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邝国平 主任医师， 教授，
眼科博士， 硕士研究生导师， 湖
南省郴州市第一人医院眼科主任。
郴州市第一人民医院眼科白内障
手术、 玻璃体视网膜病手术首席
专家， 率先在郴州地区开展多焦
点晶体置换术及 1.8mm 同轴微切
口白内障手术， 多次参加全国及
全省的防盲治盲行动。 从事眼科
临床、 教学、 科研工作 20 多年，
在国家级、 省级刊物发表论文 20
余篇。 擅长白内障、 青光眼、 眼
底病、 黄斑疾病以及眼角膜疾病、
眼眶病等疑难杂症的诊疗， 迄今
成功完成各类手术 5 万余例， 仅
白内障就完成 3万多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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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担当的光明使者
�������他们的舞台似乎很小： 直径 24毫
米的球体———眼睛， 但这小小的舞台
却是一个光明的大世界， 能映照出世
间万物。 他们用精湛的医术、 医者的
仁心， 为众多眼疾患者修复小舞台，
找回大光明。 他们就是湖南省临床重
点专科———郴州市第一人医院南院眼
科医护团队。

在眼科病区敞亮、 整洁的护士
站， 笔者环顾四周， 眼科发展历程赫
然在目：

1996 年， 科室从五官科独立分
科， 眼科正式成立。

1997 年， 在全省率先开展白内障
摘除并人工晶体植入手术， 白内障复
明中心成立。

1999 年， 成立湖南省第一家也是
目前唯一的一家深低温眼库， 角膜移
植手术大量开展。

2006年， 成为南华大学眼科硕士学
位授予点， 独立招收眼科硕士研究生。

2007 年， 搬迁至南塔路一栋 8 层
居民改造楼， 眼科扩大为 3 个病区，
独立发展颇具规模。

2009 年， 搬迁至南院， 至此眼科
发展分为南院和中心医院两个医疗
区， 南院已手术病人为主， 中心医院
以眼底内科为主。

光阴似箭， 眼科转眼间已成立 21
年。 2017 年， 郴州市第一人医院迎来
建院 110 周年， 在整个医院的发展历
程中虽不是最为久远的， 但在 2017 年
全院的学科评定中再次名列第一， 成
为百年名院中的一颗璀璨明珠， 其中
蕴含着全科医务人员求真务实、 精诚
团结的敬业精神和态度。 技术上的精
益求精与突破创新， 使眼科实力在整
个湘南乃至全省眼科领域名闻遐迩。

———记郴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南院）眼科 黄珍璐 欧玉仑

�������连台手术下来， 笔者见到了“光明
使者” 的领头雁———邝国平教授， 一副
半框眼镜让面庞微圆的他笑起来更显得
平易近人。

“当你老了， 头发白了， 睡意昏沉；
当你老了， 走不动了， 炉火旁取暖，
回忆青春。” 这首歌 《当你老了》 催人
泪下。 当我们老了， 头发白了， 老眼
昏花， 真的就只能束手无策吗？ 不，
不是的！ “至少我们可以保证那些白
内障患者在晚年视力清晰如昨。” 眼科
主任邝国平博士说道。

今年 61 岁的毕先生， 平时热爱运
动， 喜欢享受自驾乐趣， 但因为视力问
题， 不得已于 6年前放弃自驾， 日常活

�������玻璃体切除手术、 白内障超声乳
化摘除及人工晶体植入术、 激光矫
正屈光不正术堪称世界眼病治疗的
三大技术。 针对视网膜脱离、 眼外
伤患者和高度近视， 玻璃体切割手
术是眼科界高精且复杂的微创手术，
对手术医生的技术与经验， 以及手
术设备要求非常高 。 南院眼科自
2014 年开展微创玻璃体切割术以来，
仅 2016 年一年就达到 600 多例， 挽
救了众多眼外伤和视网膜脱离患者。

今年 6 月， 宜章县 53 岁的周
先生因蛛网膜下腔出血， 引起双眼
玻璃体积血， 导致双目失明， 且伴
有严重的高血压 （极高危）， 手术
风险巨大。 转入郴州市第一人民医
院检查后发现， 周先生还患有动脉
瘤、 肺部感染以及双眼老年性白内
障。 经医院神经外科治疗解决蛛网
膜下腔出血和动脉瘤问题后， 再转
入眼科进行手术， 双眼先后行“超
声乳化白内障摘除 + 人工晶体植入

+ 玻璃体切割术”。 手术过程顺利，
术中仅出血 0.2-0.3 毫升， 术中切
除混浊血性的玻璃体， 植入人工晶
体， 术后安返病房， 并给予局部抗
炎对症处理 。 手术完成的干净利
落， 一气呵成， 整个手术过程仅用
了 18 分钟！

