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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届“我心目中的好医生”
评选开始投票啦
今公布60名“
好医生”和30个“好医疗团队”候选名单，投票截至8月14日18时

武汉晚报讯 （记者罗岚 通讯员
陈莉）盛夏的武汉，一股彰显仁医精
神、 弘扬医患互动正能量的清风吹
遍武汉三镇。 第五届“我心目中的好
医生”评选今天进入投票环节，本报
公布60名“好医生” 候选人和30个
“好医疗团队”候选名单，欢迎广大
市民继续踊跃投票， 投票截止时间
为8月14日下午6时。
本活动自7月16日启动以来，热
心市民通过拨打热线、手机填报、信
函投递等方式进行推荐， 各医疗机
构也积极参与推评。 7月27日推荐阶
段结束后，评委会联络被推荐“好医
生”“好团队”所在单位核实情况，综
合其长期表现和群众口碑，本着“宁
缺毋滥”的原则，形成60名“好医生”
候选人和30个“好医疗团队”候选名
单。
投票结束后， 评委会还将组织
专家评审， 综合网络投票和专家评
审结果，选出30名“我心目中的好医
生” 和10个“我心目中的好医疗团
队”， 评选结果拟于8月19日中国医
师节前夕揭晓。
本报将在“武汉晚报”和“好医”
微信公众号子菜单开辟“我心目中
的好医生”投票专栏，广大市民可扫
描二维码，关注“武汉晚报”或“好
医”微信公众号进行投票，投票平台
将于今天下午2时开放。 整个投票活
动期间，每位微信用户对“好医生”
“好团队”只能各投一次票，最多可
选择5位“好医生”和3位“好团队”候
选者。
评委会重申， 禁止各种网络刷
票，投票系统将严密监测刷票情况，
一经发现立即取消参评资格。

武汉晚报二维码 好医网二维码

参与投票的“好医生”名单
1俞立民 武汉市八医院肛肠科
2刘宗涛 武汉市红十字会医院心血管内
科
3杨汉萍 硚口区宝丰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4黄莹 硚口区汉水桥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全科
5周琛淼 汉阳区妇幼保健院儿童保健部
6王群 武汉市第五医院肿瘤科
7陈朝艳 武昌区水果湖街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全科医生
8张志勤 武昌区首义路街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狂犬病暴露预防处置门诊
9钱惠玲 武汉市第九医院儿科
10吴朝霞 洪山区梨园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11李秋阳 洪山区青菱街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中医康复科
12陈守相 蔡甸中医医院针灸科
13江喜姣 江夏区第一人民医院耳鼻喉科
14谢峰 江夏区中医医院骨二科
15熊念 东西湖区人民医院神经内科
16彭雪丽 东西湖区慈惠街卫生院慈惠街
康居中心卫生室
17李元平 黄陂区前川街环城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中医科
18罗勇 黄陂区人民医院重症医学科
19程浩 新洲仓埠中心卫生院中医针灸康
复病区

20曾靖 武汉开发区（汉南区）新民社区
卫生服务中心全科
21甘义平 东湖高新区九峰街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全科
22胡雅君 武汉市第一医院生殖医学科
23陈柳青 武汉市第一医院皮肤专科
24尚玉强 武汉市中心医院心脏大血管
外科
25熊国平 武汉市中心医院妇产科
26付守芝 武汉市第三医院急诊科
27孙勤国 武汉市第三医院中医科
28刘伟军 武汉市第四医院脊柱外科2·骨
肿瘤科
29董骏武 武汉市第四医院肾内科
30张勇 武汉儿童医院心血管内科
31黄艳辉 武汉市中医医院妇科
32李冬 武汉市中医医院骨伤科
33黄朝林 武汉市金银潭医院办公室
34谢琴 武汉市精神卫生中心精神科监
护病区
35姚昌伟 武汉市东湖医院老年保健中心
36苏邹 武汉市武东医院精神科
37熊丽 武汉市武昌医院妇产科
38胡家顺 武汉市汉口医院心血管内科
39王丽岳 武汉市普仁医院心内一
40杜荣辉 武汉市肺科医院内三病区
41程莉 武汉市急救中心汉口急救站

42陶凯雄 协和医院胃肠外科
43姜毅 湖北省人民医院儿Ⅱ科
44程真顺 武汉大学中南医院呼吸内科
45陈新军 武汉大学中南医院神经外科
46尹涛 湖北省肿瘤医院肝胆胰科
47徐峰 中国人民解放军武汉总医院骨科
48段瑶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六一医院
妇产科
49但毕堂 湖北省第三人民医院神经内科
50夏世文 湖北省妇幼保健院新生儿科
51廖凯兵 湖北省中西医结合医院放射科
52刘敏 武汉市第六医院综合三科
53李承红 武汉市第六医院呼吸与危重症
医学科
54许荣 武汉爱尔眼科医院青光眼白内
障专科
55彭华琮 武汉艾格眼科医院白内障专
业组
56王万铭 长江航运总医院神经内科二
病区
57李欣 华润武钢总医院呼吸科
58刘美 武汉钢铁（集团）公司第二职工
医院康复科
59毛庆菊 武汉科技大学附属天佑医院
中医科
60左云周 湖北六七二中西医结合骨科
医院骨关节科

