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服务能力大提升 专科特色启新程

荣成市眼科医院新院址全面开诊
荣成市眼科医院老院区位于荣成

中医院老病房楼，置于居民区内，交通
闭塞且无停车场地。为缓解就医紧张，
提供更为舒适的就医环境，提高就诊
患者的满意度，按照荣成市委市政府、
荣成市卫生健康局的部署安排,荣成
市眼科医院已于3月28日顺利搬迁至
荣成市妇幼保健院。

搬迁后，眼科医院门诊位于荣成市
妇幼保健院一楼大厅东侧，室内宽敞明
亮，设施完善，服务优良；室外环境优
美，车位充足。门诊区设有专家诊室、普
通诊室、干眼治疗室、视光中心等，集特
检、药房、收费等多功能于一体，为患者

提供“一站式”服务，进一步优化了就诊
流程，提升患者就医体验感。

目前，在威海市眼科专业学术带
头人,威海市“威卫工匠”，荣成市中医
院、荣成市妇幼保健院党委书记，荣成
市眼科医院院长房建壮的带领下，荣
成市眼科医院凝结了一支技术力量雄
厚的专业眼科医疗团队，共15人，其中
主任医师2人，主治医师4人，住院医师
3人，视光师4人。逐渐形成了以眼视
光、眼屈光、斜弱视、白内障、青光眼、
眼底病、眼表疾病、眼眶病及眼整形为
主的二级眼科医院，荣获威海市“优秀
医师团队”荣誉称号。医院现每年门诊

量约三万余人次，每年白内障、青光
眼、眼底病等各类门诊住院手术3100
多例,年住院病人近三千人次。

据悉，医院投资3000余万元引进
爱尔康玻切超乳一体机、眼力健超声
乳化仪、Callisto eye手术导航系统、
IFS飞秒激光仪、蔡司MEL90准分子
激光仪等大型手术设备，拥有眼前节
分析系统、造影仪、眼前节检查分析系
统、眼底荧光血管造影仪、光学相干断
层扫描仪、眼底激光治疗仪、电脑视野
计、非接触眼压计，综合验光仪、角膜
测厚仪、角膜曲率计、眼科A/B超等先
进眼科特检设备。

荣成市眼科医院视力筛查进校园

守护学生清晰“视”界

自4月6日起，荣成市眼
科医院开展视力筛查进校
园活动，掌握中小学生及幼
儿园小朋友的视力状况，提
高学校及家庭重视，引导学
生养成健康的用眼习惯，通
过科学、规范、长期、有序的
近视防控举措，营造呵护孩
子视力健康成长的氛围。

荣成市眼科医院视光
中心的医务人员分年级、分

时间段对每位学生进行认
真、细致地视力检查、屈光
检查并作好详细记录。同
时，为每位学生建立视力健
康电子档案长期跟踪服务，
并指导学校进行视力健康
管理。检查结果将及时反馈
给学生和家长，以便及早发
现近视、弱视、斜视、屈光不
正、眼位异常等眼部疾病，
做到早干预、早发现、早矫

正、早治疗。
爱眼护眼不在一朝一

夕，近视防控也是一项持久
战。荣成市眼科医院将继续
开展健康宣教进校园，爱眼
护眼知识讲座等公益活动，
形成“孩子+家长+学校+公
立医疗机构+政府”多方协
作的合力，综合防控儿童青
少年近视的发生，共同守护
儿童青少年的光明未来。

荣成市眼科医院加强医联体建设

实现“大病不出城，小病不出乡”

2017年11月，由青岛眼
科医院牵头，荣成市眼科医
院及青岛、烟台、威海、日
照、潍坊等21个城市的眼科
专业医疗机构组成的首个
覆盖山东半岛的“山东东部
地区眼科医联体”正式成
立。同年12月，荣成市眼科
医院加入上海第九人民医
院眼科(眼眶病眼肿瘤)专
科联盟。

与国内知名的两大医院
眼科结为医联体，搭建医联
体平台，荣成市眼科医院就
此开启多元化、多层次的“智
慧医疗”时代。通过与上海九
院、青岛眼科医院之间建立
远程会诊、专家坐诊、进修学
习、学术交流等措施，帮助荣
医院开展眼科顶尖技术、诊
治疑难病例、培养优秀的眼
科专业人才，实实在在提高
县域内眼科专科的治疗水
平，极大地推动周边地区眼
科领域的学术发展。

