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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10月22日讯(记
者 周千清) 10月的第三个
周是“中国镇痛周”，今年世界
镇日主题是2017~2018为疼痛
卓越教育传播年,为了提醒菏
泽人关注、解决疼痛，菏泽市立
医院疼痛科在医院门诊楼举行

“中国镇痛周”义诊活动。义诊
现场，疼痛科医护人员为疼痛
疾病患者免费做冲击波治疗、
贴膏药，并发放宣传页。

“婆婆近几年一直腰酸，从
今年9月份开始腿疼，10月份来
菏泽市立医院检查，发现患有
腰椎间盘突出症。”21日，在菏
泽市立医院门诊楼大厅的义诊
现场，来自曹县韩集镇杨小湖
行政村的张女士说。张女士陪
64岁的婆婆来复查，恰巧赶上
了义诊活动，几天来她婆婆一
直在输液、吃药，但是病情并没
有明显好转，因此过来复查一
下，看是否有好的治疗方法。

据悉，10月16日至22日是
“中国镇痛周”，菏泽市立医院
疼痛科主任苗韶华、副主任王
海峰带领科室医护人员，就各
类疼痛病状、一般筛查、诊断和
治疗进行耐心解答，并为有需
要的患者进行免费诊疗。

义诊刚开始，菏泽市立医
院门诊大厅就排满了前来就诊

的患者。
苗韶华主任说，疼痛是影

响人们生活质量的一个严重问
题。世界卫生组织更是将疼痛
确定为继血压、呼吸、脉搏、体
温之后的“第五大生命体征”。
它是一种与组织损伤或潜在的
组织损伤相关的一种不愉快的
感觉和情绪体验。疼痛不仅是
某疾病的症状或体征，也是一
种疾病。在生活中，虽然大多数
慢性疼痛不会致命，但是其持
久的疼痛和严重的功能障碍使
很多患者十分痛苦。此外，疼痛
还会导致患者容颜和体力的衰

老，使患者从此丧失了工作能
力和生活能力，持续的疼痛还
会使人的寿命缩短。

苗主任介绍称，为开展好
镇痛周活动，在世界镇痛日当
天，邀请了中华医学会疼痛学
分会副主任委员、山东省立医
院疼痛科主任傅志俭教授到院
内进行了“疼痛科止痛不治病
吗？”的精彩讲作。故此开展疼
痛健康知识宣教意义非常重
大，通过宣传活动引导患者正
确认识疼痛、唤起人们对慢性
疼痛疾病的关注，最大限度地
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

菏泽市立医院举行“中国镇痛周”义诊活动

疼疼痛痛也也是是病病，，不不能能忍忍

本报菏泽 10月22日讯(记者
周千清) 22日下午，齐鲁晚报

联合菏泽华厦眼科医院举办近视
手术专家面对面的分享会，现场
近视患者满座，国内知名眼科专
家王丽霞副院长，现场与近视患
者分享了飞秒及准分子激光治疗
近视的相关内容，受到了与会人
员的热烈欢迎。

“近视摘镜手术疗法一般常
见的有准分子激光和飞秒激光。
其中分秒激光手术是国际领先治
疗近视的方法，飞秒激光系统完
全脱离了手术刀，全程采用激光
制作角膜瓣，大大消除了发生并
发症的可能性。”22日下午，在菏
泽华厦眼科医院，30余位近视患
者认真的听着有关近视的相关知
识。与近视患者分享的人，就是国
内知名眼科专家、屈光手术专家、
业务副院长、准分子中心学科带
头人王丽霞。

据悉，王丽霞院长从事眼科
工作近20年，其中从事飞秒及准
分子手术18年，独立成功手术五
万余例。擅长飞秒及准分子激光
治疗屈光不正的各种高难度手
术，一般需要耗时10到15分钟的
手术，她仅需3分钟便能完美完
成。有着丰富的手术及术后处理
积累的经验，王丽霞院长将这些
经验总结归纳，先后发表国家级
论文20余篇，获得省级科研成果
奖数项。

除了专家技术实力强劲，记

者在分享会上还了解到，王丽霞
院长带领的准分子科室是率先在
省内引进国际领先的飞秒全激光
手术近视治疗方法。同时，科室拥
有国际先进的美国眼力健全激光
近视手术系统及德国蔡司激光系
统，两大顶级设备。

高保障的诊疗质量为基础，
加之该院优质的服务、合理的收
费等等，都让华厦眼科医院在同
行业中占据了优势。准分子激光
中心在诊疗过程中，始终坚持必
要的检查一项也不能少，不必要
的检查一项也不能多的原则，不
以低价位手术吸引患者，反之从
流程上处处为患者着想，无形中
为患者将省钱落到了实处，如此
贴心的医疗服务让华厦眼科赢得
了患者的一致认可！

在分享会的最后，菏泽华厦
眼科医院带来了建院以来最大的
优惠力度，包括现场报名交500元
定金，可立减100元手术费；现场
交全款的患者，在优惠的基础上
立减200元，同时免费享有20项近
视术前检查等等，都受到了近视
患者的热烈欢迎。

“我一直在找一家适合做近
视手术的医院，参加了分享会才
知道王院长已经做了五万余例手
术，我很放心，决定让王院长为我
做手术。”近视近十年的苏女士
说，有技术、优服务，她信任华厦
眼科医院。

