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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著名面肌痉挛专家、中国医科大学航空总医院神经中心主任陈国强教授率先把脑科内镜技术引入微血管减压术中。他每年完
成微血管减压术1500余例。9月21日、22日，陈国强教授将在中泰脑科医院会诊手术，患者可提前预约咨询。

教师节收到的最好礼物——

一朝解决多年的“挤眉弄眼”
核心提示丨在刚刚过去的教师节，54岁的王老师收到了特殊的礼物：曾负责她术后护理的护士
长杨娟打来电话：“王老师，您现在恢复得怎么样？祝您教师节快乐！”今年暑假，十多名患有面
肌痉挛的教师，到郑州中泰脑科医院手术。根据目前的回访结果，这些老师的病情均恢复良好。

今年54岁的王老师，是周
口郸城一名基层小学老师。“教
孩子们语文课，教了一辈子书，
没想到后来患了面肌痉挛。”经
过病友推荐，王老师联系到郑州
中泰脑科医院面肌痉挛中心主
任张旭光，并与张旭光多次沟通
病情和治疗方法。

趁着今年暑期长假，王老师
来到郑州市二环支路的中泰脑
科医院。8月5日，她和另外十
几名面肌痉挛患者一块儿，接受
了专家手术。8月12日，护士长
杨娟为她办理了出院手续，并叮
嘱她回家好好休息。于是，才出
现了教师节前回访的一幕。

杨娟说：“王老师恢复得很
好，毕竟她有文化，知道如何管
理术后的生活。”

今年暑假，和王老师一块儿
选择面肌痉挛手术的，还有46
岁的于老师以及其他十几名教
师。“经过电话回访，于老师和其
他老师也都恢复得很好。”

面肌痉挛困扰老教师多年，一次手术彻底解决

生活中，一些人有“挤眉弄眼”
的习惯，一般人以为是不良习惯。
在医生看来，这可能是面肌痉挛。

张旭光说，很多患者在手术
前，或多或少会选择其他治疗方
法。面肌痉挛的病因，是面神经根
受颅内走行异常的血管压迫，导致
面部肌肉抽动。口服药物、针灸、
封闭等治疗，不能解决根本问题。

“微血管减压手术，是比较符
合此标准的先进治疗手段。”医生
会通过显微外科手术，将压迫面神
经的血管分开，面神经不再受压，
面部抽动即可终止。“整个手术两
小时左右就能完成。”张旭光说。

自2004年成立以来，郑州中
泰脑科医院面肌痉挛治疗中心不
仅吸引了陕、川、浙等省外面肌痉
挛患者，更吸引了外籍人士来郑治
疗。该中心专门聘请全国著名面
肌痉挛治疗专家陈国强教授为首
席专家，成立河南省面肌痉挛治疗
中心，在面肌痉挛、三叉神经痛等
领域颇有建树。目前，该中心已成
功治疗面肌痉挛患者3000多例。

张旭光提醒，眼皮跳通常是疲
劳导致，但如果持续数月未缓解，
且跳动幅度大，甚至发展为一侧脸
部肌肉抽搐，则大多是由面肌痉挛
引起，需及时就医。

□记者 魏浩 通讯员 徐小娟

治疗面肌痉挛方法很多，只有手术才能根治

温馨提示>>

A

B

外出时，夫妇俩总是与孩子们手拉着手。

婚礼休息室里，夫妻俩在说着悄悄话。

夫妻俩最擅长的就是与孩子打交道

9月16日，李海敏和费永玲终
于迎来了专属他们的幸福时刻，在
喜庆浪漫的婚礼现场，红色的大喜
字等中式婚礼元素布满了每个角
落。喜案上摆满喜糖，璀璨温馨的
灯光在喜堂内交相辉映。身着长
袍喜服的李海敏紧张地用手抚着
心口，他说：“这是我梦寐以求的中
式婚礼，虽然彩排过，但还是很紧
张啊！”

随着欢快的锣鼓和舞狮表演
开始，婚礼正式拉开序幕。“大家信
不信，我一首歌能把新娘子给唱出
来？”李海敏登台后，拿着话筒问。

“大家看好他吗？来，让我们为新
郎加油鼓劲！”司仪说。“树上的鸟
儿成双对，绿水青山带笑颜……”
李海敏张口便是一首《夫妻双双把
家还》。进入了红帘花门的迎亲环
节，新娘在新郎红绸牵引下跨火

