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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眼科医生术业专攻，一
般眼科医院会细分白内障科、眼
底病科等多个科室，像张大爷这
样的病况，如若治疗则需分3~4
次手术依次治疗白内障、眼底病
等病症，治疗周期一般不低于一
个月，治疗整体费用也相对较高。

综合分析了张大爷眼前后病
症的复杂病况，陈彬川主任制订
了双微创眼前后节联合手术治疗
合并白内障的PDR（增生性糖尿
病视网膜病变）方案，眼前节采用
1.8mm切口的微切口白内障超
声乳化手术，眼后节采用切口仅
0.6mm的微创玻璃体手术,一次
手术仅用不到一个小时就成功医

治了张大爷的白内障和糖尿病视
网膜病变、瞳孔粘连等眼部病症。

术后仅半个小时，张大爷就
看到了人影，住院两天时间就达
到出院标准，视力达到0.1，生活
也完全能够自理了。

张大爷一家都非常激动，临
走前，不停地对陈彬川和郑大眼
耳鼻喉医院再三表示感谢。

“我们医生的技术都是病人
给的，每个医生的成长都离不开
病人的支持。所以我们更应该把
病人当做亲人，用心做手术，尽最
大可能以最低的治疗费用帮助病
人康复。”陈彬川主任说。

这次来复查，张大爷说，自己

不仅能给儿孙做饭，还能写蝇头
小楷呢。“你看，这是我写的一首
小诗。”张大爷递上一大张宣纸。

“我眼病灶极复杂，全赖妙手
能回春。手术干净又利落，一觉
醒来已复明……”一首诗详尽表
达了老人重见光明后的欣喜和感
激之情。

据了解，像陈彬川主任这样
能施行“全球”（即全眼球，从眼前
节到眼后节）手术的医生在全国
为数不多，而双微创技术已达到
国际领先水平，相比于普通的治
疗方案，双微创手术大大减轻了
患者多次手术的痛苦和手术费
用。

□记者 李晓敏 通讯员 史艳香

昨天，记者获悉，河南省预防
医学会婴幼儿脑积水防治专业委
员会已通过省卫计委审批，拟于近
期在郑州大学第三附属医院成立。

近些年，新生婴幼儿脑积水
疾病的发生率呈上升趋势，此类
疾病病情较重，致残率高。而脑
积水的治疗涉及小儿神经外科、

小儿神经内科、新生儿科、脑瘫科
等多学科，临床易误诊且目前许
多医疗单位治疗方法不够规范。
同时，针对该疾病的基础研究相
对较少，临床医师对该疾病发病
机理、病情演变过程的认识存在
相对的盲区，这些因素造成临床
对该类疾病的诊疗处于一种相对
模糊、混乱的状态。因此，迫切需
要成立一个婴幼儿脑积水防治专

业委员会以指导、培训、规范我省
对该疾病的诊断治疗。

该院院长张小安表示，河南
省预防医学会婴幼儿脑积水防治
专业委员会的成立对我省脑积水
患儿是一件幸事，从此，我省从事
该项工作的专业人士有了一个合
作、交流、咨询、培训的平台和一
个系统进行预防、筛查、治疗、康
复和心理干预研究的学术机构。

□记者 李晓敏

2岁的丁丁拿着一盒镇
咳药物玩，家人一不留神，
丁丁将瓶子中近40片药物
全部吃完。所幸的是，被紧
急送到郑州儿童医院后，经
一番抢救，丁丁痊愈出院。

丁丁来自郑州中牟，元
旦前夕，丁丁不知从哪儿拿
到一个药瓶玩，当时丁丁妈
妈一看，药瓶并未打开，便
没有太在意，当她回过神
时，丁丁嘴里已满是药渣。

丁丁妈妈吓坏了，赶紧
抱着他往医院跑，途中，丁
丁已出现双眼上翻、四肢惊
抖、烦躁、呕吐等症状，在医
生给予“洗胃、补液、利尿促
进毒物排泄”等治疗后仍然
抽搐、意识不清，丁丁被送
到郑州儿童医院PICU（儿
科重症监护室）治疗。

