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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余位国内眼科专家齐聚眼科年会
17位省内眼科老专家获“终身成就奖”

四川省医学会第二十一次眼科学术会议暨2019省眼科质控中心年会在蓉召开

高水平高水平学术盛筵学术盛筵：：
40余位业内“大咖”
百余位眼科同仁面对面交流

本届会议为期两天，邀请了多
位国内知名专家：国家卫健委/中国
医科院近视眼重点实验室主任孙兴
怀教授，围绕青光眼的识别与处理
进行了分享；电子科技大学医学院
院长、四川省人民医院副院长杨正
林带来“视网膜疾病的分子致病机
制”的专题讲授；重庆医科大学附属
第一医院眼科主任、国际著名葡萄
膜炎专家杨培增围绕“眼内液检测
在葡萄膜炎诊断中的应用”开展讲
座，此外，还有来自厦门、重庆、温州
等多地多位专家莅临现场。

40余场专题讲座，主题围绕眼
科学术热点和临床热点，与百余位
四川省内眼科同仁分享。大会形式
丰富多样，除了专家专题讲座，还开
展了专家与眼科同仁面对面经验交
流、病例竞赛、学术辩论、手术演示
等多种形式，现场学员满座，吸引了
众多眼科医生的广泛参与。

““实用实用””科科普讲堂普讲堂：：
百姓关心的眼科问题
专家给出正确答案

据统计，目前我国仍然是世界
上眼盲和视觉损伤患者数量最多的
国家之一。年龄相关性眼病患病率
提高，青少年屈光不正等问题日益

突出，群众爱眼护眼的健康生活理
念还需继续强化，为此，在大会的最
后一天，邀请吴峥峥主任特别安排
了一场面对大众的科普讲座。

科普讲座面向大众，围绕青少
年近视防控与糖尿病视网膜病变这
两大主题，就患者普遍关心的热点
问题进行解答。

四川是中国西部的重点省份，
培养出了多位国内眼科大家。据电
子科技大学医学院院长、四川省人
民医院副院长杨正林教授介绍，
2019年，四川省成立了眼科医学中
心，目的是提高教学水平和四川省
眼科事业的发展，服务患者，在眼科
同仁、专家的齐心协力配合下，解决
致盲问题，让更多的西部地区人民
拥有明亮“视”界。 （罗阳）大会部分专家合影 摄影 刘念

11 月 15 日上午，由四川省医学会眼
科分会主办，四川省医学科学院· 四川省
人民医院承办，四川省眼科质量控制中心
协办的四川省医学会第二十一次眼科学
术会议暨2019四川省眼科质量控制中心
年会在成都召开。国内百余位知名眼科专
家云集，以专家讲座、手术直播、规范化病
例竞赛等形式，交流和分享眼科和视觉科
学方面最新的研究成果。

开幕式现场，17位四川省内知名眼科
老专家获得由四川省医学会眼科学专委会
颁发的“四川眼科终身成就奖”荣誉称号。

“本次会议以‘传承、发展、创新、规
范’为主题，交流眼科学术界最新的技术
成果、行业的热点和焦点，将是一场思想
盛筵，学术大餐。”四川省人民医院眼科主
任、四川省白内障专科医院院长（四川省
人工晶体研究所所长）、四川省青少年近
视防控中心主任、四川省眼科质量控制中
心主任吴峥峥在开幕式上表示。

眼健康是国民健康的重要组成部分。
我国眼科疾病众多，包括白内障、青光眼、
小儿斜弱视疾病、眼底病（糖网、老年性黄
斑变性以及视网膜静脉阻塞、青壮年视网
膜脱离）等，加之人口老龄化加剧，眼科疾
病的防治更是被摆在了重要的位置，本届
大会旨在为未来眼科的发展拓宽思路，为
眼健康事业贡献力量和智慧，提高四川眼
科专业学术水平和临床诊疗水平，满足眼
病患者的求医需要、提升就诊体验。

24年零事故的客运司机
突发脑梗前刹车救下一车人

镇村干部和上百居民捐款感恩“平安司机”

在脑梗发病前，突感不适
的杨大奎及时刹车，确保了一车
人的生命安全。而在下车后不
久，他就发病倒在了路边……

24年来，客运司机杨大
奎一直在跑四川渠县文崇镇
的线路，从没出过安全事故。
10月28日，杨大奎驾驶客车
像往常一样行驶在前往达州
城区的路上，车行不到两公
里，他突感身体不适，想呕吐，
随即刹车并将车停至路边。随
后，他下车来蹲在路边，不一
会便脑梗发作倒在地上，120
赶到后将其送往医院抢救。目
前，他已脱离生命危险，但无
法说话，记忆力下降。

