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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2月5日，市民李先生在成都高新分
院超声室做腹部彩照发现其“右肾囊实性占位”，
超声医生立即提交了疑似重大阳性网报。通过
爱康集团重大疾病管理流程，分别由检线医生、
医务主任、咨询医生对其疑似重大疾病进行了三
级审核，并在重大阳性追踪过程中，爱康成都高
新分院医务主任王主任每隔一周，定期追踪并持
续对李先生的病情进行回访，最终在2017年2
月22日，客户被确认为肾癌，由于发现及时，李
先生及早的在医院进行了病情的干预。

爱康集团通过重大疾病管理以及阳性追踪
体系，及时发现人们疾病征兆，提早进行干预，从
而帮助市民避免重大疾病危害生命的严重后果，
这正是健康体检的价值所在。通过对重大阳性
数据的管理、跟踪，督促客户知晓体检结果的意
义，为客户解惑、解疑、解压，便于客户对异常结
果做恰当的后续检查和追访。

在重大疾病高危异常发现(危急值)的标准
中，通过17个大项目82小项定义重大疾病高危
异常发现(危机值)标准，并在每个科室内显著位
置展示，各科室医生根据标准填写每日疑似重大
阳性网报，上传系统，系统进行比对、保存和分
析，后期由专人跟踪并回访。

爱康国宾庄严承诺以质取信
致力健康管理，提升生命质量

2018年，李先生在成都爱
康国宾红照壁体检中心进行
CT检查时，CT室张小鸽主任
发现他左肺上叶部分实性结
节，疑似肺癌，嘱咐李先生进一
步的复查就诊。张小鸽在后期
的回访中得知，李先生做了进
一步的复查，结果是炎性反应，
并无大碍。可张小鸽对该结果
仍存在疑虑，在和李先生深入
沟通后，了解到他曾于2017年
6月、2017年 10月及 2018年
12月都进行了CT检查，结果
均诊断为炎性反应。

张主任对患者的诊断结果
产生了深深的怀疑，他将李先
生先后4次的CT扫描照片进
行多次复核后，更坚定了自己
的判断。反复劝说后，李先生

终于同意再次接受更精准的
pet_CT扫描，最终印证了张主
任的“执念”：诊断结果提示肺
部患恶性肿瘤风险较大，通过
术后标本检验，李先生被确诊
为早期肺腺癌。

张主任凭借自己的从医经
验与“固执己见”，为李先生抓
住了肺癌诊疗阶段的“黄金时
间”，让患者从疾病根源上，尽
早地进行了干预与诊疗，这种
有人“管”的体检服务，正是爱
康集团的战略升级目标，通过
有人管并且一管到底的服务理
念，不仅拥有客户分级服务体
系，为客户提供专业的服务，同
时拥抱人工智能和精准医疗来
连接客户，为客户提供专家级
的可信赖的健康管理服务。

“信用让消费更放心”是2019年的消费维权年主题，随着消费市场规模不断扩大，消费水平日益提升，消费领域假冒伪劣、虚假宣传、支付风险、
信息泄露、霸王条款等损害消费者权益的情况仍时有发生，而人们对健康意识的不断增强，定期体检早已成为大部分市民的共识。因此，成都爱康
国宾在3月15日“国际消费者权益日”到来之际，特此对消费者做出六大承诺、五项服务和四项保障，其中有几项甚至为行业标准的严格建立打下了
基础。

·投诉履行首位责任制

为用户建立投诉快速处理机制，收到投诉后不推卸不转移，争取以最快时间解决问题并给消费者满意的回复。

·阳性追踪体系

即针对检后疑似呈现重大疾病阳性的患者立即启动追踪流程，及时发现疾病征兆，提早进行干预，从而帮助市民避免重大疾病危害生命的严重
后果，这正是健康体检的价值所在。通过对重大阳性数据的管理、跟踪，督促客户知晓体检结果的意义，为客户解惑、解疑、解压，便于客户对异常结
果做恰当的后续检查和追访。如果是一般阳性者通过短信提醒跟踪，如果是重大阳性者，由专人负责电话提醒，每周追访跟进。

