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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临近，
记者
从昆明各大医
院了解到，
为确
保市民长假期
间就医需求，
各
医院已提前对
节日门诊作出
了安排，
门诊大
多开放，
可以正
常应诊，
急诊则
24 小时应诊。
部分医院节日
门诊时间安排
如下：

昆明各大医院
春节这样看病
门诊多数开放

诊。内科门诊 15～21 日至少有一个内
科诊室开诊。外科门诊 21 日普外科全
天开诊。15～21 日除内、外科的急诊
患者到住院部相应科室就诊。专家门
诊放假期间停诊。

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
2月15～17日门诊不开诊。18～21
日、
24日正常开诊，
B超、
化验、
放射、
磁共
振、
心电图等各项医技检查正常进行。
2 月 14 日 17:00 可预约 18～24 日
的号源，其中 23 日、24 日预约号源只能
在医院自助机上显示，手机各 APP 只
能显示 7 天内排班。22 日 17:00 可预
约 2 月 26 日～3 月 2 日的号源。

云南省中医医院：

2 月 15～17 日除急诊外停诊，18
日开始恢复正常。

光华院区推拿科、
口腔科、
方便门诊
停诊，其余科室普通门诊正常应诊。皮
肤病专科医院 2 月 15～18 日无专家门
诊及普通门诊，19～21 日每天有一位
专家和一位普诊医师接诊。激光美容中
心每天有一位专家或一位普诊医师专为
激光治疗需求患者接诊。滇池院区春节
假期间所有专家门诊停诊，有住院病区
的科室普通门诊在相关科室住院部就
诊，其余科室普通门诊停诊。中医药健
康服务中心团队门诊停诊。中医综合治
疗（1215 室）15～17 日休息，
18 日恢复。

云南省第三人民医院：

云南省妇幼保健院：

云南省第二人民医院：

2 月 15～21 日急诊内外科正常开
诊。口腔科 15～18 日备班，19 日起正
常 开 诊 。 15～18 日 儿 科 到 住 院 部 就
诊，19 日起正常开诊。妇科门诊、医疗
美容科皮肤科 15～18 日放假，19～21
日医疗美容科皮肤科和妇科每天上午
开诊，其余时间的妇科病人到住院部就

健康
驿站

急诊全天应诊

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初四开始正常开诊，初一至初三 B
超、CT、磁共振、胃肠镜、检验等检查正
常上班。

甘美医院：
急诊内、
外、
儿科2月15～
17 日24 小时接诊。儿科、
口腔科正常开
诊。18～21日内科全天门诊；
妇科、
产科、
外科上午开诊。

昆明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昆明市第三人民医院：

内科、妇科、儿科、男性科、中医科
门诊照常开诊。眼科、耳鼻咽喉科、整
形外科、疼痛科、中医肛肠科门诊患者
到住院部就诊。生殖医学科、疼痛科门
诊上午开诊；外科、皮肤科门诊于 2 月
18～21 日 开 诊 。 产 科 门 诊 16 日 、18
日、20 日上午开诊。烧伤科门诊只进
行换药治疗。急诊患者请到急诊医学
部及相应科室住院部就诊。方便门诊、
精神科、核医学科、风湿免疫科、康复医
学科门诊停诊。

昆明市第一人民医院：

妇产科门诊、
儿科门诊均有专家值班。

云南省中西医结合医院：
外科门诊、中医门诊正常应诊，妇
科门诊、内科门诊于 2 月 18 日开始正常
应诊。儿科、口腔科、针灸科、眼耳鼻喉
科门诊停诊。

南院区：呼吸科、心内科、内分泌
科、肾内科、消化科、血液风湿免疫科、
神经外科、心胸外科、泌尿科、耳鼻喉
科、眼科、口腔科、骨科、皮肤科、妇科、
产科、乳腺科、儿科正常开诊；普外科 2
月 15～17 日全天正常开诊；肝胆外科
18～21 日全天正常开诊。

省一院 3D 打印技术种植牙

患者种牙当天就能咀嚼

2 月 1 日，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
口腔医学中心修复种植专业组独立
成功开展了我省首例“数字化导板
全程引导下微创即刻种植即刻修复
牙列缺损牙种植术”。这标志着该
院已具备独立开展业内领先的数字
化种植等复杂病例的能力，为病患
带来福音。
张先生（化名）今年 58 岁，在 31

年前运动时磕飞了上嘴唇的两颗大
门牙，
此后一直戴着活动义齿。没想
到成了一个“慢性拔牙器”，上面 8 颗
牙齿都脱落了，
双侧尖牙也松动了。
术前，通过 3D 打印技术制作了
数字化种植导板及 3D 打印的术后即
刻修复固定义齿，制定出了先进、安
全、
可靠的微创种植方案。
修复种植组张晓林主任、袁治副

主任带领治疗团队，即刻拔牙后，成
功对张先生实施
“数字化导板全程引
导下微创即刻种植即刻修复牙列缺
损牙种植术”
，
术前拟定植入区域的 4
枚种植体按照术前位点准确植入，
同
期戴入术前 3D 打印制作的义齿。张
先生当天即恢复了咀嚼功能，
完美地
修复了缺损牙列。
本报记者 王劲松