群众就医更便捷
姜大爷是崖头村的村

民，患青光眼已有8年之久，
病情反复发作、疼痛难忍。
为此，他需要定期去青岛眼

科医院复诊。而荣成市离青
岛眼科医院较远，没开通城
际铁路前，坐客车一个来回
需要近8个小时，即使有高
铁后，怕耽误第二天的门诊
检查，也需要提前一天到达
青岛。在得知青岛眼科医院
的青光眼专家定期到荣成
市眼科医院坐诊后，老人高
兴坏了，“现在好啦，从我家
到医院只需要10多分钟，我
们再也不用早出晚归跑到
大医院看病了。”姜大爷的
儿子兴奋地说。

双向转诊更畅通
“医联体”工作的开展，

使双向转诊通道更加畅通，
医院在遇到一些重症患者
时，可以迅速采取双向转诊

“上转”措施，妥善安排患者
上转至医联体医院，及时得
到上级医师规范诊疗。使患
者在转诊上级医院时更加
便利，节省费用，对解决看
病难、住院难具有积极的意
义。对于在上级医院手术治
疗后的患者，可以通过双向
转诊“下转”措施转到荣成
市眼科医院进行后续治疗，
为患者省去了高昂的住院

费，还省了不少交通、住宿、
陪护等附加费用。

医疗服务更全面
为了加强与“医联体”

专家的联系和沟通，建立了
“医联体业务工作群”，所有
相关医务人员和工作人员
全部加入微信群，便于加强
学术交流，定期指导和检
查，帮助提高技能、规范服
务。让群众得到全面性、连
续性的服务。

基层医院管理更规范
“医联体”专家的“下

沉”不仅利于医院医疗技术
和服务水平的提升，同时也
将大医院先进的管理理念
和规范的管理制度渗入其
中。

近年来，荣成市眼科医
院不断加快推进“医联体”
建设，提高基层医疗服务能
力，打造医疗惠民网，提高
群众就医获得感，逐步实现
优质医疗资源共享，上下转
诊顺畅，建立了专科协作平
台和科研合作平台，实现了
优势互补，共同发展，最终
为患者提供全程、连续、便
捷、可靠的医疗保健服务。

荣成市眼科医院筑牢安全生产防线

组织开展安全生产大检查

为提高安全生产管理
能力，荣成市眼科医院开展
安全生产执法百日攻坚行
动。4月7日，医院领导带领
行政、后勤、医务、护理、设
备、等相关科室负责人对全
院进行了安全生产工作隐
患全面大排查。

此次安全检查范围包括
住院病房、后勤消防、医技科
室、药库房等重点科室和部
位，检查内容为医院消防安
全、医疗安全、用水用电安
全、设备管理、危险化学品
等。对科室自查发现的问题

和检查中发现的隐患，检查
组现场提出了整改措施并要
求及时落实到位；对一些共
性的问题，向各科室提出了
建设性的建议和意见。

院长房建壮强调，各部
门要提高思想认识，把“百
日攻坚行动”落到实处，通
过广泛宣传教育和思想发
动，大力营造全院重视安
全，关心安全，参与安全的
良好氛围，并要求各科室负
责人要认真落实安全责任，
做到排查要彻底，整改要到
位，责任无盲区、管理无死

角、人人有责任，推动安全
生产各项工作落实，努力为
医院创造稳定的安全生产
环境。

通过此次安全隐患大
排查，增强了职工安全生产
工作的责任感和紧迫感。排
查强调工作人员要严格规
范各项操作流程，遵守安全
生产各项规章制度，切实增
强了医院职工的安全生产
责任意识，消除假期安全隐
患、堵塞安全漏洞，医院将
持续把安全生产工作落到
实处，形成常态化、制度化。

【科普】防治青光眼

警惕“偷走视力的小偷”！

青光眼的发病原因
青光眼是因为眼内压超

过虹膜筛板的承受能力，导
致筛板扭曲变形，造成从筛
孔中穿过的视神经纤维受
损、变性，最终导致视神经萎
缩和视野缺损，甚至失明，是
一种不可逆性致盲眼病。

青光眼患者为何会头
痛恶心呕吐

原发性急性闭角型青
光眼患者房角大部或全部
关闭，房水外流受阻，视力
急剧下降，眼压突然升高导
致角膜水肿、视神经受损，
如果能控制高眼压，视力可
以改善，反之，可能导致永
久性失明。由于眼压急剧上
升，三叉神经末梢收到刺

