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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和亲人都用激光治疗摘掉眼镜
我市激光医院眼科专家王蓓本月初参加亚太眼科学会年会。在年会上，眼科专家都表示———

本月初，由亚太眼科学会、中华医
学会眼科分会主办的“第 30届亚太
眼科学会年会”、“第 20次全国眼科
学术大会”在广州召开，我市激光医院
眼科主任王蓓教授受邀参加，并作了
激光矫治近视专题学术报告。

许多国际、国内著名的眼科专家，
在会上就眼科学发展的新技术、新知
识以及新的经验作了专题报告。他们
都认为，20多年来的实践证明，激光
矫治近视手术日臻完善，只要严格术
前检查，掌握好适应症，是安全、有效、
稳定的。

自上世纪80年代通过了美国
FDA(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严格
认证后，激光矫治近视手术已得到
世界各国权威机构的认可。据英国
《每日镜报》报道，2005年，英国威
廉王子为了能顺利进入军校就读，
当时23岁的他做了激光矫治近视
手术，引发了英国激光矫治近视热
潮，英国每年约有10万人做激光
矫治近视手术。
上世纪90年代，该技术引进中

国，2002年5月，常州激光医院实
施了第一例准分子激光矫治近视手

术，患者是永红医院医生赵燕萍，摘
掉眼镜后的她，至今保持着良好的
视力。2005年，我国引进飞秒激光
矫治近视技术，中华眼屈光专家俱
乐部成员王蓓教授，当年即赴国外
学习这项技术，成为中国大陆最早
做飞秒激光矫治近视手术的医生。
2010年，王蓓教授从深圳来到

常州激光医院，担任眼科主任。在她
指导下，激光医院引进了世界上最
先进的飞秒激光矫治近视系统，激
光矫治近视手术迈上了新台阶。至
今，她已做飞秒激光矫治近视手术

1万多例，准分子激光治近视手术
3万多例，没有一例出现严重的术
后并发症。在这次眼科学界的盛会
上，王蓓教授和美国麦克当娜（!"#

$%!&'()*）教授，著名眼科专家、中
国科学院谢立信院士，台湾眼科理
事会前任和现任会长陈德昭、张朝
凯教授等多位眼科专家交流了飞秒
激光矫治近视的经验体会。

据悉，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
（+,-,）指定，飞秒激光加波前像
差引导技术可用于宇航员视力矫治
提升。

针对社会上某些歪曲、甚至否
定激光矫治近视手术安全性、可靠
性、稳定性的传言，会上，来自全国
各地的眼科专家用激光为自己和亲
人摘掉眼镜的实际行动，给予了回
答。
重庆医科大学附二院屈光手术

专家杜之渝教授，不仅在18年前
自己接受了激光治近视手术，还为
其妹妹、表妹、表弟等亲友做了激光
治近视手术，前年8月又为自己的
儿子做了激光治近视手术。

18年前，中山大学中山眼科中
心屈光手术专家王铮教授，为同事、

屈光手术专家杨斌教授做了激光近
视矫正手术；上海眼耳鼻喉科医院
屈光手术专家褚仁远教授17年前
为自己的两个女儿做了激光近视矫
正手术；杭州明视康眼科医院院长
郑历（屈光手术专家）为他的弟弟、
弟媳等十几个直系亲属做了激光治
近视手术。
王蓓教授来到常州后，我市几

大医院的许多医生（包括眼科专家）
及子女，都慕名找她做了飞秒激光
矫治近视手术，常州激光医院院长
的女儿，也是请她做的飞秒激光加
波前像差引导技术近视矫正手术。

这些眼科专家之所以选择或
为自己的家人做激光矫治近视手
术，就是因为他们比一般人更了解
这个手术的安全性、有效性和稳定
性。王蓓教授说，只要术前严格掌
握适应症、选择合适的手术方式、
严格按照手术程序实施手术、坚持
术后定期随访，该手术是安全的，
远期效果也是好的。何况现在有了
飞秒激光和最新一代的准分子激
光设备、先进的术前检查设备，手
术的安全性、有效性和十几年前相
比都更趋完美。

