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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富

成都普瑞眼科医院屈光手术

中心主任、首席近视手术医师，从事眼科临

床工作

20

余年， 对于近十种国际尖端激光

手术有丰富的临床经验， 至今主刀手术量

已超

30000

例，并做到了“零事故”，在国内

近视手术量排名中名列前茅。

在学术方面， 多次受邀在全国学术会

议上演讲， 先后在权威眼科书刊发表专业

学术论文二十多篇， 其有关高度近视和疑

难近视方面的研究获

2002

年科技成果二等

奖。凌富主任是国内较早应用

TK

技术矫正

近视的手术医师之一， 也是我国较早开展

飞秒激光近视手术专家之一。

周继容

暨南大学医学院毕业 ，研

究生所攻专业眼科 。 从事眼科临床工作

10

余年， 临床经验丰富 ， 主攻眼科屈光

（近视 、远视 、散光 ）矫正手术 ，擅长并能

熟练地开展飞秒激光手术及准分子激光

近 视 手 术 （ 超 薄

LASIK

、

EPI -LASIK

、

SBK

、

EK

和常规

LASIK)

。目前已成功完成

近视手术

10000

多例 。同时 ，多次参加国

内外眼科会议 ， 在国际级眼科刊物发表

论文十余篇。

10分钟

宇航飞秒激光帮你丢掉眼镜

权威近视专家凌富、周继容担纲手术医师 100个摘镜名额等你“抢”