“孩子误服的是二氧丙
嗪，是一种镇咳药物，数量
有三四十片（成人一次 1
片，极量一次2片）。”郑州
儿童医院 PICU 马超医师
说。不过，幸运的是，丁丁
送医及时，经过一番抢救，
丁丁痊愈出院。

但从新乡转来的1岁
10个月的豆豆（化名）就没

这么幸运。
“这个孩子是昨天从新

乡转来的，误服了高锰酸钾
中毒，现在该患儿依然离不
开呼吸机。”马超说。

走访中，记者发现，类
似丁丁和豆豆误服药物的
现象并不少见。

郑州儿童医院PICU主
任金志鹏介绍，患儿误服药
物的现象很普遍，有的孩子
是误服打虫药，有的孩子是
农药、灭鼠药中毒。数字显
示，2016年，单是郑州儿童
医院就收治了7例粮虫净
中毒的孩子，3个毒蘑菇中
毒的孩子。

金志鹏提醒，家中如果
有小孩子，一定不要把药品
或有毒物品放在宝宝能触
碰到的地方。

此外，金志鹏说，一旦
宝宝误服药物，对于6岁以
上的孩子，家长可以第一时
间在家中进行催吐；对于5
岁以下的孩子，家长不要盲
目催吐，方法不当会导致孩
子窒息，应第一时间把孩子
送到附近医院，同时带上宝
宝误服的药物、药盒或说明
书，以供医生识别，实行有
针对性的治疗。

线索提供 赵婷婷

先天性白内障易复发？
一种新技术堵住医疗漏洞

核心提示丨做完手术后，再次失明！对于很多采取常规手术的白内障小患者来说，这几乎是
一个逃不掉的厄运。

不过，幸运的是，经过临床钻研探索，郑州大学眼耳鼻喉医院的陈彬川带领团队，创造的一种
新手术方法，让众多先天性白内障患者免遭厄运。

除此以外，陈彬川的“双微创治疗法”让业内眼科医生为之叹服。而在全国来看，能掌握这种
技术的医生也是屈指可数。

1月6日，在郑州大学眼耳鼻
喉医院（郑州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南阳路院区）内，该院副院长、眼
科一病区主任陈彬川又接待了一
个先天性白内障患儿手术后再次
复发的小患者。

“陈医生，俺那儿人都说您可
厉害，快帮俺看看，到底该咋办
啊，孩子手术刚做完一年，现在又
看不见了。”抱着4岁的女儿，陈
女士一脸焦虑。

一番检查后，陈彬川确诊孩
子为后发性白内障。

为何患儿的白内障又复发了
呢？陈彬川给患儿父母耐心地讲
解：“常规的白内障手术只是去除
了晶状体浑浊的核及皮质，一般
要保留晶状体后囊膜完整。但是
儿童的晶状体后囊在术后会迅速
发生浑浊，发生率达到 100%。
如儿童白内障手术仍按照常规手

术方法进行，术后晶状体后囊迅
速浑浊，就形成了后发性白内
障。”

对于这类特殊类型的白内障
患儿，多年前，在临床中，陈彬川
率先采用一种新方法，那就是：术
中除了进行常规白内障手术外，
还需进行局部环形撕除后囊膜，
同时联合前部玻璃体切除，以避
免患儿出现后发性白内障。

“后囊膜的主要功能是托住
人工晶体，如果后囊连续环形撕
囊术失败就会导致人工晶体无法
植入到囊袋内。”陈彬川说，大于
3岁的患儿可以在术中一期植入
人工晶体，一次手术彻底治疗先
天性白内障，避免多次手术给患
儿带来的痛苦。

