下的各种操作及治疗。

包德刚
医院：成都市第七人民医院
科室：耳鼻喉科
职称：主治医师
简介：2007年川北医学院耳鼻喉专业毕
业。熟悉耳鼻喉头颈外科常见病的诊
治，具备处理耳鼻喉各种急重症疾病能
力。主攻头颈外科肿瘤的手术治疗及辅
助放化疗，对头颈肿瘤的综合治疗有较
丰富的临床经验。擅长各种头颈肿瘤的
根治性手术及重建修复手术，保证疗效
同时注重外观、功能的保护和恢复。

罗君
医院：成都德道口腔医院
科室：口腔科
职称：主治医师
简介：从事口腔临床13余年，注重种植
牙的口腔功能重建与美学修复效果。
在临床诊治中将国际先进技术与人文
关怀相组合，将无痛、微创技术完美应
用于种植手术中。以丰富的经验、熟练
的操作、严谨的作风、细腻的手法，成功
完成近万例各种难度种植手术。

张彦
医院：成都市妇女儿童中心医院
科室：口腔科
职称：主任医师
简介：毕业于华西医科大学。擅长领
域：对成人口腔常见病多发病的诊治
和儿童口腔疾病的预防治疗有着丰富
的临床经验和娴熟的操作技能；在烤
瓷冠桥修复、牙颌畸形的矫治以及人
工种植牙等新技术的开展上有较深的
造诣。

苟加梅
医院：成都市第六人民医院
科室：超声影像科
职称：主治医师
简介：中国超声医学学会委员，中国医
师学会委员。毕业于华西医科大学基
础医学院临床专业。长期从事超声医
学临床及教学工作，擅长浅表器官超声
的检查诊断以及超声介入诊疗项目。
近年来参于了四川省科技支撑计划项
目申报成功。

李新丽
医院：成都市第六人民医院
科室：检验科
职称：副主任检验师
简介：成都市第六人民医院学科带头
人，中国医师协会慢性高原疾病诊断检
验医学专委会委员。2012年获四川大
学华西临床医学院医学博士学位。擅
长糖脂代谢机制研究。近年发表专业
文章10余篇，其中SCI文章2篇，核心期
刊5篇，参写专著2部；主持863和 973
子课题各1项。

陈利章
医院：四川省第四人民医院
科室：针灸科
职称：副主任医师
简介：毕业于成都中医药大学针灸专业，
四川省康复医学会中西医结合分会专委
会委员，针灸学会会员。先后在省级以
上刊物发表论文5篇。擅长运用针灸、推
拿、针刀、多种注射术、中药外敷等治疗
方法治疗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肩周
炎、膝关节炎、头晕、头痛、中风后遗症、
急慢性软组织损伤、消化系统疾病等。

李祥奎
医院：四川省人民医院
科室：麻醉科
职称：主任医师
简介：从事麻醉学临床诊疗及研究工作
30年。中国心胸血管麻醉学会血液管
理分会常委、日间手术麻醉分会委员，
四川省老年医学会疼痛专委会主任委
员，四川省医学会麻醉学分会委员、产
科学组副组长、疼痛专委会委员，四川
省医师协会麻醉分会委员。

李佽
医院：成都大学附属医院
科室：病理科
职称：主任医师
简介：成都大学附属医院病理科主任。
四川省医学会病理专委会委员，四川省肿
瘤学会骨肿瘤专委会常委，成都市医学会
病理专委会常委、成都市病理质控中心专
家组专家。先后在解放军总医院、空军总
医院进修、学习。主要从事肿瘤诊断工
作，尤其擅长前列腺肿瘤及肺肿瘤的诊
断，具有丰富的临床工作经验。

“每一个第一次走进我诊室
的病人，几乎都满脸愁容。”喻医
生回忆着说，很多患者发现自己
的皮肤出现了问题，被确诊为白
癜风后，都很难从疾病的打击中
抽离出来。因为白癜风患者面临
的最大考验不是其治疗本身，更
多的是其外在的损害与缺陷而导
致病人的心理压力。喻医生每次
的诊治除了给病人对症制定治疗
方案以外，更多的是耐心的开导
病人，给病人更多安慰与宽心，从
专业的角度让病人放下心中的重
压，能够保持一颗积极的心态来
面对自己的疾病。从医40余年，
喻医生在白癜风诊疗上积累了大
量的临床经验，因为中医讲究的
是辨证治疗，许多病人在治疗白
癜风的同时，喻医生还为其治好

