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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年，吴护平从家乡江西
省抚州市的一所专科卫校毕业
后，分配至当地的职工医院五官
科。在显微技术还不发达的上世
纪80年代，要想治好更多眼疾患
者，
唯有提升自身医术。1984年，
吴护平进入南昌大学第三附属医
院进修，
开始主攻眼科学。
“1985年我到青岛参加国内
眼科学论坛会议，谢立信院士的
眼表课题发言让我大开眼界，同
时深感自己距离眼科 ‘专家’的
距离还很远。于是我选择攻读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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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日，也阻挡不了人们参与体育
锻炼的热情。挥汗如雨一时爽，
殊
不知危险正找上门。
郭大爷今年 60多岁，平时酷
爱体育锻炼。上周，
他像往常一样
午休后外出锻炼。天气炎热，
他感
觉身体不太清爽，汗流浃背，有点
头晕，
右侧肢体有点乏力。回到家
后，
他的症状没有缓解，反而出现
了说话含糊不清的情况，一喝水
就呛个不停。家人感觉不妙，
立即
将其送往医院，核磁共振显示，郭
大爷脑梗死，
俗称脑中风。
据了解，郭大爷平时就有高

血压病史，加上近段时间他外出
锻炼出汗多，未及时补充水分，导
致血液浓缩，循环不畅，给脑梗死
创造了条件。医生给郭大爷进行
了溶栓、
降低血脂等治疗，虽然病
情稳定了，
但郭大爷因吞咽障碍，
无法经口进食，
只能插着鼻胃管。
厦门市中医院金海鹏副主任
医师介绍，夏日高温时段应避免
外出锻炼，
尤其对于老年人来说，
可能诱发中风，大汗淋漓应及时
补充水分。
除了中风之外，近期心梗的
发病率也明显提高。厦门市海沧
医院 心 内科 李文 明 主任 医师 提

醒，最近因心梗就诊的患者比平
时多了 20%。夏季温度高，人体
为了散热，汗液增多，体表血管明
显扩张，血液在体表分布较平时
增加，心脏、大脑供血量相对不
足；出汗多，身体易缺水，血液黏
稠度增高，易形成血栓，诱发心绞
痛、
心梗发作。此外，
天气燥热，
睡
眠质量下降，情绪不稳定，交感神
经兴奋，易诱发心梗。他提醒，当
怀疑发生急性心梗时务必记牢以
下四点：停止活动，平卧休息；避
免紧张情绪，不要盲目服药；立刻
拨打 120求救；尽快前往就近的
胸痛中心就诊。
6#%"###%







q
r


q




r

r
¡
N
¢
.
£
¤

!

他说起话来神采奕奕，走起
路来脚底生风；他对眼科技术孜
孜以求，面对患者尽心尽力；他潜
心学术，仅《眼科研究与视力学》
《中华眼科杂志》 等权威期刊就
发表论文20余篇，先后8次以第一
完成人获得福建省和厦门市科技
进 步 奖 …… 他 就 是 创 造 了 多 项
“第一”，荣获“中华眼科学会先
进工作者” 荣誉称号的厦门大学
附属厦门眼科中心眼表与角膜病
专科学科带头人吴护平。
从医至今的38年，吴护平带
队操刀角膜移植手术，台数位居
全国前列，成为广大眼科同行学
习的榜样。“医路漫漫，唯有矢志
不渝的总结、钻研、创新技术，才
能为更多患者点亮黑暗 ‘视
界’。”他说。

17年来，吴护平所带领的眼
士研究生，
1992年考上了谢立信
院士执教的潍坊医学院眼科系。” 表科室先后被评为国家、福建省
及厦门市临床重点专科，厦门市
吴护平说，前往潍坊就读时，谢立
医学领先学科，门诊量也从最初
信院士虽已调至青岛眼科医院担
的一天20余人增加至如今的300
任院长，但考学期间谢立信院士
余人。已是学科带头人的吴护平
对他的回信一直激励着他孜孜以
至今仍每周一到周六、从早到晚
求。“越学越有劲头，
越治越有信
“泡”在医院，把医院当成第二个
心。”
家，每天除了门诊就是手术，还挤
1995年，作为人才引进，吴护
出时间坚持科研、
带领团队学习。
平来到厦门，成为厦门眼科中心
第一个硕士研究生。丰富的理论
 
