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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城陈先生!

白内障只有成熟后才能做手术"

专家回答! 随着现代医学技术的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及保健意

识的提高!白内障无须等到成熟后再做手术!只要是白内障引起的视

力下降!影响到日常工作生活!均可行手术治疗" 建议患者到正规眼

病专科医院就诊!以确定最佳手术时机"

沈丘李女士!

白内障术后患者视力立刻就能变好吗"

专家回答!超声乳化白内障手术的治疗过程非常简单!一般半个

小时内就能做完! 但是白内障术后患者视力的恢复不可能 #一蹴而

就$% 现代白内障手术术式虽然已经发展得相当成熟!但即使再微创

的手术!还是会对机体组织造成一定程度的损伤!引起相应的炎症反

应"

因此专家会建议患者在术后用一些抗炎抗细菌的药物! 保持眼

部干净!不要再有创伤经过合理用药&定期随访观察!大部分患者的

角膜水肿及虹膜等组织炎症反应会逐渐消失!视力也会越来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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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 ! 白内障已经成了常见

病 &多发病 !加之部分市县手术能

力薄弱!目前全市仍有很多因白内

障致盲的白内障患者需要手术复

明" 近日 !记者从周口市眼科医院

了解到!全省助贫复明项目已经进

入周口!周口市眼科医院已经开始

接受报名 !将助贫复明用爱来传递

光明"

然而!随着我国人口的老龄化!

白内障的患病比率以及绝对人数都

在不断上升" 目前我国每年新增白

内障患者近
!""

万!其中有近
#"

万

人最终失明! 每年实施白内障手术

约
$"

万例"随着老年人口比例的逐

步上升! 各种老年病包括老年性白

内障的发病人数将逐步进入高峰"

据了解! 助贫复明工程是根据

国家 '百万贫困白内障患者复明工

程(的相关内容!在全国范围内广泛

开展的一项医疗扶贫项目% 该项目

定点为周口市眼科医院 ! 该院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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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连续三年被指定为 #百万贫

困白内障患者复明工程$定点医院!

并超额完成了省卫生厅分配的任

务%

据了解! 助贫复明工程活动计

划对全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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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符合条件的白内障

患者进行全免费救助! 包括免费术

前检查!免费手术!免费术后治疗用

药和免费国产人工晶体%

活动时间从现在开始到明年
#

月底! 白内障患者持身份证和贫困

证明即可到该院进行免费白内障手

术% 现场报名)周口市八一大道南段

新建路周口市眼科医院% 咨询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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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艳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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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内障术前准备

!+

预防感冒% 白内障专家指出!在手术前一天要洗

澡!术前眼抗生素眼药水!睡前口服安眠药!以保证良

好的休息!更好地配合医生完成手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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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宿要规律% 要注意养成按时睡觉&起床及进食

的好习惯%多吃些软食及易消化的食物%每天坚持吃水

果以补充必要的维生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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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除心理上的紧张情绪% 有的人听说在眼睛上

做手术!#眼水$会流出来!夜里睡不好觉!害怕眼睛将

来看不见%这主要是对眼科手术缺乏了解!产生了恐惧

心理% 其实白内障是眼科常做的手术!手术时间短&痛

苦少!甚至手术后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可请做过白

内障手术的病人讲讲当时做手术的体会! 消除术前紧

张的情绪%

#+

全身检查% 必要的术前化验包括血&尿常规&肝

功能&血糖&心电图&胸片&血压等%

,+

正常排便% 要争取每日排便一次!防止大便干

燥!必要时可服麻仁润肠汤!以保证术后顺利恢复%

$+

眼科特殊检查% 术前要注意眼科的特殊检查!如

角膜曲率&视觉电生理&

-./

超&角膜内皮细胞检查&眼

压&泪道冲洗等% 术前
!0'

天眼常规滴抗生素眼药水!