国家卫生部室间质量评价
共计51个项目考核
爱康均以满分通过

体检报告的精确程度以及对相应体
检机构检验中心检测的准确性的评价，是
评估人们身体健康与否的关键指标，如果
检测不准确，除了会对病人造成经济上的
损失外，更重要的是会让患者错过宝贵的
治疗机会，造成不可挽回的严重后果。

而衡量体检机构检验中心检测的准
确性，主要是通过权威机构的室间质量
评价来做验证。室间质量评价分为国家
级、省级、市级三个等级，爱康集团成都
检验中心已经连续9年以优异的成绩通
过国家卫生部临床检验中心和四川省临
检中心组织的室间质量评价。并在
2018年国家卫生部临床检验中心室间
质量评价和四川省临床检验中心室间质
量评价中，其常规化学、内分泌、肿瘤物
标志物、感染性疾病血清学标志物、尿液
化学分析、全血细胞计数等6项室间质
量评价均以满分的成绩通过。

为保证检测的质量，作为负责全国临
床检验质量管理与控制工作最权威的、唯
一的国家级管理机构——国家卫生部临
床检验中心每年都会对包括国有三甲医
院在内的医疗体检机构进行室间质量评
价考核，目的是保证各临床实验室检测质
量，评估实验室检测能力，发现在检测中
存在的共性问题以及某些实验存在的特
殊问题，促进实验室提高检测水平。

为提高体检中心护士的理
论知识、专业技能、礼仪服务等多
维度的综合能力，爱康集团每年
都会在全国各区域选拔最优秀的
护士参与“爱康集团全国美小护
大赛”。通过此次大赛，让护士
们不仅在比赛中提升了自我的
专业技能，也在此次活动中进行
了互相学习，彼此获得经验。

护理大赛中，护士们通过
现场的演讲比赛，讲诉他们在
忙碌的工作中每天遇到的各种
顾客，在工作中一一为顾客解
决各色各样的问题。在技能考

核中，不论是采血、心电图还是
一般的检查，护士们都有条不
紊的进行着。通过此次大赛，
不仅是对护士们自我的提高认
识，同时也是对来爱康体检的
用户提供更好的服务。她们用
专业的护理知识和优异的服务
技巧帮助每一位来爱康体检的
市民，也用自己最好的一面去
服务每一位客人，让每一位来
爱康做健康体检的用户，都能
享受到爱康集团的专业检测质
量、技能检测的专业以及优质
的健康管理服务。

重大阳性跟踪管理 及时发现疾病征兆提早进行干预

三次诊断均无恙
爱康医生“固执己见”查出病人早期肺腺癌

全国美小护云集成都
只为让您感受一个有温度的爱康

爱康国宾医生团队

爱康国宾体检中心

爱康国宾美小护理论考试现场

成都兴城新援亮相
新赛季志在冲甲

2019新赛季，四川将有三
支球队“组团”征战职业足球联
赛，除了已经在足协杯先后亮
相的四川FC和四川优必选，3
月13日，成都兴城足球俱乐部
也召开新闻发布会，新加盟的
球员刘宇、王超龙、刘涛等带着
新赛季球衣集体亮相，俱乐部
常务副总姚夏则表达了新赛季
努力冲甲的目标。

成都兴城足球俱乐部去年
3月正式成立，制定的目标是

“一年冲乙，三年冲甲，五年冲
超”。上赛季以中冠第二名的
成绩冲乙成功，实现了第一步
小目标，今年有望向第二步目
标发起冲击。

“我们肩负着重振成都足
球的重任，一年冲乙三年冲甲
这个口号不是白提的，俱乐部
要努力把口号做实，同时在机
会来的时候一定要把握住，在
冲甲的道路上早日实现目标。”
姚夏表示，仗一场场打，路一步
步走，俱乐部会稳步前进，争取
早日实现目标。

