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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医生是陈来华从小的梦想。 从小就浸润

在浓厚的医学环境里，受到父辈们的耳濡目染，

儿时的陈来华就立志成为一名好医生。 经过长

时间的日积月累， 少年时期的陈来华已经储备

了丰富的中医知识。

后来，毕业于成都中医药大学的陈来华，

长期从事中医眼科临床工作。 经过多年的临

床实践后发现， 虽然中医治疗眼科疾病有立

竿见影的效果，但中医眼科要向前发展，其传

统的“望、闻、问、切”诊查方法需要延伸，因

为医生面对的不是2000多年以前的患者。“西

医借助现代科技成果来诊查疾病得以发展，

中医可不可以借助现代科技成果来发展自己

呢？” 带着这样的想法， 陈来华于1994年至

1995年到原华西医科大学脱产学习、深造，系

统学习了西医眼科。

1996年8月， 刚过完30岁生日的陈来华，

在成都动物园对面租下一栋房子， 成立了自

己的中医眼科诊所。 为诊所取名的事情他费

了很多心思， 最终定名为 “华蜀眼科”。

“华”，代表中华医药，喜爱中医的他希望用

一生去探索这块拥有千年历史积淀的国粹宝

库；“蜀”，代表生养自己的巴蜀大地，他想用

自己的汗水在这片土地上灌溉出中医眼科的

发展沃土。

然而，创业艰难，技术人员创业更为艰难！

陈来华既要天天坚持坐诊、接待病人，还要不断

地学习、考职称、写论文，并且不得不去面对社

会上复杂的人与事。经营管理对于陈来华来说，

又是一个新的领域。创业之初，为了节约开支，

常常是一个人干多个人的工作。 员工都下班休

息了，自己还不能停下来。那种日子是不能简单

地用“辛苦”两个字来形容的。看着很多下海的

同事靠岸、转行，自己也曾经动摇过。但陈来华

的骨子里有着不服输、不退缩的素质，最终选择

了坚持。

为了提升自己， 陈来华于2000年到四川大

学经济学院学习企业管理， 又于2002年到北京

“卫生部党校干部培训中心”学习医院管理，后

来还参加了一些关于素质训练之类的学习。就

这样一边工作，一边学习，至今已坚持了18个春

秋。更值得庆贺的是，年近50岁的陈来华还在去

年考取了高级职称。

在陈来华院长18年坚持不懈、严谨求实

的带领下， 作为陈来华中医眼科的 “实验

田”的华蜀眼科终于得以做大做强，陈来华

院长的名医理想也终于变成了现实。 他于

1995年入选《中国大陆名医大典》、省级媒体

也曾载文《光明天使》《眼病克星》《患者的

贴心人》予以表彰，同时得到群众的广泛称

赞。2009年被评为四川医德医风榜样名医。

2013年在“榜样中国·我心目中的名医”大型

公益评选活动中荣获“我心目中的四川名医

（眼科）”称号。

大任于斯，玉汝于成 更铸中医眼科辉煌

“妙手仁心·第二届成都好医生口碑榜”百强医生陈来华院长专访

病人拿着二甲医院的转诊单来到华蜀

眼科找陈来华院长看病， 应该算是一件新

鲜事。因为在没有提出双向转诊的那些年，

他们的二甲医院要转诊， 只能是向上级医

院转。

事情还得追溯到几个月以前， 包大爷第

一次来到华蜀眼科挂了陈院长的号， 检查自

己眼睛“飞蚊症”的问题，做完详细的检查

后， 陈院长告诉他说：“你的眼睛玻璃体混浊

比较严重，如果不及时治疗，有可能发展为视

网膜脱离， 最好及时采用中医眼科的康复治

疗方法来控制或改善病情。”

遗憾的是包大爷当时没有接受治疗。结

果， 几个月后因为右眼视网膜脱离做了三次

手术都没有贴上去，还是失明了，左眼视力也

已经下降到了0.2，全家人几乎都要崩溃了。这

时候才想起当时陈院长的忠告， 于是找到单

位的医院开转诊单。

在接受中医治疗后， 他的左眼总算保

住，视力也提高了不少。大爷特别定制了一

面锦旗送过来。包大爷还算了笔账：“看病也

要讲经济学啊， 这可比手术的费用少多了。

而且有形的价值好计算，而无形的价值是无

法估量的。”

陈来华表示，人们通常所说的“病”，在中医来

说，也许只是个“症”，即症状表现而已，“证候”可

以由多个症状组成。中医讲究“治病必求其本”，因

此，找到真正的病根，针对证候治疗这才是治病的关

键。

陈来华还举例了眼与肾的关系。 中医认为弱视

属于中医“五迟五软”的范畴，按现代医学的说法叫

“发育迟缓”，而中医认为：“肾为先天之本，脾为后

天之根”， 发育迟缓与脾、肾关系密切；而尿床也跟

肾关系密切，因为中医认为：“肾司二便”，尿床跟脾

肾不足有关。所以，这两个问题其实可以归到同一个

证候，中医的辨证论治就是针对证候进行治疗，从而

收到了“异病同治”的效果。

也有患肛肠疾病的病人好奇地问陈院长：“我

当时都没有说我有脱肛这个问题，你咋知道的呢？”

陈来华院长说：“中医眼科最大的特点就是整体观，

很多眼病的发生、发展都与整体健康状况有着密切

的关系。对于各种眼科疾病，我们都可以借助现代

科学的检查手段进行确诊，得到一个大家都能懂的

病名，然后再根据中医眼科的辨证论治方法得出中

医的证候学诊断，根据患者的证候进行针对性的治

疗， 这样， 与证候相关的症状可能会随之消除。因

此，你们认为的一些意外收获，也就是意料之内的

事情了。”