如今， 郴州市第一人医院（南院）
眼科手术结构改变， 由原来的 1-3
类手术发展为以 4 类手术独占鳌头，
成为湘南疑难危重眼疾患者救治中
心。 高精尖技术取得了显著的突破，
目前已拥有了多项代表性技术， 如：
白内障超声乳化摘除术、 玻璃体切割
手术、 准分子激光手术、 眼眶肿瘤摘
除、 眼眶骨折修复术、 眼部整形术等
特色优势。 技术水平省内领先， 眼鼻
相关微创技术、 后巩膜加固术治疗高
度近视等多项新技术获得国内外同行
的肯定与借鉴。 近年来， 韶关、 永州、
衡阳等周边地区转诊过来的疑难危重
病例患者比重明显提高。

手术结构改变，高精尖技术挽救疑难危重患者

�������在追求精湛技术的同时， 郴州市
第一人医院 （南院） 眼科医护人员
不忘初心， 将慈善事业深入到广大
人民群众中。

随着老年化社会的加剧， 老年人
的视力健康也收到社会的关注。 “光
明天使行动”、 “百万贫困白内障救
助工程” ……为了推动郴州市的防盲
治盲事业， 邝国平博士几乎向所有的
国际慈善组织发送了 E-mail， 肯盼
回音。 然而， 申请之路并非一马平
川， 屡遭碰壁也是在所难免。 终于，
功夫不负有心人， 国际防盲组织

/CBM伸出了援助之手， 免费提供手
术耗材并多次派人进行指导。 6 年时
间里， 邝国平带领复明中心团队怀揣
这一颗赤子之心， 在向慈善机构的申
请中， 在田间地头的眼科普查中， 让
大约 12000 名符合特定条件的眼疾
患者重获了光明。

这个眼科团队以这样的方式帮助
了众多贫困眼疾患者恢复光明， 更
为众多的贫困家庭的生活带去了光
明和希望。 做人民的医生是这群

“光明使者” 主动肩负社会责任的最
初信念。

心怀光明，给患者以更多光明

动也深感不便， 非常无奈。 2017 年
7 月， 毕先生经人介绍找到眼科邝国
平， 接受了三焦点人工晶体植入术。
邝国平凭借丰富的临床经验和高超
的技术， 手术不到 10 分钟就完成
了， 而且仅有 1.8 毫米的微创切口。
术后第 2 天， 毕先生视力恢复到看
远达到 0.8、 看近达到 0.6。 完全不
需要佩戴眼镜也能看清楚东西。 这
不仅最大程度低改善了毕先生的视
功能， 同时也为他解决了美观问题。

以往植入的人工晶体， 因为单焦
点， 如患者侧重于远距离的视力恢
复， 那么看近就需要佩戴老花镜。 而

新型的多焦点、 三焦点、 双焦点人工
晶体能兼顾远近不同距离的需要， 最
终解除了传统的白内障患者术后戴老
花镜的烦恼， 达到了视觉效果更年轻
的疗效。 同时， 眼科也正在探索通过
植入三焦点人工晶状体解决老花眼的
问题。

在邝国平的带领下， 郴州市第一
人员 （南院） 眼科中心在全市率先
开展多焦人工晶体植入术， 至今已
上百例。 此项手术的成功开展， 将
白内障手术从复明提升到了屈光手
术的高度， 揭开了湘南地区精准屈
光治疗白内障的先河。

�������为加快年轻医生成长， 近几年来，
邝国平主任积极带教， 采用培养和引
进并重的方法， 不断完善和充实人才
队伍， 目前拥有一支技艺精湛的团队。
其中教授 2名， 博士 2名， 在读博士 3
名， 科内硕士研究生 13 名， 同时拥有
两位南华大学硕士研究生导师。 科室
成立了白内障、 青光眼、 眼底外科、
角膜及屈光、 眼眶病、 小儿眼科、 斜
弱视、 眼底内科等几个亚专科， 每个
亚专科配备了高中低资质的医师， 形
成了一个人有专长、 梯队合理的“生
态链”。

该团队人才不仅起点高， 同时对
年轻医师的要求也非常严格。 就白内
障超声乳化手术来说， 郴州市第一人
民医院南院眼科是郴州地区唯一一家
熟练掌握此类技术的科室， 年手术量
在 1500-2000 台次， 经过培养， 该眼
科住院医师就能达到独立开展该项手
术的能力。 该院眼科之所以能在眼科
界获得一席之地， 除了人才技术的

“传帮带”， 该团队还紧跟国内外学术
前沿动态和最新研究成果， 鼓励科室
医务人员外出进修学习。 仅 2016 年就
成功举办了 5 次学术会议。 2017 年 5
月， 湖南省医学会眼科学专业委员会，
在郴州市第一人民医院院庆 110 周年
活动中赠与该院“惠爱永存” 牌匾。

在郴州市第一人民医院眼科，
邝国平教授就是带领着这样一个团
队， 凭借精湛的技术和尖端的设备，
密切配合， 像魔术师一样为一位又
一位眼疾患者恢复光明、 点亮五彩
斑斓的世界！

筑巢引凤
人才是科室发展的血液

专 家 简 介

眼科医护团队。

由复明升级为精准屈光
开创治疗白内障先河

邝国平教授正在手术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