兴城冲甲的志向并不是提
虚劲，随着刘宇、王超龙、刘涛
等多名国内知名球员的加入，
本就不弱的球队实力更得到明
显提升，为实现今年的目标增
添了重量级的砝码。

成都市足协主席辜建明表
示，会在青训方面给予兴城俱
乐部足够的支持，“需要哪个年
龄段的球员，我们都有。”他还
介绍，经过多年努力，成都足协
建立了比较完善的精英足球培
训体系，目前拥有男子足球队
从U11到U18的梯队，以及4支
女队共16支队伍，在国内是梯
队最多的协会之一，成都足协与
俱乐部分工明确，成都兴城只需
把一线队伍做好，为家乡父老交
出一份满意的答卷，早日实现
成都足球的全面复兴。

俱乐部副总兼领队魏群则
介绍了2019赛季的票务系统，

“俱乐部新赛季将建设一个信
息化平台，包括官方票务系统、
球迷注册系统、球迷论坛、周边
商城等，为广大球迷提供更优
质的服务。”

本周末，成都兴城队将奔
赴南京客场，打响征战新赛季
中乙联赛的第一枪。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 陈羽啸

欧冠夜，都灵，天神下凡！
尤文图斯与马竞欧冠1/8决赛首回

合，对于C罗来说是不堪的回忆。在熟
悉的马德里，C罗领衔的斑马军团0：2完
败。历史数据显示，在首回合率先获胜
的情况下，西蒙尼率领的马竞从来没有
被翻盘过，之前25次都是如此。但第26
次，他遇到了C罗。

据《马卡报》报道，C罗在第二回合赛
前，特意邀请了自己的亲戚朋友来到尤
文主场观看比赛。他一再告诉亲友们，
尤文肯定能够晋级，而自己将上演帽子
戏法。尽管，面对欧洲最好的门将奥布
拉克，在同一场比赛中进三球似乎是
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是尤文 7
号不像是在吹牛，而 C 罗的确已经不
是第一次做到这种类似奇迹的事情
了。远的不说，在2017年欧冠半决赛
中，当时效力于皇马的C罗同样在对马
竞的比赛中成功“戴帽”。而在各项赛
事里，C罗对阵马竞更是已经上演过4
次帽子戏法。

事实证明，C罗果然没有吹牛！北京
时间3月13日凌晨，他先后攻中两粒头
球，并在终场前罚进一粒点球，以完美的
帽子戏法力挽危局，让尤文图斯今年的
欧冠冠军梦得以延续。

人们看到，罚入点球后的怒吼，是C
罗转会到尤文图斯后，面对争议最好的
一次释放，而女友乔治娜的眼泪，也让外
界明白了C罗和家人面临的巨大压力。

面对几乎是职业生涯最难一战，C罗
向全世界证明：“我就是神！”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燕磊

足球世界里，对“英雄”的定义是如
此简单：危难关头，单骑闯关，独挑大
梁，1人改变11人的命运。尽管这是一
项团队运动，但巨星的魅力从来没有一
刻被忽视过，更多的时候，这样的光芒会
盖过比赛本身。当然，自古美人配英雄。

当C罗点球罚进，完成帽子戏法的
一刻，看台上的乔治娜哭了。她双手捂
脸，泪珠闪烁，楚楚动人。赛后，“王”的
女人在社交媒体上晒出了C罗少年时
的照片，并配文道：“这是你应得的，因

为足球世界都是你的。”她了解她的男
人身上扛着怎样的压力。

这个夜晚，乔治娜恐怕是星球上最
幸福的女人。

他和她的爱情故事，被媒体称为
“灰姑娘的童话”。乔治娜原本只是一
家奢侈品店的导购，和C罗相遇后，她成
为了聚光灯下的宠儿。起初，有很多人
不理解，“万花丛中”，C罗为何选择了一
个平凡女子。如果说伊莲娜是一杯诱人
的红酒，那么乔治娜就像一杯白开水。