省一院为市民义诊心律失常

冬春交替谨防心血管病
冬春交替是心血管疾病的高发
季节，
心血管患者特别是心律失常患
者如何安然度过季节的交替？2 月 6
日，
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心血管内科
开展心律失常——医师与患者
“心连
心”义诊活动，心律失常治疗团队的
专家为市民义诊，
答疑解惑。同时还
开展了患者健康教育讲座和患者交
流活动。

医技
前沿

A11 健康

在义诊现场，
心律失常治疗团队
的专家为广大患者提供用药咨询，
讲
解冬春季预防重点、养生小常识。以
简单、直接、易懂的方式，
对参加义诊
的患者进行科普宣传，
让大家了解该
领域的治疗新方法、新进展。同时，
在医生的正确指引下给患者一个互
动交流的机会，
区别以往患者私下交
流，
容易造成很多盲点及误区。

“冬春交替是心血管疾病的高发
季节，
心血管疾病患者特别是心律失
常患者尤其要注意保暖，
并注重预防
与治疗。”省一院心血管内科主任医
师范洁表示，希望通过此次活动，提
高百姓对于心律失常疾病的正确认
识，以正确积极的心态去面对该疾
病，
配合医生达到良好的治疗效果。
本报记者 王劲松

昆医附二院采用脑深部电刺激术治疗特发性震颤

患者左上肢不自主抖动症状缓解

近日，
昆明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
院神经外科二病区为一特发性震颤
患者完成了脑深部电刺激术（DBS），
患者近一年的左上肢不自主抖动症
状得到基本缓解，
这也是我省首例。
患者病史复杂，
曾行听神经瘤切
除术、伽马刀手术、脑室腹腔分流术，
左上肢不自觉抖动已近一年，
生活受
到严重影响，
长期处于焦虑状态。

“特发性震颤发病机制和病理
变化均未明了。传统药物治疗效果
不佳，目前国际上最有效的治疗为
脑深部电刺激术。”昆医附二院神经
外科二病区主任医师赵宁辉介绍，
所谓的脑深部电刺激术是在胸前皮
下植入神经刺激器发射微弱电脉
冲，通过延伸导线到达植入脑内特
定核团形成电刺激，达到有效控制

症状的目的。
1 月 26 日，
神经外科为患者进行
了 DBS 手术治疗，术后一周开机，症
状明显改善。值得一提的是，
由于脑
深部电刺激术具有高度的精准性和
可调控性，非损毁性，在运动障碍性
疾病治疗领域具有广阔的应用范畴，
可以说是患者的一大福音。
本报记者 闵婕

公告牌

肝病、结核病专家门诊及普通门诊
正常开诊，妇产科及外科门诊病人到住
院部就医，体检中心、五官科、口腔科、
儿科、抗病毒治疗门诊、中医门诊、方便
门诊春节假期停诊。

昆明市儿童医院：
门诊正常就诊。

昆明市延安医院：
2 月 15～21 日 全 院 放 假 7 天 。
18～21 日门诊正常开诊。22～24 日全
院正常上班。

昆明市妇幼保健院：
总院：产科 24 小时接诊，妇科门诊
和儿科门诊全天正常开诊。
北区医院（昆明市园博路13号）：
停平
诊，
有住院病房的科室均开设急诊应诊。
本报记者 楚田 闵婕 陶彦然 王劲松

省中医健康讲座

别把腰腿痛
都推给腰椎间盘突出
腰疼的元凶不只是腰椎间盘突出，
其他器官的疾病
也可引起腰痛，
如泌尿系炎症或结石、
肾小球肾炎、
妇科
疾病等。
讲座时间：
2 月 23 日下午 2:30
讲座地点：省中医院 1 号住院楼 5 楼会议室（光
华街 120 号）
讲座专家：李琰，
骨伤科副主任医师、
副教授，
擅长颈
肩腰腿疼痛、
骨关节炎、
骨质疏松及骨折创伤的治疗。
光华院区出诊时间：
周二下午，
周四、
五上午
滇池院区出诊时间：
周四下午

省中医健康讲座

中西医结合治疗
胆囊结石胆囊息肉
随着结石在体内存在时间的延长，
对胆道的损害和
影响逐渐加重，
还可引发胆管炎或急性胰腺炎，
危及生
命。对于胆囊结石、
胆囊息肉等胆道疾病究竟该如何治
疗呢？
讲座时间：
2 月 26 日下午 2:30
讲座地点：
云南省中医医院（滇池院区）行政办公
区（职工停车场内）4栋1楼4101室（广福路与希望路交
叉口大商汇对面）
讲座医生：
胡康，住院医师，毕业于河北医科大
学临床学院临床医学系。

眼视光学专家黄小明教授
来昆坐诊
2月24日，
国家卫计委视光学研究中心、
浙江省眼
科医院、
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眼视光医院视光诊疗中心
主任黄小明教授将到昆明普瑞眼科医院坐诊，
当天限
号30名，
市民可提前预约挂号。
当天上午，
黄小明教授将带来《青少年近视高发，
到底该怎么办？
》专题讲座，介绍近视的防控及矫治。
到场近视小朋友均可获得角膜塑形镜试戴机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