激，反射性引起眼部、前额、
鼻根部疼痛，容易造成误
诊，还可能反射性地引起迷
走神经兴奋，导致恶心、呕
吐、心跳缓慢，常误诊为胃
肠道疾患而耽误病情。

青光眼发病有遗传性
吗

根据青光眼危险性和
遗传性，可将患者分为三个
危险级别：

一级危险人群：40岁以
上中老年人。有青光眼家族
史或一只眼已经患有青光
眼，同时从来没有戴过眼睛
的远视患者，性格上出现明
显极端化，常出现头痛、雾
视现象等。这类人群患有青
光眼的比例较高。

二级危险人群：有青光
眼家族史，年龄35岁左右，
但眼压波动幅度较大，视力
不明原因的下降，视野逐渐
变窄。

三级危险人群：无青光
眼家族史，年龄较小，但看
东西时色彩对比度下降，伴
有眼胀者。

青光眼患者需要注意
这些

青光眼患者若出现单
侧失明、对灯光敏感度降
低、视力模糊等情况时，要
咨询专业眼科医师。患有高
眼压、高度近视眼、青光眼
家族病史、高血压、糖尿病
的高危人群，应深入进行青
光眼筛查。

荣成市眼科医院开展

准分子飞秒激光治疗近视手术

荣成市眼科医院视光
中心是集眼视光疾病诊治、
近视、远视、弱视矫正、散瞳
验光、科学配镜、预防保健
为一体的专业视光医学中
心。

荣成市眼科医院视光
中心引进荣成市唯一一台
IntraLaseIFS飞秒激光治
疗系统，同时配备全套进
口的检查设备，波前像差
仪、角膜地形图等，拥有综
合验光仪、全自动电脑验

光仪等一系列先进的视光
检查及治疗设备 ,配备了
专业的视光医疗团队为患
者进行医学验光，根据患
者的眼部检查、屈光状态、
眼位、调节力、视功能、年
龄、职业、用眼习惯等十几
项诊断指标而给出科学的
指导意见及治疗，提高了
所配眼镜的准确度和舒适
性。

2017年，荣成市眼科医
院在荣成率先引进并开展

了“准分子飞秒激光”矫正
近视眼手术，术前可根据患
者眼球的屈光数据而“量身
定做”设计出的最佳“个体
化切削”方案，全面提高患
者视觉质量，受到广大患者
好评。至今该院已累计完成
屈光手术400余例，成为即
将高考的学子、准备服役的
青年、从事特种行业的单位
职工、热爱运动的体育爱好
者等近视患者摘镜圆梦的
最佳选择。

荣成市眼科医院率先开展手术导航下屈光性白内障手术

——— 白内障治疗进入精准屈光性手术时代

近日，荣成市眼科医院
房建壮院长运用手术导航
系统顺利完成荣成市眼科
医院第20例“手术导航下屈
光性白内障手术”，成功帮
助双眼视力均在0 . 02左右、
高度近视、右眼晶体半脱
位、左眼散光400度的白内
障患者重见光明，术后第一
天验光结果让患者惊喜万
分——— 用患者孙大爷的话
讲：世界完全不一样了！

患者是一位72岁的老
人，比较有活力，日常活动范
围较大，对视力需求较高，同

时有屈光参差的状态，术前
未佩戴过眼镜，由于白内障
加重影响了生活，遂来荣成
市眼科医院检查，接受手术
治疗。这类未戴过眼镜的患
者，如果植入单焦点晶体会
造成术后只能近视清晰或远
视清晰，日常需要额外佩戴
一副眼镜，患者排斥术后配
戴眼镜，荣成市眼科医院医
师团队选择为他植入三焦晶
体。经过两次手术后，孙大爷
复查结果显示：双眼0 . 8。孙
大爷高兴地说：“我从来没有
这么清楚、轻松地看过东

西”。一周后，他已经能看电
视，读报纸了。

自2019年2月24日，荣
成市眼科医院完成全市首
例屈光性白内障手术，标志
着荣成市白内障治疗进入
精准屈光性手术时代以来，
以威海市眼科学科带头人
房建壮院长为代表的荣成
市眼科医院白内障手术医
师团队，一直致力于最大限
度满足患者精准复明的要
求，在屈光白内障手术方面
已走在了威海市前列，达到
国内先进水平。

（王莉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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