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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 6日~12日，6天时间里，
100多名网友给大河报的“大河微
医”留言，这些网友中，有来自河南
的，更有来自山西和安徽的网友。

“小L”说，他是山西晋城人，之
前没有来过河南，唯一和河南的一
次接触是因为“宝宝。”

“我和爱人结婚7年，一直没要
上孩子，去了好多城市，走了好多医
院，最终也没成功，后来听人说郑大
一附院的生殖技术不错，就抱着试
试的心理来了，结果没想到，爱人做
试管婴儿，一次就成功了。”如今，刚
刚晋级爸爸的小L，在其言语间流露
着幸福，他说，因为这个原因，他特
别感谢河南，也特别想向大河报推
荐他心目中的好医院——郑大一附
院。

“世界最大医院，大有大的理
由，医术是真的很牛。”小L如此写
自己的推荐理由。

网友“十月”是信阳人，他说，他
想推荐的是省肿瘤医院，“爷爷在那

看病该去哪？

同时，记者还要提前透露
给各位读者一个好消息，除了

“读者推荐心目中的医院”活
动外，本报将于8月1日大河
报21周年报庆当天举行的“健
康寻宝活动”也引来众多热心
公益的专科医院，他们纷纷表
示，当天要给读者提供奖品，
有心的您，千万别错过哦！

据了解，郑州市仁济创伤
显微外科医院将给读者提供
数千元的体检卡、推拿卡、针

灸卡等大礼包；拜博口腔将为
读者提供免费种植牙；郑州普
瑞眼科医院将
为读者提供价
值数千元的手
术费抵扣卡。

扫扫二维
码，可以推荐
自己心目中的
好医院，还看
参加“健康寻
宝活动”。

读者推荐 各抒己见

□记者 李晓敏

医术、医德和公益，都是读者看重的理由
做过肺癌手术，如今4年了，
身体恢复得特别好，不愧是专
科医院，不仅医术好医德也很
好。”

“特别感激省胸科医院，
我妈当时动脉夹层，病情很凶
险，多亏了王平凡院长。”网友

“笑笑笑”说。
网友“板寸头”推荐的医

院是河南省洛阳正骨医院郑
东院区，“我妈股骨头坏死，他
们医院孙永强教授做的，效果
特别好，而且他人也很好，特
别值得推荐”。

网友“飞鸟”推荐的医院
是郑州市中医院，推荐理由
是“中医有特色，而且精准化
治疗效果很棒”。

网友“小猴”心目中的好
医院是郑州市第二人民医
院，“以前认为郑州市第二人
民医院是眼科医院，只有眼
科做得好，后来偶然去看鼻
炎，发现人家耳鼻咽喉科的
技术也是杠杠滴”。

网友“猪八戒”则认为河
南省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
院不错，理由是“这个医院不

仅医术高，同时就诊很方便，
让人很舒心”。

来自中牟县的网友“才
子”认为郑州市第三人民医院
很不错，理由是“医院很有爱
心，经常会开展一些公益活
动，比如，前一段到我们县义

诊，给我一个先天失聪的小表
弟佩戴了人工耳蜗”。

此外，郑州市第一人民的
烧伤科、郑州市中心医院的胸
痛中心、郑州市妇幼保健院的
儿科，也被众多网友点赞和推
荐。

核心提示丨在您
求医过程中，您认为哪家医

院不错，值得推荐？7月6日，大
河报“诚邀读者推荐好医院”活动启
动后，一周来，本报“大河微医”公众号
后台不停接到网友的热情留言。

综观网友的推荐，记者发现，网友
推荐的这些医院中，既有省级医院，也
有市级医院，既有综合医院，也有专
科医院。在各种各样的推荐理由
中，“医术”、“医德”以及“公

益”是被提及最多的三
个关键词。

由您来荐！

健康寻宝 提前剧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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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告：
使用本栏目信息

请供需双方认真核实
有关证明材料，签订
有效法律合同。

分类信息栏目

分别在B11、16版

装修装饰
●效果图设计专施工86665433

设计施工
●建筑规划设计13598866769

●低价效果图施工图56736305

包装印刷

●免费设计低价印刷60942052

机械物资

杭州叉车68697669
大中小造纸机
压花印刷机●打孔机●切纸机

15890697749 13523495188

家政服务

●利民保姆月嫂护理53727683
●爱心月嫂保姆陪护63883878
●培训后保姆月嫂 65930584
●和谐月嫂保姆护理66281072
●60332996三和家政65920177

信息窗口

●典当行招合作 18638015333
●汽车电车定位追踪88880812
●档案托管代交社保65338401

招商

●恒路物流加盟 17639501777
●郑州韵达快递总部诚聘

加盟商王经理 15939049304

转让

●紫荆山路东大街生意好中

型 饭 店 转 让 18695885957
●旺铺出租转让 15713870697
●华南城附近 25亩工业用地

转让，有证18638568895
●位佳宾馆转让 15713870691

寻人启事

●崔晶晶女16岁于
2016年7月3日在

郑州大学第一附

属医院附近走失

走失当日上身穿

浅绿色上衣，下身穿浅黄色

裤子，脚穿浅色凉鞋。望其

本人看到信息后速回，爸妈

期望速归。如有知情者请和

崔 先 生 联 系 必 重 谢 ！！！

13838546359，13949001516

家电维修

●空调移修55553067保养充氟

●格力美的移机洗 55273355
●50元专移修收空调55815659
●格力美的补氟清洗56692925
●空调移机维修加氟66669222

●66666782厂家充氟移修收

●专业修空调 13683836352

软件网站

●定制营销型网站 56683330
●398起建网站 15981824310

让饭店酒吧

●佛岗位置好，营业中 358
平方饭店转让 18538935935

声明

●郑州大学何岩岩（学号20105
620405）学生证遗失声明作废。

●河南健芝堂商贸有限公司营

业执照正本丢失统一社会信

用 代 码 9141010334498046
08声明作废。

●德邦（上海）运输有限公司郑

州分公司车辆豫A0385W道路

运输证丢失，特此声明。

●黄淮学院丁厚静毕业证证号

109181201206170745 丢 失

特此声明。

●开封市鼓楼区乐天干菜调料

行营业执照正本丢失，注册

号410204606131598声明作废

●李智，河南中医学院（自考本

科）毕业证编号 52000609 丢
失，声明作废。

●河南华泽置业有限公司权证

号为：1208013153的初始登

记证明（房屋登记簿）遗失，

声明作废，如无异议发证机

关将予以补发。

●河南中医学院学生程煜龙毕

业证不慎丢失，毕业证号 104
711201405033007 特此声明。

●朱双双在2016年7月7日不

慎遗失护士资格证书，证号：09
172178，声明作废。

●熊靓靓，执业药师注册证证

书号：0108082不慎丢失，

特声明作废

公告

●由于地铁5号线南阳路站、文

化路站施工，站台开挖需要

进行交通导改，需迁移南阳

路站 7棵行道树，文化路站 1
棵行道树。特此公告，请广

大 市 民 予 以 理 解 支 持 。

寻狗启事
7月10日上午10点，在杜岭街

金水河河堤（桥北）丢失白色

雄性萨摩一只，9岁，重 50斤
毛短腿短，肥胖，爱犬与我

们感情深厚，提供重要线索

并找到狗，现金五千元酬谢。

联 系 电 话 ：1530383797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