正是这样一杯白开水，可以包裹C
罗略带“狂妄”的内心。毫无疑问，C罗
是自信的，甚至有些自恋，他享受乔治娜
的仰视，也愿意被这份温情融化。更为
重要的是，乔治娜还是一位完美的母亲，
她接纳小小罗，为C罗养育4个孩子。

可以想像，在乔治娜面前，脱下球衣，
洗去发胶后的C罗，一定多了几分柔情。

“天神下凡”之夜，比胜利更动人
的，是乔治娜的眼泪。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钟雨恒

比翻盘更动人的
是乔治娜的眼泪

C罗曾经和采访他的媒体记者有过一段这样的对话——
C罗：“我在家里建了个地方来放置奖杯。”
记者：“那一定满了。”
C罗：“是满了，不过还有地方放更多的。”
一个34岁的男人可以在球场上掀起多大的风浪？克里斯

蒂亚诺·罗纳尔多告诉了我们答案。

八块腹肌不只是用来秀的，更是用来
支撑起跳高度，用来在空中延展身体，用
来调校射门准度的……是的，我说的是C
罗。欧冠1/8决赛次回合，尤文图斯主场3
比 0 完胜马竞，总比分 3 比 2 逆转晋级，C
罗上演帽子戏法。壮哉，高昂的战神！

两个头球、一个点球，简单干脆、直接
高效。没有华丽炫技，没有反人类操作，
似乎只是抓住了该抓住的机会，进了该进
的球。这一切，水到渠成。你有多长时
间，没见过效率如此之高的 C 罗了？只
记得，西甲岁月的末端，意甲生涯的初
始，C 罗常态性浪射，射正率、转化率，都
惨不忍睹。当所有人都在感叹C罗真的
老了的时候，他又活了，甚至是浴火重生，
归来仍是少年。在联赛，C 罗渐入佳境。
在欧冠，C罗再造传奇。刷爆纪录的一战，
我们隐约想起了巴蒂。那无匹的意志，似
曾相识。

精神属性，是个很玄的东西。正是这
个东西，阻碍着梅西超越马拉多纳，正式
加冕球王；也正是这个东西，让 C 罗不断
进化、愈战愈勇，硬生生把自己的历史排
位推升一档。这一战，C罗所展现出的求
胜欲望，那志在必得的意志品质，那毕其
功于一役的决绝之心，很大程度上是超越
于他的年龄段的。在“养生足球”大行其
道，在“越老越妖”备受追捧的今天，C罗的
踢法，不妖也不养生。非但如此，C罗的足
球在暴力美学的路上，反倒还有逆势加码
的迹象。

当然，我们理解C罗的这份倔强。这
一年来，C罗经历了怎样的起落沉浮？被
西班牙税务部门轮番滋扰，被老佛爷高位
出货套现。孤身一人闯荡陌生的亚平
宁。虽有过往荣耀加持，却无奈还要从头
来过。足球，是最不公的，即便你有着辉
煌的过往，还需要以当下的表现征服球迷；
足球，是最公平的，但凡你带来进球、胜利
与分数，你便能在一夜之间赢得所有。早
已不需要证明自己的C罗，一次又一次重
新证明着自己。这是天生为足球而生的男
人，这是击不垮的硬汉，是赢不够的球痴。

从发胶男、跳水罗，到以一己之力逆
天改命的伟岸战神。天知道，C罗的身上
发生了什么。珍惜这个双星争辉的年代吧，
这很可能是足球最好的岁月了。前辈高峰
在前，后辈望之叹之，却大概率追之不及吧。

C罗赛前明说：尤文能晋级，我能进三球

天神下凡！
说翻盘就翻盘

看本文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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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罗的腹肌
□蒋璟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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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治娜泪洒看台。

尤文图斯队球员克·罗
纳尔多（中）进球后与队友拥
抱庆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