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当天的义诊得到好评

活动预告

龚力力， 贵阳爱尔眼科医院院

长、主任医师、高级工商管理硕士、中

华医学会贵阳市眼科分会副主委。 从

事眼科诊疗、研究工作 30余年。 1993

年在美国专修白内障超声乳化手术

和近视矫治手术，学成归来先后为八

万余名白内障患者成功地施行了超

声乳化复明手术，为数万名近视患者

进行了近视矫治手术，是中国最早运

用超声乳化技术治疗白内障的眼科

专家之一。 出版了中国第一部《白内

障超声乳化吸除人工晶体植入术》教

导光盘与《白内障超声乳化吸除人工

晶体植入术》一书。 曾获得美国白内

障屈光手术协会授予的《A SC R S》特

别荣誉奖、越南卫生部长颁发的特别

贡献奖、2015年被评为贵州省卫生和

计划生育工作先进个人、2016年荣获

贵州省“百优名医”等奖项。先后担任

贵阳市眼科学会副主任委员、 省眼科

学会委员、 美国白内障屈光协会会员

等职务。

刘忠华，贵阳爱尔眼科医院青光眼

科主任、副主任医师、副教授、硕士研究

生、青光眼疾病权威专家。 从事眼科诊

疗与研究 20多年，擅长青光眼、泪道疾

病、眼部整形等各种疑难病症的手术诊

治，先后为数千例青光眼疾病、泪道疾

病及复杂性眼外伤整形患者成功施行

了手术。获市科技进步奖及医疗成果奖

两项、在国家核心眼科杂志发表论文多

篇。对各种类型青光眼疾病可施行包括

虹膜周边切除术、 复合型小梁切除术、

房水引流物植入等各种治疗，对各种不

同类型青光的诊断、治疗制订精确的治

疗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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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洋参又名花旗参、 洋参，

味甘、微苦、性凉，归心、肺、肾

经，具有补气养阴、清热生津的

功效。 用于气虚阴亏、内热、咳喘

痰血、虚热烦倦、消渴、口燥喉干

等。 当身体虚弱、疲乏无力时，可

服用西洋参制剂以振奋精神、恢

复体力。

西洋参虽好， 但非人人适

用。 西洋参的适用人群主要是过

度疲劳、津液不足、热病体虚、病

后体虚、年老体虚者。 所以，阳气

不足、胃有寒湿的人不宜食用西

洋参。 比如面色苍白、畏寒怕冷、

食欲不振、恶心呕吐；感冒咳嗽、

心烦失眠、腹泻、急性感染有湿

热者不能服用； 小儿发育迟缓、

消化不良者不宜服用； 痛经、闭

经、身体健壮者、有过敏反应的

都不宜服用。 三九

西洋参适合哪些人

3 月 12 日至 18 日是一年一

度的“世界青光眼周” ，为给广大

眼疾患者普及更多的眼健康知

识，3月 16日上午 9点，贵阳晚报

健康团将带您走进贵阳爱尔眼科

医院学术交流中心 （二楼大会议

室），与贵阳爱尔眼科医院院长龚

力力和青光眼、 泪道专家刘忠华

主任，共话以《早查监控 守护光

明》为主题的有关青光眼、白内障

该如何防治的健康专题讲座。

据了解，此次活动，专家将针

对白内障和青光眼的预防和治疗

等话题进行详细全面的讲解。 而

参与此次活动的患者， 不仅可免

除普通挂号费， 还可免费享受专

业眼科基础检查， 当中包含视力

检查、裂隙灯检查、非接触式眼压

检查等。 如因时间原因不能在现

场进行检查， 也可让亲友领取爱

尔眼科的健康体检单， 择日再到

院检查。

同时， 当天选择非球面晶体

手术方式以上的， 还可免除价值

500元的龚力力院长手术点名费。

有意参加者， 可直接到贵阳爱尔

眼科医院 （南明区市南路 101

号）， 或拨打 400- 6303- 120进行

报名。

两位眼科大咖 教您防治眼部疾病

当天，还可免费享受眼科基础检查，报名电话：400-6303-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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铅笔插进眼 妈妈着急拔出酿大祸

