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陈晓钟

主任医师、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眼底病

专家，爱尔眼科贵州省区副总院长，贵阳爱尔眼

科医院院长

人物职务：先后担任省眼科学会副主任委

员、贵阳市眼科学会主任委员、全军眼科专业委

员会委员、欧洲屈光白内障协会会员

人物成就：从事眼科诊疗与研究近 30 年，擅长

眼底病玻切手术、白内障、眼外伤、复杂性白内

障、玻璃体视网膜、屈光不正、眼部整形等各种

疑难病症的手术诊治，先后为数万余例白内障、

复杂性眼外伤、玻璃体视网膜疾病患者成功施

行了手术，是中国开展 ICL 手术最多的手术医

师之一。获军队科技进步奖及医疗成果奖四项、

国家专利多项，2007 年的中国 “十大健康卫

士” 、 省扶贫先进个人及省劳动模范等光荣称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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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12 月 8 日，黔东南“爱尔

慈善·光明行” 大型公益活动的启动仪

式在凯里市光明大道 1 号黔东南爱尔

眼科医院隆重举行。

为发扬慈善总会宗旨， 宣传爱眼、

护眼的眼健康知识，使家庭贫困的眼病

患者得到救助和治疗， 贵州省慈善总

会、黔东南州慈善总会、湖南爱眼公益

基金会、黔东南爱尔眼科医院联合启动

此次“爱尔慈善·光明行”公益项目。 启

动仪式上， 湖南爱眼基金会捐

赠 100 万元慈善资金， 用于救

助黔东南地区符合新农合或单

病种规定的患有单纯性白内障

并符合手术条件的 55 岁以上

的农村居民按照相关规定报销

救助，以达到深化救助、助力脱

贫攻坚目的， 由黔东南爱尔眼

科医院负责贫困白内障患者的

手术实施，让他们摆脱黑暗，重

见光明。

贵州省慈善总会汪海彤副

秘书长说，在本次“爱尔慈善·

光明行”公益项目中，贵州省慈

善总会通过加强与黔东南爱尔

眼科医院、 湖南爱眼公益基金

会的联系， 募集资金按照雪中

送炭、公开公平的原则，把公益

资金直接用于黔东南地区符合

手术条件和新农合规定的白内

障患者的手术实施， 为他们送

去光明的希望。

黔东南州红十字会党组书

记、 常务副会长石文琼也来到

了黔东南爱尔眼科医院此次

“爱尔慈善·光明行” 公益项目

的启动现场， 为发扬红十字会

精神、 造福黔东南州眼角膜盲

患者， 黔东南州红十字会党组

书记、 常务副会长石文琼在庆

典现场给予黔东南爱尔眼科医

院“黔东南州角膜登记站” 的授牌，期

望结合爱尔眼科集团医疗技术、黔东南

爱尔眼科医院在当地的眼科医疗实力，

开通眼角膜盲捐赠、救助通道。现场，黔

东南爱尔眼科医院职工签约《眼角膜捐

献协议》， 祈愿由黔东南州红十字的引

导，让更多爱心人士、角膜盲患者关注

黔东南州眼角膜盲人群.......

����爱心传递光明，随着人们对健康的

重视程度越来越高，医疗行业的发展变

得越来越迅速，为了提高眼科医疗技术

人员的专科诊疗技术和综合能力素养，

凯里学院特与黔东南爱尔眼科医院联

合设立教学实践基地，也在庆典现场举

办教学实践基地授牌仪式，黔东南爱尔

眼科医院段绍军副院长作为院方代表

接受“教学实践基地” 授牌。

爱尔眼科贵州省区 CEO、 贵阳爱

尔眼科医院龚力力院长表示，爱尔眼科

贵州省区会充分利用连锁医疗机构分

级诊疗的体制优势， 以省区带动地州

积极投身各项公益救助事业，帮扶、救

助黔东南地区贫困的眼疾患者， 助推

黔东南地区防盲事业的发展。

据了解， 黔东南爱尔眼科医院是

爱尔眼科集团旗下的连锁医院之一，

医院集医疗、教学、科研、保健和防盲

治盲为一体。专家实力雄厚，学科设置

齐全，全院开设有医学验光配镜、小儿

斜弱视、白内障科、屈光科、青光眼泪

道科等眼科常见科室。

黔东南爱尔眼科医院陈晓钟院长

说，黔东南爱尔眼科医院将始终坚持以

专业化、规模化、科学化为发展战略，坚

持以人为本，牢记便民理念，抓住机遇，

锐意开拓，强化医疗质量管理，增强医

院整体实力，以优美的环境、一流的服

务、良好的信誉、高尚的医德、雄厚的实

力和精湛的医术为基石，将对工作的执

着追求融化渗透到脚踏实地的工作中，

并不断学习、日益创新，为我市及周边

地区人民提供良好的医疗服务，为我市

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作出积极贡献！

另外，12月 8日下午， 黔东南爱尔

眼科医院举行了 “精雕蜕变 只需一

天” 精雕近视手术新技术发布会，全新

摘镜技术正式落户凯里，精雕近视手术

具有精准定位、精准矫正、恢复迅速、清

晰视觉的优势，为凯里的近视患者更多

的摘镜选择和更清晰的视觉效果。

贵阳爱尔眼科地址：贵阳市南明区市南路 101号

眼科热线：400-6303-120

黔东南爱尔眼科地址：凯里市光明大道 1号（电厂新村旁）

咨询电话：0855-8588558

龚力力

主任医师、高级工商管理硕士、白内障首席

专家，爱尔眼科贵州省区 CEO、贵阳爱尔眼科医

院院长。

人物职务：贵州省非公立医疗机构协会副会

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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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物成就： 从事眼科诊疗、 研究工作 30 余年，

1992 年到美国学习眼科技术， 主攻白内障超声

乳化手术和近视矫治手术， 学成归来先后为近

10 万例白内障患者成功地施行了超声乳化复明

手术，为万余例近视患者成功地进行了近视矫治

手术，中国最早运用超声乳化技术治疗白内障的

眼科专家之一。 多次出访欧、美等地区进行国际

学术访问交流。 多部学术著作获省市一等奖、获

国家专利多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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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5 年被美国白内障屈光手术

协会授予《ASCRS》特别荣誉奖，成

为发展中国家最早走上国际领奖台

的眼科医生之一。 1998 年，由本人

领导、主创、策划、手术演示的《白

内障超声乳化吸除人工晶体植入

术》VCD 大型视听教材光盘由中华

医学音像出版社发行，中英文双语配音，

供国内外交流，同时被《中华眼科杂志》推荐

为眼科医生的继续教育教材。 2000 年 7 月由本

人领导编著的 《白内障超声乳化吸除人工晶体

植入术》 一书， 由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发行。

2008 年因帮助越南河内眼科医院开展白内障手

术，获越南卫生部部长颁发的特别贡献奖。 2015

年 9 月被评为贵州省卫生和计划生育工作先进

个人。 2016年 6月获贵州省“百优名医”荣誉称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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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里学院“教学实践基地”授牌仪式

精雕飞秒发布会启动仪式

� 爱尔慈善·光明

行启动仪式现场

爱眼公益基金捐赠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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