参与投票的“好团队”名单
1潘晓英家庭医生团队 江岸区劳动街社
区卫生服务中心
2甲乳外科 武汉市红十字会医院
3杨亮家庭医生团队 硚口区汉水桥街社
区卫生服务中心
4青和居家庭医生团队 青山区青和居社
区卫生服务站
5皮肤外科团队 武汉市第一医院皮肤科
6心血管内科团队 武汉市中心医院心血
管内科
7烧伤科 武汉市第三医院
8运动医学团队 武汉市第四医院运动医
学科
9“守护新生儿”团队 武汉儿童医院新生
儿内科

10重症医学科团队 武汉市中医医院重症
医学科
11感染七科（艾滋病） 武汉市金银潭医院
12PICU团队 武汉市精神卫生中心精神
科监护病区
13康复科团队 武汉市东湖医院
14精神科团队 武汉市武昌医院精神科
15王争艳工作室 武汉市汉口医院
16肝胆外科团队 武汉市普仁医院肝胆外
科
17耐多药项目办 武汉市肺科医院内六病区
18企业健康直通车服务队 武汉市职业病
防治院职业卫生科
19成分献血科团队 武汉血液中心成分献
血科

20120调度科 武汉市急救中心120调度科
21胸痛医生联动队 同济医院心内科
22血液科病房 协和医院血液科
23泌外Ⅲ科 湖北省人民医院泌外Ⅲ科
24肿瘤放化疗科 武汉大学中南医院
25胃肠泌尿外科MDT团队 湖北省肿瘤
医院胃肠泌尿外科
26心血管内科团队 中国人民解放军武
汉总医院心血管内科
27产科团队 湖北省妇幼保健院产科
28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 武汉市第六医
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
29胸痛中心团队 武汉亚洲心脏病医院
30神经内科卒中团队 长江航运总医院
神经内科二病区

半月板损伤 骨关节炎 髌骨软化症有治啦
PRP 再生软骨
核心提示 半月板损伤是月牙
形软骨片的破裂， 骨关节炎是关节
软骨面磨损， 髌骨软化症是髌骨软
骨面脱落，所以半月板损伤、骨关节
炎、 髌骨软化症都是膝关节的软骨
病变。 传统治疗都是围绕减轻关节
疼痛着手，却不能促使软骨再生，治
标不治本，所以疼痛久治不愈。
《美国骨科医疗指南》介绍 PRP
疗法： 利用血小板源性生长因子刺
激间充质干细胞分化， 促进关节软
骨再生，为半月板损伤、骨关节炎、髌
骨软化症等膝关节软骨病变， 从根
本上开辟了一条新的治疗途径。

解决软骨病变类关节疼痛的治疗难题

走路膝关节就痛， 上下楼时疼痛加重，
不敢使劲，早晨起床或久坐站起时，关节僵
硬，迈不动步，下蹲困难，关节活动时有摩擦
音，医生说是半月板损伤，或是骨关节炎，或
是髌骨软化症。 理疗、镇痛、按摩、膏药，时好
时坏，久治不愈。

医院呢？ 曾经是湖北医科大学校长、紫荆医
院院长的袁教授与斯托尔兹院士是 20 多年
的挚友，在 2014 年 7 月，在斯托尔兹院士指
导下， 武汉紫荆医院在武汉率先开展 PRP
治疗骨性关节炎、半月板损伤、髌骨软化症
上千例，研究成果《PRP 用于膝关节骨关节
炎的临床研究》一文，于 2016 年 12 月在《中
华实验外科杂志》上发表。

PRP新疗法再生软骨
惠及关节疼痛病友

半月板撕裂二年
PRP 半年愈合

传统疗法不能促使软骨再生
治标不治本

法国科学院斯托尔兹院士研究方向是
间充质干细胞与骨软骨组织工程，PRP 是其
中的一个成果。PRP 怎么能够落户武汉紫荆

武昌绿地小区的老唐，右膝关节半月板
撕裂伤二年，医生建议半月板全切除。 老唐
了解术后会关节不稳，出现骨关节炎，不同
意手术。 今年三月，经医生介绍，老唐到武汉

紫荆医院接受 PRP 治疗，2 个月后膝关节没
有疼痛、打软、交锁，关节活动正常，半年后
磁共振发现前外侧半月板撕裂裂痕完全消
失，关节间隙较以前增宽，医生说，半月板损
伤完全愈合，关节软骨面也得到修复。 老唐
激动地说：
“
治半月板，我相信 PRP！ ”

健康热线：027-86838088
15927411196
武汉紫荆医院地址：武昌区和平大道三
角路， 武汉最高楼绿地大厦对面，16、511、
514、530、542、、582、606、607、717、729、804
路车至惠誉花园站下车。 地铁 2 号线在积玉
桥站下车，再转公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