盆、跨马鞍，寓意婚后日子红红火
火、平平安安；掀盖头环节，新郎用
秤杆挑开新娘头上的红盖头，寓意
二人的结合称心如意……从新郎
拿出亲手制作的彩泥小熊摆件示
爱新娘，到两位新人许下“执子之
手，与子偕老”的爱情盟约，新人的
同事、他们所在学校的家长代表和
来自社会各界的志愿者与爱心人
士，共同见证了这幸福美好的时
刻。

婚礼上，李海敏、费永玲表示，
在未来的日子会经营好自己的婚
姻，携手同行，怀着一颗感恩之心
回馈特殊教育，继续牵手守护孩子
们，“两个人的力量对于帮助‘星
童’这样的弱势群体是有限的，但
我们相信只要汇聚‘点滴爱’，总会
形成‘爱的河流’”！

费永玲一直很热爱教育事业，
1998年她大专毕业后就开始从事
幼教工作，并在家乡章丘的一处小
山村里开办了一家幼儿园。“最忙
的时候我一个人要看管30多个孩
子，可看顾孩子我就没法做饭，做
饭就没法看顾孩子。幼儿园停办
后，在残联的安排下，我到一家电
子厂从事加工行业，但待了2年，
就发现自己根本离不开孩子，离不
开教育事业。”费永玲说，2014年
她在网上了解到，郑州一家康复机
构推出了袖珍人融合教育模式，并
在招聘“袖珍老师”，她便从山东赶
到郑州应聘。

李海敏在12岁时患上了侏儒
症，20岁时考进了一所技校的中
专美术班。毕业后，却因身高问题
始终没能找到一份工作。当他得
知油画临摹有一定的市场需求，就

开始了他的求艺生活，最终成为家
乡小有名气的画家。“2014年，我
在网上与玲玲取得了联系，当时我
们都互相知道了彼此的情况，她告
诉我说郑州的这家训练中心特别
需要袖珍老师来帮助‘星童’，恰好
我以前曾在聋哑学校任教，便决定
去郑州看看。结果不仅爱上了这
份特教事业，也爱上了和我志同道
合的玲玲。玲玲对孩子的爱心和
耐心，坚韧和善良，还有积极向上
的心态，深深感染了我。我们征求
了双方家人的意见，大家都为我们
能在郑州这所学校的大家庭中组
建小家庭而感到开心。”

“我曾经也有一颗玻璃般的
心，外界不友好的眼光投来，那颗
心就碎了，但海敏用他那一颗真诚
的心守护我，打动了我，我们算是
互生情愫。”费永玲说。

“同事们和孩子家长都说我俩
是守护孩子们成长的小精灵，其实，
每一名‘星童’也是帮我们获得成
熟、自信的天使，我们更像是抱团取
暖、共同进步的天生搭档！”李海敏
说，“星童”属于社会大家庭的成员，
所以他们会把正常生活中的一些场
景融入到课堂上，比如带孩子们体

验超市购物和乘公交车。
“从不开口的孩子开始尝试学

语言，经过训练后可以融入同龄人
的群体，那感觉简直太好了，有一种
很大的成就感，更有一种存在感，以
及家长们的认可和对这份事业产生
的归属感，更让我觉得幸福！”费永
玲说，她认为袖珍人和“星童”在心

灵上是相通的，由于身高上的缺陷，
袖珍人多数会感到自卑，不敢和外
界接触，大部分人都在父母的呵护
下成长，但其实他们的内心非常渴
望被社会接纳和认可，因此更容易
与“星童”做到“心灵沟通”。

该康复机构后勤老师崔瑞芳提
起李海敏和费永玲，就冲着记者竖

起了大拇指，称两人的敬业精神让
人钦佩。

由于疗育效果突出，李海敏和
费永玲的课程已成为孩子们喜爱、
家长们争相预约的“精品课程”。虽
然如今两人的爱情与事业喜获双丰
收，但在来到郑州之前，两人也分别
经历过一段辛酸的过往。

坚守丨他们的康复机构共有30名“袖珍疗育师”

9月15日上午，大河报记者
来到郑州市某康复机构位于惠济
区的校区，远远看去，校区后院浓
密的树荫下，3个追逐嬉戏的身影
格外引人注目。“快传球给我！真
棒！”一个身材清瘦的“大男孩”对
脚下正运球的另一名小男孩喊，
而“大男孩”身后则紧紧追随着一
名短发小女孩，小女孩童真的笑
声回荡在整个院子里。围墙旁，
还站着一个旁观的“小姑娘”，她
正举着手机，将眼前和谐而美好
的一幕拍摄下来。

不一会儿，下课的音乐声响
起，康复机构的连祥工老师上前
招呼道：“海敏老师，玲玲老师！
大河报的记者来看你们啦！”