（黄文娟）

毕业于成都中医药大学、长期从事中医眼

科临床工作的陈来华，

1994

年至

1995

年在原华

西医科大学进修眼科，

2002

年在卫生部党校干

部培训中心学习医院管理。他擅长治疗青少年

近视、弱视、斜视、干眼症等眼病；并对中老年

眼底病及眼科慢性病的康复治疗有独到之处。

1995

年入选《中国大陆名医大典》。省级媒体曾

载文 《光明天使》《眼病克星》《患者的贴心人》

等予以表彰。

2004

年

4

月，他受邀参加中国中医

研究院举办的“全国中医特色医药发展论坛”；

2006

年

4

月受邀参加中国医师协会举办的 “第

六届中国名医论坛”；

2013

年在 “榜样中国·我

心目中的名医”大型公益评选活动中荣获“我

心目中的四川名医（眼科）”称号。

2014

年，成都商报媒体集群启动“好医生”

评选活动，广大市民纷纷参与，迫不及待地将自

己遇到的好医生向大家推荐，也正是因为这样，

极具特色的中医眼科医师陈来华走进大众的视

线。“妙手，术也；仁心，道也。”这就是老百姓心

中“好医生”的一杆秤。通过微信点赞、拨打热线

等一系列媒体方式和平台， 陈来华用他的妙手

和仁心获得了广大市民的好口碑， 最终获得了

“妙手仁心·第二届成都好医生口碑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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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荣

誉称号，成为了当之无愧的百强好医生。

医生梦 玉汝于成

谈到中医眼科未来的发展，陈来华院长说，

中医眼科有着悠久的历史， 早在北宋时期的太

医院就已经把中医眼科独立为一门学科， 为人

类的健康事业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国内外多位

名人也曾接受中医眼科的康复治疗， 并取得了

满意的疗效。

如今，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中医眼科学

也应该向前推进，中医眼科医生在诊疗活动中，

除了要用中医传统的 “望、闻、问、切”来搜集

患者信息外，还要结合使用现代检查设备，运用

现代检查设备是中医“望、闻、问、切”诊疗手段

的延伸。“我认为用现代检查设备采集到的信

息进行诊断和观察，做出病名诊断，然后采用中

医、中药进行辨证论治，这就是现代中医眼科的

发展模式。”

在探索中医眼科发展的道路上， 陈来华仍

在不断进行技术创新。他根据中医“整体观念”

和中医眼科“五轮学说”理论，结合多年临床经

验，总结出一套完整的治疗方案：采取“中药熏

蒸+中医点穴+中药内服” 等局部和整体相结

合治疗的三联疗法，治疗青少年近视、弱视、干

眼症以及其他慢性、疑难眼病。“现代中医眼科

即将焕发出新的活力， 希望有更多从事中医眼

科的同道共同努力，让中医眼科事业发扬光大，

更好地服务广大眼病患者。”

经过长期的潜心钻研， 陈来华总结出了一

套适用于眼科慢性病的“中药熏蒸和中医点穴

治疗”的方法，他发现采用中医点穴治疗能明

显改善慢性眼病患者的视力以及视疲劳症状。

此后，经过长期的反复研究和试验，他又总结出

了一套利用中医防治青少年近视、弱视、斜视的

方法。

从医20多年来， 陈来华医生深受众多患者

的喜爱。每到周末和寒暑假都可以看到：前来接

受中医治疗的眼病患者络绎不绝， 但又井然有

序地排队等候。 这些病人从大学生到小学生都

有，有中青年上班族，还有老年眼病患者。很多

人都是自己的眼病在这里治疗后， 又带家里人

或者亲戚朋友前来看病。陈来华认为，只要对病

人真的用了心，治疗效果就一定会更好，这样不

仅病人会更满意，自己也会更安心。

“为患者诊治眼病，我的优势在于系统地学

习过中医和西医， 以及多年从事中西医结合眼

科临床的经验。每次为病人诊断时，我都会从中

医和西医两个角度为病人阐释病理， 然后为病

人选择最优的治疗方案。”陈来华认为中西医结

合治疗眼疾是未来眼科行业发展的趋势， 中医

眼科机构的中医特色、 中西医结合发展之路将

越走越光明。 陈来华表示：“办医疗机构不一定

要去拼规模， 最重要的是提高医疗技术和服务

质量，技术是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和病人共赢是

建立和谐医患关系的基础， 专科医院想要拥有

良好的口碑，就要从让每位患者满意做起。”

中医特色眼科

深受患者好评

启程未来

创造“睛”彩世界

专家

观点

陈来华的“看病经济学”

医生非贵药不开是不对的，一味开廉价药也是不切实际的。当然，一般情况下，能吃药解决的

就绝不打针；能打针解决的就绝不输液；能用药物解决的就绝不手术，这是陈来华看病的最基本原

则。陈来华还列出了一则计算公式：医生的技术×病人的依从性=疗效。“从这个公式可以看出，病

人的依从性越好疗效就越好，而疗效越好就越经济。”

来自新都的张小姐由于长期面对电脑患

上了干眼症，已经发展为角膜溃疡，如果治疗

不好也许只能做角膜移植手术，费用逾万元。

后经朋友推荐在陈来华院长的精心治疗下得

到了康复，并且仅仅花费3000多元。

张小姐说：“我患上角膜溃疡大概有半年

了， 之前我也先后到过几家大医院做了多项

检查，用眼药水治疗效果一直不太好。最终朋

友向我推荐了陈来华院长， 让我的眼病得到

了有效的治疗。感谢陈院长，感谢他为中医眼

科所做的努力， 感谢中医眼科让病人看到治

疗的曙光！”

案例一

案例二

专家简介

妙手、仁心、口碑

当之无愧的百强好医生

中医治眼病理论

中医解读异病同治

陈来华院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