了其他的病症。
19岁的自贡女孩小贺，正值

花季，却在颈部与下颌的右侧发
现白癜风，也因此与正在交往的
男朋友分手。“她妈妈陪着她一起
过来看病，被确诊为白癜风后，她
和她妈妈当时就哭了。”喻医生说
道，因为女孩正值青春年华，特别
注重外在形象，听到自己得了白癜
风后被吓到了。喻医生慢慢的给
她们讲解白癜风的病因、治疗、后
期的愈后巩固，同时给小贺制定了
一个治疗方案，通过6个月的治
疗，小贺恢复了当初的容貌，现在
只需定期来院复诊。同时喻医生
还治好了小贺长期的月经不调。

“复诊时她带上现在的男朋友一
起过来，看着她满脸的笑容，我真
的特别的高兴。”喻医生感慨道。

“白癜风虽是顽疾，但它不痛不
痒，也不传染，可是总会给病人带来
外观上的困扰，受人歧视和嘲讽。”
喻医生说，来自雅安的陈先生，白癜
风发病于双手。因工作关系，常常
不敢伸手递出资料。同事们也常常
躲着他，让他内心备受煎熬。陈先
生四处求医，几乎在几年的时间内，
大大小小的医院都看了遍，可白癜
风并没有因此而得到良好的控制。
就在他走投无路，已经想要放弃现
在工作的时候，经朋友介绍，认识了

喻明江医生，自此找到了人身的转
机。

“男儿有泪不轻弹，他一个30
来岁的大男人，走到我诊室说着自
己的遭遇自己就哭了起来。”喻明江
说，他承受了太久的心理打击与压
力，陈先生说找到喻医生就好似找
到他生命里的最后一根稻草，紧紧
的抓牢，怕失去这最后的希望。喻
医生当场安慰他，给他做了很多的
心理疏导，并且给陈先生制定了一
套中西医结合的诊疗方案。针对陈

先生的身体情况，喻医生先采用中
医的方法为他调节阴阳平衡，通过
药物、中医理疗调理后，陈先生的白
癜风得到了控制，白癜风不再扩
散。病情稳定后，再进行黑色素细
胞培植术，对白斑处的黑色素进行
修复，让皮肤恢复如初。在治疗白
癜风的几个月的时间里，陈先生就
犹如是经历了人生的蜕变，不仅疾
病得到了控制，整个人的心态也发
生了极大的变化，看着陈先生的变
化，喻医生内心的喜悦溢于言表。

口口相传
雅安患者慕名前来寻求转机

▽
“几年前我去义诊，给一个老

大爷留了一张名片，几年后他通过
名片找到我，要我为他治疗白癜
风。”喻医生说，没有想到只是一个
很小的举动，却让老大爷如此信任
我。白癜风本身只是皮肤疾病，但
如果长期不用药治疗，可能就会引
起一些并发症，比如甲状腺疾病、
糖尿病、贫血、白内障、肿瘤等，反
过来有甲状腺疾病、糖尿病、贫血
等疾病的人发生白癜风的几率也
比常人高。

“其实医生的治疗效果与病人
的配合是密切相关的，医生与病人
面对疾病是站在一条战线上的。”
喻医生说，与其说医生的医术高

超，不如说是病人成就了医生，因
为只有病人愿意积极配合治疗，好
的技术才能发挥到极致。再好的
治疗方案没有患者的配合也无法
达到效果，再配合的患者没有对症
的治疗手段也徒劳无功。

“看着病人愁着脸走进我的诊
室，最后带着笑容走出我的诊室，
这就是我作为一名医生的责任。
守护人民的健康，是医生的职业精
神。”所谓大医精诚，就是做一个有
医德的百姓健康守护者。用自己
的真心换病人的信任，共同为同一
个目标努力，让病人不走弯路。所
谓名医，就是一名能为百姓解决疾
病的医者。

从医40余年
看到的更多的是疾病下的心理崩溃

▽

医生与病人相互信任
疗效才能发挥到极致

▽

（排名不分先后） （排名不分先后）

喻明江正在与病人交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