“来啦！来啦！”和两个孩子
告别后，“大男孩”拉着“小姑娘”
的手，走到了记者面前。原来，他
们就是9月16日将要大婚的“袖
珍老师”李海敏和费永玲。两人
的身高已永远定格在 1.48 米和
1.25 米，他们是无法长高的“童
颜”袖珍人，训练中心甚至有不少
比他们的个头还高的孩子。

“海敏哥哥，我想玩儿彩泥，
我想做一个太阳！一会儿你教
我！”已经跑回教学楼的小女孩又
跑了回来，拉着李海敏的衣角
说。“好！没问题！”李海敏一口答
应了下来。

“虽说已是 40 岁出头的人
了，但孩子们不愿称我们为老师，
喜欢叫我‘海敏哥哥’，称玲玲为

‘姐姐’。感觉和孩子们在一起，
我们似乎永远都不会老！”李海敏
说。

“我们希望能有更多的‘星
童’通过接受特殊教育，最终回归
到正常的社会生活中去。”费永玲
说，这是属于他俩共同的梦。

核心提示丨袖珍人，由于
身高缺陷，似乎一生都注定不
会有一个圆满的人生；自闭症
儿童，就像天上眨眼的星星一
样活在自己狭小的空间里，和
身边的这个大世界保持着距
离。如果这两类人在一起，你
猜，会产生什么样的“化学反
应”？

他是画家李海敏，42岁，
身高 1.48 米，来自福建古田
县；她是幼教老师费永玲，38
岁，身高1.25米，来自山东章
丘。

同是袖珍人，因“星星的孩
子”（下文简称“星童”）两人相
遇并结缘。2014年，两人先后
来到郑州一家康复机构，从事
特殊教育行业，当起了“星童”
疗育师，并利用身高优势和各
自的特长，与孩子们打成一片。

□记者 张瞧 文 赵龙翱 摄影

拥有童颜童心 他们相约守护“星童”
两名“袖珍疗育师”情定郑州，夫妻俩倾心帮助自闭症孩子打开心门，回归正常生活

来看看他们的爱情故事

相识丨千里姻缘一线牵，只因同是“守护者”

婚礼丨大婚现场，“小夫妻”收到了众人的美好祝福

李海敏是孩子眼中的“最佳玩伴”

采访丨
小小的身体里
装着同一个“治愈梦”

据了解，李海敏是福建省古田
县黄田镇双坑村人，不仅是名画家，
更是名工艺美术师。“学校后院的围
墙原本是纯白的，我把各种卡通形
象都画在了墙上，墙上还有很多留
白的地方，孩子们可以随心所欲地
在墙面上画画，就算把我的画完全
覆盖住也没关系！”李海敏指着墙上
的涂鸦笑道。

费永玲的声音甜糯糯的，她说：
“‘星童’的典型特点就是语言障碍，
不能或是不愿与人交流，但其实每
个人都会有兴趣点，我们会捕捉孩
子感兴趣的东西，比如有的孩子对
色彩感兴趣，有些则对图形感兴趣，
或者对音乐感兴趣。一旦激发了孩
子的兴趣点，就有可能让孩子们慢
慢产生与外界沟通的渴望，甚至唤

醒他们的特殊潜能。我们要做的，
就是在日常陪伴中，用平和的态度，
并且尊重他们，一点点打开‘星童’
对外界封闭已久的心门。”

据连祥工老师介绍，从2014年
开始至今，李海敏、费永玲等30名

“袖珍老师”通过培训获得了“自闭
症疗育师”专业证书，其中有不少

“袖珍老师”来自河南一个袖珍人艺

术团，如今他们已在疗育师岗位上
成功转型，“因为‘袖珍老师’的个子
和孩子们几乎一样高，‘玩伴优势’
在教育实践中凸显，他们很轻松就
能和孩子们打成一片。孩子们取得
进步开始说话，甚至展露笑脸，让人
不由对他们产生敬佩之情！”连祥工
老师激动地说。

倾诉丨“袖珍老师”与“星童”互相支持、互助成长

他，名叫李海
敏，是孩子们口中的“海

敏哥哥”，大家爱和他一起
做游戏。

在一起搭班的时间长了，他爱上了她的善良、坚韧，她喜欢
上了他的踏实、勤恳。

她，名叫费永
玲，被孩子们称为“玲玲

姐姐”，女孩们爱找她一起
做手工。

夫妻俩的宿舍门口放着李海敏为费永玲做的玫瑰花

按照中式婚礼的习俗，李海敏牵着费永玲走上婚礼舞台。

婚礼开始前，学生为费永玲整理头饰。

爱·携手同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