自2012年9月11日由美国眼力健公司（AMO）

鼎力支持、成都普瑞眼科医院承办的“喜迎国庆”秋

季大型近视特惠活动启动后，我省广大近视读者报名

踊跃， 仅仅一周时间就有200多人参与本次摘镜活

动。笔者在手术承担医院了解到，首批35个报名入围

者经过严格的术前检查后，由全国权威近视专家凌富

亲自实施手术，现已安全、轻松地告别了近视，重获清

晰视力。

行动一次， 光明一生。 广大近视读者可拨打

028-80317632报名，适合近视手术的前100名入围

者，做宇航飞秒近视手术享受4000元特大优惠，先报

先得，额满即止。

做近视手术 听听权威专家的意见———

安全轻松告别近视

手术医生和设备很关键

近日，笔者就近视手术的安全和质

量问题，专门走访了我省数位知名屈光

手术专家。他们说：准分子激光近视手

术中设备的精良与否对术后效果影响

较大，准分子激光机是近视手术中的主

要设备，不同的准分子激光机价格差异

达百万元以上，其质量优劣差异由此可

见；而眼角膜中央的厚度不足1毫米，在

如此薄的角膜上用激光进行精细切削、

雕琢，这对医生的心理素质、专业能力

和手术经验等方面的要求都很高。

我国权威近视专家凌富介绍说，

世界第一台Intralase飞秒激光近视手术

设备的问世， 就把近视手术推向了更

安全、更精准、更完美、术后更接近角

膜原态的新高度。 这主要缘于Intralase

飞秒激光对于手术医师的两个重要特

质：一是可视化操作。医生在手术过程

可以随时跟踪观看到近视患者的手术

情况，能实时有效地控制风险。二是角

膜厚度参数90u�m �~�400u�m 的任意

设置，所以Intralase以其更节约角膜，赢

得了国际国内眼科界的高度认同，我

国一线城市的知名眼科医院先后引进

Intralase飞秒设备，以此作为高端服务。

据了解，Intralase飞秒激光是目前全

球率先用于宇航员矫治近视的手术设

备，因此，获得了“宇航飞秒激光”的美

誉。实际上，许多飞行员、狙击手都选择

该手术来改善视力，以求更好地完成任

务；更有许多名人、明星和近视患者也

通过宇航飞秒激光获得了完美视力。

不漏项、精确的术前检查

保障报名入围者

安全进手术室

本次活动首席手术医师、成都普瑞

眼科医院屈光手术中心主任凌富指出，

激光近视手术有一些禁忌症，不是每一

个近视患者都适合，青光眼、角膜过薄、

眼底有病变等都是不能做近视手术的。

而排除这些情况，术前须做好严格准确

的术前检查，包括眼前段到眼后段等十

二项专业的检查。

“只有经过详尽的术前检查，才能

得出精准的手术参数，这是手术取得成

功的重要保证。本次活动手术承担医院

对每一位报名参与者都进行了近两个

小时的不漏项检查，确保了每一位‘零

风险’进入手术室。”凌富说，在经过正

规系统的检查后，医生决定给你实施手

术，就是非常安全的。如果检查项目中

有一项不符合要求，医生就不会施行手

术，不符合要求的患者都会在术前检查

后排除，这从根本上保证了每一例手术

的成功。

眼科专家还说， 经过术前检查后，

手术就变得简单多了，患者只需把手术

当成眼科检查，手术十分钟左右就顺利

结束，不久即可重获清晰视力。

何筝

“喜迎国庆”大型近视特惠活动报名征集中……

1

、报名条件：凡

18

岁

~50

岁近视患者

均可报名参加。

2

、内容及名额：（

1

）适合近视手术的

前

100

名入围者，做宇航飞秒近视手术享受

4000

元特大优惠；（

2

） 做超高度近视手术

（

ICL

），只需

24000

元

/

双眼；（

3

）通过电话报

名再获

100

元优惠。

3

、 活动流程： 近视患者首先通过电

话、现场或网络报名，留下基本信息，由组

委会按报名的先后顺序统一安排术前检

查。

4

、报名方式：

（

1

） 电 话 报 名 ：

028 -80317632

83318332

。

（

2

）现场报名：成都普瑞眼科医院一

楼（成都市一环路北四段

215

号）。

活动参与方式：

本次活动特邀

权威眼科专家简介———

相关链接：

西南交大有个最牛实验室，200多个学

生中，有40多个都是老外，巴基斯坦、乌兹

别克斯坦、越南、贝宁、尼泊尔……他们来

自20个国家，俨然一个小小的“联合国”。

昨日， 成都商报记者探访了西南交通大学

道路工程四川重点实验室。

用英语交流，少数能讲汉语

西南交大道路工程四川重点实验室几

个下属实验室坐落在九里堤校区东门。昨

日下午3时许，记者在道路材料实验室见到

了一群正在进行路面沥青实验的留学生，

他们身着蓝色工作服，戴着安全手套，围在

中国老师身边，聚精会神研究着沥青模型。

“整个道路工程实验室集中了40多名外

国留学生。”该实验室主任邱延峻说，这里

是西南交大外国留学生最多的一个实验

室， 也是全省重点实验室中外国留学生最

多，国际化程度最高的。

这些留学生来自巴基斯坦、 乌兹别克

斯坦、越南、贝宁、尼泊尔、乌干达、赞比亚、

埃塞俄比亚、巴布内亚新几内亚、柬埔寨、

赤道几内亚、几内亚、苏丹、牙买加、也门、

博茨瓦纳、叙利亚、毛利塔利亚、斐济、伊拉

克等20个国家。肤色虽不同，但大家都用英

语交流，少数能讲汉语。

学成归国当老师或工程师

40多名留学生中， 记者与其中20多名

进行了交流。留学之前，他们大多数有一定

的工作经验， 因为本国建设和发展的需要，

他们来到中国进一步学习道路工程。他们目

的明确，学成归国后，要么当老师，培养更多的

专业人才，要么当工程师，参与到建设中。

“在乌干达我是一名讲师，是教授土木

工程的， 但是没有具体的道路桥梁方向专

业， 所以我来到了交大。” 来自乌干达

K yam bogo大学的讲师H arriet说， 她回国之

后将是道路工程桥梁隧道方面的首批专家

来自贝宁的26岁小伙子Bayane曾在贝

宁一所大学工作了三年， 他说：“我喜欢道

路与铁路工程这个专业， 另外贝宁正在建

设连接邻国尼日尔的铁路和公路， 我以后

也想参与到运营和管理中。” 记者了解到，

一半以上的洋学生为攻读硕士学位， 少数

攻读博士学位。

身负重任

因为本国建设和发展的需要， 他们来到中国

进一步学习道路工程。

西南交大一实验室有40多个老外，来自20个国家

“联合国”学修路

故 事

33岁博士生带着妻儿求学

“他们学习都很刻苦，我带的六个

外国博士、硕士研究生中，每天要与沥

青、水泥和泥土打交道，有的泡在实验

室的时间在

10

个小时以上”邱延峻说，

让他印象最深刻的是巴基斯坦博士

Arshad

。

Arshad

今年

33

岁 ，

2009

年来到西

南交大， 来蓉前是巴基斯坦国家科技

大学的一名助教，“巴基斯坦与周边很

多国家接壤，需要建设公路和铁路，所

以我来到了这里。”

Arshad

说。

为了不与家人分离 ，

Arshad

把妻

子和一双儿女也带到了成都。 他早出

晚归，学习刻苦，仅

2010

年就发表了

10

篇论文。“有一次放长假， 还被锁在了

实验室里面。”

Arshad

说， 博士生学习

即将结束， 他将带着家人返回巴基斯

坦，继续教师生涯。 成都商报记者

张舒 摄影实习记者 鲍泰良

西南交大道路工程四川重点实验室，有很多不同肤色的外国学生

目的明确

学成归国后要么当老师，培养更多的专业人才，要

么参与到道路建设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