知识和名家跟诊经验储备使他无
眼睛干涩难受，误将治疗鸡
论接诊角膜病，还是急诊眼外伤、
手术白内障等都游刃有余。2003 眼的药水滴入眼睛，导致眼角膜
中度烧伤；氢气球充气不慎爆炸，
年，医院开创科室精细化发展模
导 致 双 眼 爆 炸 伤 …… 类 似 的 案
式，
吴护平领衔接管眼表专科。
例，在厦门眼科中心眼表与角膜
w"xyz{|}~
病专科门诊不胜枚举，吴护平也
记不清为多少患者实施了羊膜或
干眼症多发普遍，往往不被
角膜移植手术。仅今年2月份，吴
人重视，严重时会引起角膜缺损
护平及其团队就累计开展了十余
甚至失明。于是，
吴护平早早就带
台角膜移植手术。
“患者重见光明
领科室在福建省先行成立 “干眼
后露出笑脸的那一刻，是我感到
门诊”。
最幸福的时刻。”吴护平表示。
不仅如此，吴护平还率先在
2018年11月6日，孕34周6天
国内开展角膜缘干细胞移植、羊
的早产儿涵涵（化名）刚出生就
膜移植及角膜移植手术；他主持
住进了当地医院的I
CU，
出院后不
包括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在内的国
久因细菌感染，致右眼角膜溃疡
家及省市级课题10余项，主编专
伴穿孔，
险些失去眼球。在她出生
著3部，专利2项；在福建省先行成
立眼库，积极开展生物工程角膜、 第18天时，吴护平顺利为其实施
了角膜移植手术。术后两天，
涵涵
角膜缘干细胞移植……一项项代
已经开始有了光感。经过定期复
表着国内先进水平的眼科手术在
诊检查，涵涵的右眼视力已达到
该科室相继开展，吴护平没有停
能日常玩耍的水平。如今，
涵涵的
下脚步，而是奔向一个又一个新
爸妈还时常与吴护平保持联系，
的“高峰”。
分享涵涵的成长片段。
比如，针对疑难性干眼、致盲
据了解，涵涵至今仍是厦门
性干眼，
2019年4月，吴护平在厦
眼科中心以及福建省内接诊过的
门眼科中心推 动成 立 “干 眼 中
最小的角膜移植患者。
心”，
联合亚洲干眼协会主席刘祖
国教授，
攻克干眼硬骨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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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了解，早在 2008年，厦门
眼 科中 心 成立 了福 建 省 首 家 眼
库——
—厦门眼科中心眼库，接收
来自厦门乃至全国的角膜捐献，
医院平均每年的角膜移植量达数
百例。但由于角膜材料来源困难，
相较该院每年逾 2000人的角膜
移植手术预约量，不少患者仍在
黑暗中苦苦等待。
为此，吴护平呼吁社会各界

给予眼角膜捐献多一份理解和支
持，希望有更多人加入眼角膜捐
献这一充满爱的团队中。什么样
的人符合角膜捐献标准呢？吴护
平表示，理论上讲，任何人都可以
成为捐献角膜者，但年龄以 5岁
-80岁为宜。有意登记捐献角膜
的市 民可 拨 打 市 红 十 字 会 热 线
20285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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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眼斜视、视物重影，
近一年来王先生被眼病折磨得
寝食难安，他万万没想到，这些
症状竟是因甲亢而起。
6月下旬，王先生来到厦门
眼科中心求诊于斜视与小儿眼
科谢仁艺副主任医师。经检查，
王先生被确诊为双眼患有甲状
腺相关眼病，俗称“甲亢突眼”，
是一类自身免疫反应引起的慢
性、
多系统损害的疾病。
谢仁艺表示，王先生眼睛病
变就是由甲亢引起，导致双眼眼
外肌发炎、肿胀、变性、纤维化，
最终失去弹性。据介绍，由于眼

眶组织和甲状腺在免疫学上有
相似之处，
使甲状腺和眼眶同时
受到自身抗体的攻击，既引起甲
状腺功能的异常，又会造成各种
各样的眼部问题。当人体免疫功
能发生异常，眼睛内的脂肪和肌
肉都会发生肿胀，由于眼内空间
有限，
这些肿胀的脂肪和肌肉就
会压迫眼球和视神经，造成眼球
突出、
眼球运动障碍、复视、视力
下降等症状。
据悉，入院第二天，王先生
的右眼接受了微创斜视矫正术。
其斜视得到纠正，眼珠转动灵
活，
重影也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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