3月 16日，贵阳爱尔眼科医院将举行公益讲座———

本报讯 本周是“世界青光眼

周” 。 青光眼，是全球第二大致盲性

眼病和排名首位的不可逆致盲性疾

病， 对人类健康与光明有着巨大威

胁。贵阳爱尔眼科医院专家表示，对

抗青光眼，关键在及早设防。

青光眼就像一个 “视力小

偷” ， 许多青光眼患者可能在一段

较长的时间里不红、不痒、不肿、不

痛，外表也看不出任何异常，但在

不知不觉中， 视野范围会逐渐缩

小。 尤其是在一只眼睛先发生异常

的情况下，患者往往难以察觉。 等

患者有所察觉时，视力可能已经快

要被“偷光”了。 更为可怕的是，青

光眼造成的视力损伤通常是无法

挽回的。

虽然青光眼令人“猝不及防” ，

但并非没有防范之策。 贵阳爱尔眼

科医院专家表示， 只要能做到早发

现、早治疗，大多数患者都能够得到

有效控制， 能最大限度地保留现有

的视力， 而且早期治疗的成功率也

远远高于晚期。

除了常见的药物和手术治疗，

青光眼高危患者还可以通过激光

的方式进行预防，有效率最高可达

90% 左右。 这里所说的 “高危人

群” ， 主要是指有家族青光眼病史

的人以及糖尿病、高血压、低血压、

高度近视患者。

贵阳爱尔眼科医院提醒，常规

体检对眼睛的检查，主要是视力和

明显的眼病，而对于青光眼这种隐

蔽性很强的眼病，常规体检难以察

觉。 因此，40岁以上的人应当每年

进行专业的眼健康检查。

（本报记者 李慧超）

乐龄朋友乐相聚，贵阳爱尔眼科来义诊———

百名乐龄族 免费查眼睛

爱尔眼科专家团队还邀请乐龄族前去听青光眼专题讲座

本报讯 3月 11日，贵阳晚报

贵阳乐龄微信群友欢乐相聚。当天，

贵阳爱尔眼科医院专家团队也来到

现场，为近百名乐龄族进行义诊。

“医生，我眼睛一直觉得有点

干，是怎么回事？ ”“医生，这段时

间我觉得我看东西都有点不清楚

了，该怎么办？ ”……当天上午 10

点，记者在现场看到，乐龄团成员

们围在义诊桌前， 纷纷向医生进

行咨询。 而在义诊桌的另一头，还

有不少乐龄族排起了队， 准备进

行视力检查。

据悉，此次义诊，贵阳爱尔眼科

医院出动专家团队， 并特意带来专

业设备， 为乐龄族进行专业眼健康

检查，并为前来咨询的市民、患者都

进行了详细登记、询问与检查。

据贵阳爱尔眼科医院白内障

科医生宋移芳介绍， 在此次义诊

中， 前来检查的不少市民都有干

眼的问题，感觉眼睛干涩、容易疲

倦， 而导致这种情况出现的最大

原因就是用眼过度。 伴随着手机

智能化的不断发展， 许多市民长

时间阅览手机就会出现干眼问

题。 贵阳爱尔眼科医院在此也提

醒市民，当出现干眼问题后，可采

用热敷、 滴人工泪液的方式缓解

眼部疲劳。

在当天的检查中，60 岁的马

老伯引起了贵阳爱尔眼科医院专

家团队的注意。 据悉，马老伯是一

名青光眼患者， 在经过一段时间

的药物治疗后， 眼压已经恢复正

常， 但是马老伯却依然感觉眼部

胀痛。在现场，专家团队对马老伯

的情况进行了详细的询问， 建议

马老伯前往医院进行专业检查。

另外，在 3 月 16 日，贵阳爱尔眼

科医院将针对白内障、 青光眼等

常见中老年眼部疾病进行专题讲

座，他们邀请马老伯前来听讲，深

入了解青光眼。

据悉，义诊当天，贵阳爱尔眼

科医院专家团队为近百名乐龄微

信群群友进行了免费眼部检查，

并为在场的 100多位乐龄族发放

了 3月 16日的专题讲座听课证，

邀请大家前来听讲、 进行眼部检

查。 （本报记者 李慧超）

“世界青光眼

周” 来临，爱尔眼科

专家提醒———

青光眼不可逆

关键要早预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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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生：这种情况家长勿自行处理，应保持原状尽快送医

贵阳爱尔

眼科的医生正

在为乐龄朋友

进行眼部检查

前不久，6 岁的娜娜独自在房

间写作业，妈妈忙家务时突然听到

女儿哭声，赶紧去看，一截铅笔正

插在娜娜的眼睛上缘，从右眼眼眶

眉中部位直刺入眼，妈妈吓得手足

无措，没有多想，顺手就把铅笔给

拔了出来。

可这一拔坏了事，笔芯断在了

眼睛里。 她赶紧将孩子送到了武汉

市协和医院。

由于妈妈不当操作，笔芯已经

断成两截，一截断在眼眶内，一截

则插进颅内。 此外还有数不清的笔

芯碎屑、木屑、胶皮散布在眼内、颅

内。

接诊的神经外科符荣教授表

示，断裂的笔芯可能很快引起眶内

感染和颅内感染，导致整个眼球受

损，引起失明，况且笔芯断为两截，

若只取出一截，一样前功尽弃。 而

且眼眶内有数条眼部肌肉，手术时

稍有差池，术后会出现复视与睁眼

困难等症状。

符荣教授介绍，娜娜的伤情本

来可以通过神经内镜的方式处理，

但由于其妈妈的不当操作，创口组

织已经肿胀，内镜难以深入。

所幸经过艰难的手术，孩子视

力无大碍。

专家强调，一旦异物插进宝宝

身体，家长别慌乱，应保持冷静和理

智，保持原状尽快去医院，不要自行

拔出。另外，一定要让小宝宝远离这

些“凶器” ：1.餐具筷子、勺子、刀、

叉等；2.各种笔、圆规、三角板、尺

子、温度计、502 胶水等；3.石块、桌

角等硬物；4.干燥剂；5.日常化学制

剂如洁厕灵、84 消毒液、洗衣粉等；

6.塑料硬质吸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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