赵霅煜 图片由王蓓提供

飞秒激光术后效果如何？这可是 NASA指定的视力矫治技术

激光治近视靠不靠谱？眼科专家自己和亲人都靠它摘掉眼镜

加晚报微信公众号，有10张门票送粉丝
4月 26日，“幻镜 2015全国巡演”常州站

本报讯 4月26日，中国著名老牌
朋克乐队“反光镜”乐队就将来常州迷宫
演出，这个广受青少年喜爱的乐队，即将
给常州的歌迷带来一场新颖的奇幻音乐
之旅。
据了解，反光镜乐队于1997年正

式成立，音乐风格深受GREENDAY，
NOFX等著名乐队的影响，曲风清新潇
洒、积极向上，他们将音乐与生活融合，
通过用音乐表达青春的回忆、生活的思
考、成长的经历以及对梦想的坚持，也因
此吸引了大批乐迷。
近年来，反光镜乐队一直致力于用

音乐去唤醒人们的环保意识、以及对社
会边缘群体的关注。他们的环保歌曲《还
我蔚蓝》还曾经在人民大会堂演出，这也
让反光镜成为了中国第一支在人民大会
堂演出的摇滚乐队。2013年末发行的新
专辑《我们的歌》中的第五首歌《孩子不
哭》则是为了呼吁人们对全国超6000
万留守儿童的关注与关爱。

此次，反光镜乐队“幻镜2015全国
巡演”将通过全新的音乐表演方式呈现
一场新颖的主题表演，究竟演出效果如
何，抢了票到现场去看就知道啦！"徐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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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周末，金东方成老年文友的聚会处
“我看金东方”有奖征文启事一出

本报讯 “老梁，你也来金东方参观
了？”“老钱，就许你来，不许我来吗？哈哈
哈。”由常州日报社和金东方颐养中心
联合主办的“我看金东方”有奖征文大赛
启事一出，上周末，就有许多想参赛却没
到过金东方的老人，赶到金东方参观来
了。
家住清潭新村的李大爷，看到报纸

上的征文启事后，相约了社区里的几个
文友一起到金东方参观了一下。看了小
区的优美环境，再加上园区管家对金东
方服务的介绍，几位老人连称不虚此行。
对金东方更直观的，当然是已经住

在园区里的那些老人们。一收到金东方
群发的征文大赛启事，已经入住金东方
园区的沈成嵩老人，第二天就把自己手
写的征文稿交到颐养中心服务台。“我过
年前就住进来了，光说好有些自夸的感
觉。我的文章题目是：金东方就是咱常州

的‘海南岛’，不用花钱也能当‘候鸟’。”
自上周“我看金东方”有奖征文启事

刊登后，短短三四天，主办方已经收到四
十几篇征文。征文大赛继续进行中，只要
是热爱写作的常州市民都可以参加。征
文文体不限，题目自拟，字数600-2000
字左右。参赛作品必须为作者本人创作，
内容要求真实，严禁剽窃抄袭，一经发
现，即取消参赛资格。参赛作品可以是手
写版，也可以是电子版，手写版请注意字
迹清晰整洁。
本次征文活动设一二三等奖及优秀

奖若干名，获奖者除将获得丰厚奖金外，
还将获得常州日报社为其颁发的荣誉证
书，优秀作品还将在常州日报、常州晚报
上进行选登。参赛者以个人为单位选送
作品，并于4月24日前邮寄至常州报业
传媒大厦10楼1005室，或发送至电子邮
箱1160540281@qq.com。 &陶新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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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全国眼科学术大会上作学术报告"

近日，50岁的王女士在华山医
院做完微创手术，但时髦的装扮、轻
盈的步伐，见过她的人都难以想象
这就是四个月前卧病在床、行动不
便的骨科病患者。其实，在华山医院
骨科病房，像王女士一样起初只能
在轮椅上生活，微创手术治疗后能
行走的患者不在少数，这既得益于
先进的医疗技术，也受益于一个专
业优秀的骨科团队。