近视手术专家面对面的分享会举办

““华华厦厦眼眼科科医医院院，，我我信信赖赖””

记者：飞秒激光近视手
术是安全的，那是不是说人
人都可以做了?
  王丽霞院长：虽然这是
微创手术，但也不是人人都
能做。

手术前需要经过严格的
术前检查，排除禁忌症。如眼
部活动性炎症及病变；眼周
化脓性病灶 ;已确诊的圆锥
角膜；严重干眼病;严重的眼
附属器病变；全身结缔组织
病及严重自身免疫性疾病
等。部分患者感到术后效果
不理想，甚至出现反弹或并
发症，一定程度上与术前检
查不到位有直接关系。所以，
有以上指征的患者是不适宜
做近视手术的。

记者：术前的检查准备
期间都有哪些注意事项？
  王丽霞院长：术前的检
查准备期间需要注意的是：
至少提前3天以上做术前检
查为宜，做完术前检查才能
预约手术时间(检查前须停
戴软性隐形眼镜2周或停戴
硬性隐形眼镜4周，可以戴框
架眼镜)，检查需要时间一般
为1小时左右，术前需要滴用
抗菌素滴眼液3-7天，术前做
好注视训练是很关键的。
  记者：您从事飞秒及准
分子手术18年，擅长飞秒及
准分子激光治疗屈光不正的
各种高难度手术，一般需要
耗时10到15分钟的手术，您
仅需3分钟便能完美完成,这
么快结束的手术分为几个阶
段?
 王丽霞院长：飞秒激光
手术是一种微创手术，一般
不会流血，也不会有疼痛。这
是由于正常人的角膜厚度约
为0 . 6毫米。角膜可分为五
层，飞秒激光近视手术是在
角膜中间层上进行照射治疗
塑形。因此，整个手术分为三
步：制角膜瓣；掀开角膜瓣，
用准分子激光照射塑型 ;角
膜瓣复位。
  记者：飞秒激光手术有

很高的安全性，那么术后需
要注意些什么？

王丽霞院长：飞秒激光
手术是制作角膜瓣的手术，
几乎没有损失角膜上皮，术
后两小时便离开，第二天视
力即可恢复。术后需要遵医
嘱，按时滴眼药，防止角膜感
染等炎症发生，同时注意用
眼卫生。
  记者：接受飞秒激光手
术的患者术后有什么反馈？
特别是术后恢复期如何进行
合理护理，多久可以恢复运
动、开车、化妆、乘坐飞机等
日常活动？

王丽霞院长：飞秒激光
手术后的患者回访感觉夜视
力更好，没有眩光现象的出
现。术后恢复期护理需要注
意的是术后1月内勿游泳，不
在眼部使用化妆品并避免异
物进入眼内，外出时可戴上
的挡风眼镜或太阳眼镜。术
后3月内请避免外力碰撞术
眼，禁忌进行激烈对抗性运
动(如足球、篮球、排球)；术
后3月内不能行眼部保健按
摩；术后3月内防止砂粒入
眼，尤其不能不戴防护玻璃
驾驶摩托车。开车、乘坐飞机
不受影响。

(本报记者 周千清)

葛专家访谈

据苗韶华主任介绍，2007
年菏泽市立医院就成立了疼
痛科。2013年，市立医院疼痛
科发展壮大。建立了专业的疼
痛诊疗队伍，通过专业的基础
和临床研究，实现疼痛诊疗专
业化，菏泽从而摆脱疼痛诊疗
长期处于“业余”水平的现状。

菏泽市立医院疼痛科主
要治疗的是骨关节痛、软组织
疼痛、头面部痛、神经病理性
疼痛、风湿性及代谢性疼痛、
癌性疼痛、术后镇痛等，以及
麻醉咨询，包括手术前麻醉检
查和准备，麻醉和手术后镇痛
方案制定等等。

疼痛科现有的诊疗方法
大体有三类，包括药物治疗、
物理治疗以及微创治疗等。

其中，药物治疗包括麻醉
性镇痛药、非麻醉性镇痛药、
抗抑郁、抗惊厥与神经安定
药、糖皮质激素类药、局部麻
醉药。

疼痛科现有的物理治疗
有冲击波疗法，对慢性肌腱末
端病、颈肩腰腿痛、骨关节炎、

风湿性关节痛等均有较好疗
效，而且这种治疗法无创、安
全，无不良反应。

微创治疗，疼痛科现在
开展的有针刀疗法。这是一
种介于手术方法和非手术疗
法之间的闭合性松解术。在
治疗部位刺入形状上似针又
似刀的一种针用具，到病变
处进行轻松的切割，剥离等
不同的刺激，以达到止痛祛
病的目的。针刀疗法治疗软
组织损伤性病变和骨关节病
变 (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
症、慢性腰肌劳损、第三腰椎
横突综合征、肱骨外上髁炎
(网球肘)、屈指肌腱狭窄性腱
鞘炎 (弹响指 )、足跟痛 (足跟
骨刺)等等)。这种微创治疗切
口小、损伤小、且不用缝合，
病人痛苦小。

除此之外，疼痛科还有多
种特色诊疗技术，包括神经阻
滞疗法、射频疗法、脊髓电刺
激、椎间孔镜技术、鞘内镇痛
泵技术等等。

(本报记者 周千清)

市市立立医医院院疼疼痛痛科科，，专专业业治治痛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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