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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郭长秀
通讯员 李磊 杨景鹏

本报焦作讯“不开刀就能
定向杀灭肿瘤细胞，咱医院治
肿瘤真是名不虚传。我们来对
了！”患者李老太太的家属日前
专门从山东来到医院表示谢
意。前段时间，河南理工大学
第一附属医院（焦作市第二人
民医院）成功实施了CT引导下
碘125粒子植入术，帮山东省
烟台市86岁的李老太太减轻
了困扰其多日的病痛。

李老太太半年前发现肛周
附近长出一个肿块，因为不痛

不痒，就没有在意。没想到，肿
块越长越大，4个月前她的大
便带血。家人急忙带其到北京
某医院就诊，被诊断为直肠癌
晚期，且已无手术机会。

回到烟台，李老太太保守
治疗一段时间后，效果不明
显。因为肿瘤长在肛周，每次
大便她都十分痛苦。焦急的家
人四处打听，最终来到河南理
工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找到了
普外二区的乔祖俊主任。

在为李老太太详细检查
后，乔祖俊提出实施碘125粒
子植入术。它是在CT引导下，
将直径0.8毫米、能发出低能量

γ射线的碘125粒子植入肿瘤
组织内，利用其低剂量持续照
射的特点定向杀灭肿瘤细胞。

与传统的开放性手术相
比，碘125粒子植入术属于微
创手术，创伤轻且定位更准确，
粒子分布在病灶里，可近距离
杀灭肿瘤细胞，放射能量得到
完全利用，避免肿瘤细胞的再
修复和再增殖，非常适合无手
术机会的中晚期肿瘤患者。由
于此种治疗方法的标准较高，
目前我市仅有河南理工大学第
一附属医院能够采用。

在CT室医护人员的密切
配合下，乔祖俊和李老太太的

主治医生冯振华一起，成功为
李老太太实施了碘125粒子植
入术。术后一周，李老太太的
肿块表皮呈明显枯萎状。日前
复查时，肿瘤明显减小。李老
太太也恢复了正常进食，身体
状况良好，已于近日出院回家。

“就是相当于做了一台手
术，将病灶切除了，但病人不用
受做手术的痛苦。”说到碘125
粒子植入术的优点，乔祖俊说。

据介绍，河南理工大学第
一附属医院自2015年年初开
展该植入术以来，延长了30余
位晚期肿瘤患者的生存时间，
提高了其生活质量。

本报焦作讯 4月11日，沁
阳市太行街道东义合村的千亩
油用牡丹进入盛花期，吸引了周
边许多群众前往观赏。

据沁阳市林业局有关负责
人介绍，油用牡丹不仅具有观赏
型，油用牡丹籽油的不饱和脂肪
酸含量在90%以上，尤其难能
可贵的是，多不饱和脂肪酸-亚
麻酸含量超过40%，是橄榄油
的40倍，一亩油用牡丹的经济
效益远远高于大豆和其他经济
作物，产值可达1万多元。

据悉，2016年，沁阳市油用
牡丹的种植涉及该市5个乡镇，
种植已达4000余亩。

油用牡丹绽放 风景美“钱景”旺

□记者 郭长秀

本报焦作讯 昨日，记者
从焦作市招生办获悉，4月10
日，河南工业和信息化职业学
院、焦作大学、焦作师专、焦作
工贸职业学院进行了首届正
式单独招生考试，这意味着这
些高职院校录取的学生提前
释放压力。

据了解，高职院校单独招
生考试，由各高职院校根据自
身专业教学需要设置考试科
目，自主命题、考试、评卷、面
试、录取，严格按照省教育厅
的考务规程并参考统招的管
理办法。考生通过这种招考
方式被录取，不再参加高考。
4所学校目前均已进入到阅卷
程序，分数出来后将分别在学
校的官方网站上公示。

4所院校
单独招考结束

青少年视觉训练中心，
仿佛走进童话世界

记者一走进焦作市人民医院眼
科青少年视觉训练中心，仿佛置身于
童话世界。

在青少年视觉训练中心记者看
到，两间房间里，墙上到处是陆上花
花草草或海下各类植物。

室内的桌上不是生冷的各种医
疗设备，而是如玩具一样的聚散球、
救生圈卡、集合卡、同心圆卡。

记者好奇问：“你们这里不像医
院，倒像幼儿园。”

护士听了也笑了：“我们这里，就
是让任何患者走进来后放松心情，如
同歇息一样，在休息的过程中，接受
视觉训练的。”

青少年视觉训练，
填补了焦作眼科领域的空白

医院为什么要开青少年视觉训
练项目？

对此疑问，焦作市人民医院眼科
青少年视觉训练中心执行人、主治医

师马丽告诉记者，目前，街市上的许
多眼镜店也有视觉训练业务，但他们
在开展这项业务中，缺乏眼科医生的
专业指导，不够系统化或专业化。

马丽说，2014年3月到8月，她在
天津市眼科医院进修学习，尤其在青
少年视功能训练方面师从国内率先
引进该项训练的李丽华博士。

马丽说，经过认真学习后，在医院
眼科沈玲主任的号召和支持下，2014
年11月份在医院眼科病房成立了青少
年视觉训练中心，该中心的成立填补了
焦作市眼科领域在该项技术方面的空
白，到目前也仍处于省内领先水平。