多年来，陈彬川用这种方法
为数百个孩子做了手术，这些孩
子不仅来自我省各地，还有许多

来自安徽、山西等地，其中最小的
才出生42天。目前，该医院的跟
踪发现，这些患儿几乎没有复发。

当天，刚接诊完陈女士的女
儿，陈彬川就匆匆赶到病房。在
病房内，他遇到了半个月前做完
手术，来医院复查的张大爷。

“陈医生，送您一首诗，以表
达我的感激之情。”握着陈彬川的
手，老人连说“谢谢”。

张大爷 74岁，来自河南鹤
壁。因患糖尿病引发视网膜病
变、白内障及一系列眼部病症，其
中一只眼睛已经完全失明，而另
一只眼睛也仅有微弱的光感，近
乎失明让张大爷生活无法自理，
完全靠老伴儿照顾。

带着重见光明的希望，张大
爷辗转北京多家医院、河南省内
多家眼科医院求医，因张大爷眼
部手术复杂度、风险度都非常高，
一旦手术效果不理想，张大爷仅
有光感的一只眼睛也可能失明，
鉴于保守治疗的考虑，所有的医
院都拒绝为张大爷施行手术。

然而，对光明的渴望让张大
爷不愿放弃。经多番打听，张大
爷赶到郑州大学眼耳鼻喉医院，
慕名找到了陈彬川。

入院后，陈彬川为其进行详
细检查，发现张大爷因糖尿病引

发视网膜病变，眼内反复大量出
血，进而出现大量增生组织，在这
种情况下，仅施行眼底手术就已
经十分复杂，而张大爷的白内障
已近成熟，根本无法直接施行眼
底手术，加上张大爷之前做过青
光眼手术，瞳孔完全粘连不能正
常放大缩小，又进一步加大手术
难度。此外，张大爷仅有这一只
眼睛有光感，这也使其手术承受
能力极低。如若要对张大爷施行
手术，风险之高和难度之大都是
国内罕见的。

【牛气】 将先天性白内障复发率控制到零

【罕见】 74岁老人同时患上多种眼病

【创新】 实施双微创眼前后节联合手术

误吃近40片镇咳药，2岁宝宝险丧命

孩子误服药物
家长需合理应对

婴幼儿脑积水防治 将有“专业委员会”

□朱欣佚

前额和眼眶痛多提示
是脾胃的问题。胃有积热
或者胃气上逆，就很有可能
引发前额痛。这是因为胃
经起于鼻翼旁的迎香穴，经
过牙齿、口唇、眼眶附近，然
后到达前额，所以额头这一
块统统属于胃经，前额痛自
然和胃经及其循行部位有
关。胃火大的人还往往伴
随舌质发红、口干口渴、口
臭反酸、易饿、便秘等症
状。

饮食上，这类患者可
以自我调节：少放花椒、辣
椒、茴香等有助胃火的调味
品，少吃牛羊肉、公鸡、狗肉
等，不吃韭菜、大葱等辛热
菜品，榴莲、樱桃、石榴等热
性水果也要少吃，瓜子、花
生等炒货也是热性的，也要
少吃，人参、桂圆、红枣等补
品最好不要碰，其次要注意

忌烟酒。总的饮食原则是
清淡，多吃含蛋白质的食物
和新鲜蔬菜肉类，如青菜、
大白菜、菠菜、空心菜、萝
卜、猪、鸭、西瓜、梨、橙子、
柚子等，还要注意多喝
水。

要提醒的是，前额痛的
患者一定要注意休息，确保
每天都有充足的睡眠时间，
避免压力过大、疲劳过度。
保持愉快的心情，少生气，
不发怒。

也可试试药食两用的
清火茶，如莲子心、竹叶泡
水喝。按摩合谷穴（位于拇
指和食指合拢后，虎口处肌
肉隆起最高点）、内庭穴（位
于足背第2、3跖骨接合部
前方凹陷处）也可缓解前额
痛，每天按摩20分钟，以感
到局部酸胀为度，坚持一段
时间就会有效果。此外，平
时要多运动，增强身体的抵
抗力。

胃火大的人
易额头痛

□记者 李晓敏 通讯员 陈建设 文图

门诊病例

养生之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