每天
#0$

次%

白内障的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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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物治疗

白内障药物治疗没有确切的效果! 目前国内外都

处于探索研究阶段!一些早期白内障!用药以后病惰可

能会减慢发展!视力也稍有提高!但这不一定是药物治

疗的结果! 因为白内障的早期进展至成熟是一个较漫

长的过程! 它有可能自然停止在某一发展阶段而不至

于严重影响视力%一些中期白内障患者!用药后视力和

晶状体混浊程度都未改善%近成熟期的白内障!药物治

疗更无实际意义了% 目前临床上常用的药物不下几十

种!有眼药水或口服的中西药!但都没有确切的治疗效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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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术治疗

随着现代显微手术日臻完善! 白内障囊外摘除术

与老式的囊外摘除术不同!它需在手术显微镜下操作!

切口较囊内摘出术小!将混浊的晶状体核排出!吸出皮

质!但留下晶状体后囊% 后囊膜被保留!可同时植入后

房型人工晶状体!术后可立即恢复视力功能% 因此!白

内障囊外摘出已成为目前白内障的常规手术方式%

白内障超声乳化术为近年来国内外开展的新型

白内障手术% 老年性白内障发展到视力低于
"+'

&晶状

体混浊在未成熟期&中心核部比较软!适合做超声乳

化手术% 其优点是切口小!组织损伤少!手术时间短!

视力恢复快% 随着白内障超声乳化摘除并人工晶体植

入术越来越普及!激光乳化也将应用于临床!注入式

人工晶体的研究开发!必将使白内障手术更上一个新

的台阶%

白内障术后的护理方法

白内障给患者带来的影响很严重! 得了白内障一

定要尽快的进行手术治疗!有很多患者都得到了康复!

但是很多人不注重术后的护理!导致病情严重%今天就

为大家介绍白内障的术后护理方法! 有效的护理方法

可以辅助治疗!让患者更快的恢复健康%

!!

思想上要重视% 不要认为手术后就万事大吉!应

加强观察!注意术眼有无疼痛!人工晶状体位置有无偏

斜或脱位!眼前节有无炎症渗出!虹膜及瞳孔是否发生

粘连等% 术后每周去医院检查
!

次!包括视力&人工晶

状体及眼底情况%

!

个月后遵医嘱!定期复查%

%!

术后
'

个月应避免剧烈运动!尤其是低头动作!

避免过度劳累!防止感冒%

'!

术后
!

个月内每日数次点抗生素眼药!并且遵

医嘱滴用作用较弱的扩瞳眼药!以防止瞳孔粘连%对长

期满用激素类眼药者!应注意眼压情况!避免产生激素

性青光眼%

#!

保持大便通畅!少吃刺激性食物!忌烟酒!多吃

水果及蔬菜%

,!

术后
'

个月应到医院常规检查!并作屈光检查!

有屈光变化者可验光配镜加以矫正% 一般
!

个月后可

正常工作和学习%

根据上面所介绍的内容!术后的护理工作!对白内

障患者视力的恢复尤为重要!希望大家引起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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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灵视窗&协办单位!周口市眼科医院

新农合定点医院

城市医保定点医院

国家卫生部健康快车白内障治疗中心

中国中医科学院眼科医院协作医院

眼病健康热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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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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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口市眼科医院引进国际最先进的美国博士伦准分子激光

治疗机及多种智能化眼部检查设备! 开展最先进的个性化设计

的多种准分子激光手术!依托眼病专科技术优势!由具有
!$

年

数万例准分子激光治疗近视成功经验的国内一流屈光手术专家

及其技术团队全程医疗保障% 治疗近视到周口市眼科医院是您

明智而正确的选择% 地址!周口市八一大道南段新建路眼科医院

四楼 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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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假日照常上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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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医问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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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简介

雷智! 副主任医师! 周口市眼科医院白内障科主

任% 毕业于河南医科大学!学士学位!从事眼科临床
'"

年! 可熟练开展各种超声乳化白内障摘除术联合人工

晶体植入术以及现代囊外白内障摘除术! 完成白内障

手术
'

万余例!尤其在先天性白内障&青光眼合并白内

障&合并高度近视白内障&葡萄膜炎并发白内障&外伤

性白内障&晶状体脱位&白内障手术失败病例等复杂白

内障的手术治疗方面具有深入的研究% 多次参加河南

省残联组织的医疗队!赴新密&淮阴等地主刀白内障手

术数百例!在核心期刊发表论文
%"

余篇&获地厅级科

技成果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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