华山医院后路椎间盘镜(Micro
EndoDiscSystem)技术是目前
国内比较先进的脊柱外科微创手术
新概念，它革新了传统手术方式，推
动了脊柱外科技术的发展，是侵入
性脊柱外科手术最安全、最有效的
一场的技术革新。

该技术是在内窥镜的监视下，
用外科手术器械直接摘除椎间盘突
出髓核组织并处理椎管狭窄，手术
原理、操作过程、临床疗效同开放式
手术。特点是采用微创技术，皮肤创
口仅1.5cm，不剥离椎旁肌，保留棘

上、棘间韧带，和大部分上、下关节
突以及未破损的纤维环和后纵韧
带，尽可能保持脊柱的稳定性，以去
除突出的髓核组织、肥厚的黄韧带
及增生内聚的关节突等神经致压因
素，从而使患者获得根治的疗效。

常州华山医院骨科作为特色专
科，对颈腰椎病各治疗方法作了有
机整合，以微创为先锋，为病人量身
订制个性化治疗方案。“每一位患者
我们都会严格遵循适应症，选择对
症治疗，‘能简单，不复杂；能微创，
不开刀’这是我们医院微创骨科一
贯的诊疗理念。”华山医院骨科专家
韩光明教授表示，后路椎间盘镜将
是继关节镜、膀胱镜及腹腔镜之后
能够在临床上普及的内窥式治疗镜
系统，该技术将彻底取代侧路椎间
盘镜技术。

韩光明教授说，椎间孔镜微创
技术非常适合耐受力低的老年人，
很多患有高血压、心脏病的老年颈
腰椎患者。

常州华山医院后路椎间盘镜技术

专治“腰突”新突破 江苏省名老中医沈祖法教授 每周四上午坐诊常州华山医院

链接：
沈祖法教授是省中

医内科学会委员、省中西
医结合脑病学会委员，市
科协委员，市中医学会理
事，2002年度被评为“省
名老中医”，87年享受政
府奖励工资，曾被医院树
为“标兵”，三次被评为
“最佳医德者”。在学术
上，他主张中西医结合，
先识病后辨证。在诊治消
化系统(食道炎、慢性胃
炎、慢性腹泻)、呼吸系统
(过敏性鼻炎、慢性气管
炎、支气管哮喘)及原发
性痛经、痤疮、骨髓炎，痛
风等方面有一定特长。在
内科杂病方面提出了“复
合施治论”；在潜证上提
出“微观辨证论”；外感热
病主张“气营中心说”。

家门口看“省名老中医”

日前，
江苏省名老
中医沈祖法
教授正式坐
诊常州华山
医院，这是
继上海华山
医院、江苏

省人民医院、常州三甲医院等
56位名医之后又一大“名将”
坐阵华山医院。

在常州华山医院中医科
了解到，附近的居民感冒发
烧，不少人会来看中医，还有
些商务人士、更年期女性、体
质较弱的老年人等等，大部分
是亚健康人群，也会来开个药
方调理身体。华山医院中医科
沈教授表示：我们提倡运用针
灸、推拿、拔火罐等非药物疗
法和中医药适宜技术,不仅能
治病还要防治疾病不复发，而

且让百姓少花钱、看好病。
华山医院中医擅长治疗慢

性病、老年病和疑难杂症。还是
治疗急性传染病的有效途径，
不仅是防病于未然，更是养生
保健，使人健康长寿，不得病。
中医预防诊疗的方法不是把重
点放在杀灭病毒上，而是主张
调动人体的自康复能力，使病
毒失去生存环境。所以，中医都
是扶正祛邪而已。这一优势是
世界其他医学所不具备的。

沈教授提醒广大市民，春
季肝旺之时，要少食酸性食物，
否则会使肝火更旺，伤及脾胃。
此时可以多食一些性味甘平的
食品补益脾胃。养肝血首选的
食物为谷类。另外，中医讲：“肝
主青色，青色如肝经。”青色的
食物可以起到养肝的作用，而
刺激、辛辣、大鱼大肉、油炸的
食物会增加肝的负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