学生写完作业后头疼，
是眼疾导致的

目前，每个人尤其中小学生，看
东西模糊、看东西后出现头痛、近距
离阅读视觉模糊或疲劳等现象，是怎
么回事？

马丽说，以往的眼科临床只能给
予验光配镜、点抗疲劳的眼药水，或
是叮嘱患者尽可能减少用眼，多参加
户外活动等简单办法对症处理，往往
治疗效果不佳。

据介绍，目前临床上有很多青少
年儿童在成长发育的过程中存在或
轻或重的视功能异常，例如视物模糊、
视物后头痛、眼睛累、复视、近距离阅
读模糊或疲劳等症状；看清物体速度
缓慢，特别是由近到远或由远到近变
化时；近视度数增长快；弱视治疗效果
不佳；阅读效率低，易串行等等。

马丽说，在训练室借助训练设
备，通过不断的强化练习尽可能消除
或减少患者用眼过程中的多种不适。

马丽说，现今的视觉训练，就是

利用光学或心理物理学等方法，使患
者产生对眼睛视觉系统，包括调节、
集合、眼球运动以及他们之间的关联
运动一定的认知，通常这一负荷高于
日常需求的负荷，从而提高视觉系统
的视觉功能、视觉舒适度，从而达到
改善及修复双眼视异常的目的。

据了解，目前，焦作市人民医院
眼科开展的视觉训练项目，有字母
卡+翻转拍、晶体操表、字母表，以提
高调节灵敏度的训练；有聚散球、救
生圈卡、集合卡、偏心的同心圆卡、裂
隙尺，以集合功能的训练；有偏心的
同心圆卡、裂隙尺，以散开功能的训
练；同时，对提高弱视眼的视敏度，如
注视训练、视敏度提高训练、脱抑制
训练的弱视训练项目，对提高眼追
随、扫视、注视等功能性眼运动素质
的功能性眼球运动训练项目。

建立详尽的患者档案，
制定出个体化的训练方案

“视功能训练并不是一朝一夕就
能成功的，它需要患者长期的配合和
坚持。”马丽说，对每位患者来到青少
年视觉训练中心后，首先进行裸眼及
矫正视力、屈光状态、眼位、调节灵敏
度、集合近点等视功能方面的检查，
并建立详尽的个人档案、制定出个体
化的训练方案。在日后的训练过程
中，把每次训练的结果进行详细的登
记。若患者训练进步则鼓励患者坚
持治疗，若有所波动则及时查找原
因、分析原因并给予纠正。

马丽说，在日积月累的训练中达
到显著的效果，所以他们鼓励患者积
极的进行家庭训练，从而达到强化训
练成果的目的。

据了解，青少年视觉训练中心有
专业医生、验光师及经过严格培训的
护理人员为广大患者保驾护航，实行
无假日训练，人性化的制定工作时
间，方便众多学生患者的训练。

据悉，目前为止，青少年视觉训
练中心已为100余位患者进行了有效
的训练，效果显著，得到患者及家属
的一致好评。

建“爱眼之家”微信平台，
传播视觉训练理念和眼保健
知识

在青少年视觉训练中心，记者看
到还有多位中青年在接受视觉训练。

马丽说，视觉训练不仅对青少年
患者有益，对众多中青年存在视功能
异常的人群同样有效。

马丽告诉记者，尤其是电脑使用
者、眼睛经常疲劳者、长时间近距离
工作者、司机、斜视术后患者、有早期
老花症状者、近距离阅读困难者、准
分子术后、近距离阅读不适者、戴眼
镜疲劳者等等。

马丽说，训练中心的成立不仅仅
是教会患者各种训练方法，还向患者
灌输各种训练理念和眼保健知识，通
过“爱眼之家”微信平台与众多患者及
家长进行训练中的沟通和交流，解答
他们训练室训练和家庭训练中存在的
各种疑问，缩短了医患之间的距离。

马丽说，视觉训练效果显著，设
备投入成本低，回报高，受众人群广，
无任何副作用，日后他们还需进行更
深层次的学习和提高，扩大青少年视
觉训练中心的规模和影响力，以服务
更为广阔社会人群。

眼疾，在视觉训练中恢复健康
□记者 郭长秀 文图

成立于
2014 年 11
月的焦作市
人民医院眼
科青少年视
觉 训 练 中
心，不仅填
补了焦作市
眼科领域在
该项技术方
面的空白，
到目前也仍
处于省内领
先水平，在
焦作地区青
少 年 视 觉
训 练 上 也
效果显著，
得 到 患 者
及 家 属 的
一致好评。

昨 日 ，
记者走进焦
作市人民医
院眼科青少
年视觉训练
中心，倾听

视 觉 训 练

医 生 述 说

诸 多 背 后

的故事。

——扫描焦作市人民医院眼科青少年视觉训练中心

核心提示

医护人员在辅导小患者进行视觉训练

实施碘125粒子植入术 助中晚期患者剿杀“肿瘤君”

□记者 郭长秀
通讯员 龙邦 文图

周边群众拍照留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