据医生介绍，杨大奎脑内
通往大脑的主动脉被堵塞，大
脑左边无法供血，通过手术挽
救了生命，但语言功能和记忆
力需要后期逐渐恢复。

据悉，杨大奎发病后，文
崇镇政府、群众纷纷为他及时
刹车救下一车人的行为点赞。
因杨大奎家庭经济状况不好，
当地镇政府还发起捐款，上百
群众也自发捐助，并于11月15
日统一将爱心款项交到他家
属手中，缓解其治疗费用的压
力……

10月28日早7点30分，渠县文
崇镇的一辆客车载着20多名乘客
前往达州城区，司机杨大奎像往
常一样正常行驶在公路上，车上
还有售票员陈晓琼。

陈晓琼回忆，当时客车行驶
了不到两公里，自己还没来得及
售票。杨大奎开始感觉自己身体
有些不适，坚持着把车子开到尖
峰村村委附近时，突感头晕恶心。
刹车将车停好后，杨大奎下车弯

腰在公路边，想呕吐。
陈晓琼说：“他想吐吐不出

来，然后蹲在地上。”过了两三分
钟的样子，他想站起来，右脚却像
不听使唤一样，随即摔倒在地。

“倒下去后，怎么喊他都不答应。”
陈晓琼说。

看到情况不对，陈晓琼立即
拨打120，然后联系杨大奎的妻子
王启秀。据王启秀介绍，自己当时
听说丈夫杨大奎出事，吓得瘫软，

不知如何是好。
车辆的监控视频显示，杨

大奎在7点35分下车，蹲在地上
3分钟，正要起身站直时，身体
向右倒地，杨大奎试图想翻身
却起不来，随后有乘客走到他
身边帮忙。

陈晓琼介绍，幸好他及时刹
车，如果他坚持继续往前开，一车
20多名乘客的生命，很有可能出
大事。

不久，120救护车赶到将杨大
奎送往达州市中西医结合医院抢
救。王启秀在医院看到杨大奎时，

“（他）右手右脚像瘫痪了一样，没
有力气”。

通过医生检查，杨大奎为大
脑血管堵塞（脑梗塞），长时间大
脑缺血造成生命危险。

神经内科何医生向成都商

报-红星新闻记者介绍，进医院
时，杨大奎呈昏迷状态，右半边手
脚瘫痪，通过照片的片子显示，左
边大脑供血严重不足，医院及时
安排了手术。几小时后，杨大奎手
术顺利结束，被送往重症监护室。
第4天，杨大奎才苏醒过来。但是
人已经无法说话，答复问话时也
只能点头回应。

因为住重症监护室费用太
高，杨大奎转入普通病房。通过几
天的照顾，王启秀发现，杨大奎记
忆力下降。

何医生介绍，通常情况下突发
性脑梗塞会很快去世，但杨大奎的
情况还好，及时手术捡回一条命。
目前，他需要人扶着行走，语言和
记忆功能需要后期慢慢恢复。

11月3日，记者来到渠县文
崇镇，杨大奎突发脑梗前刹车救
人一事已传遍文崇镇街道，居民
们都很关心他的病情。因杨大奎
开车20多年，一直在客运线路
上，当地居民都很相熟。有居民
说：“他开车技术好，从来没有出
过事”。

据了解，杨大奎1986年参军
后，在部队开车运送物资，6年后
退伍，一直靠开车维持生计，妻子
王启秀体弱多病在家照顾小儿

子，大儿子今年才大学毕业。
杨大奎的战友王荣文介绍，

自己和杨大奎是一起在部队学的
车，出自同一个老师，两人关系很
好，后来杨大奎退伍，靠着在部队
里学到的技术一直以开车为生。

王启秀介绍，为了养活家中
两个儿子，退伍后杨大奎先后在
雅安和广州开货车，但没挣到钱；
1995年，自己妹妹王启会买客车
跑文崇镇到达州西客运站的客
运，杨大奎便回来正式跑起了客

车，兼顾着照顾家里。
“从那之后，24年来，他一直

在跑文崇镇的线路。”王启秀说。
据街道居民介绍，20多年来，

杨大奎因为技术过关，客车从没
出过安全事故，客运老板都愿意
请他当司机，直到今年1月初，杨
大奎投入5万元和别人合伙购买
了一辆客运车辆。

在杨大奎住院的第6天，客车
合伙人和王启秀商量，将客车变
卖，拿钱给杨大奎治病。

杨大奎在脑梗发作之前，果
断选择先停好车，把20多名乘客
的生命安全放到了第一位。

渠县文崇镇党委书记李太平
告诉记者，杨大奎作为20多年的
老客运司机，这个重病前的重要
举动，确保了一车人的生命安全，
这种生命安全意识难能可贵。“如
果他带病坚持，病情发作，有可能
造成重大交通事故。”

11月11日，文崇镇党委政府
在得知此事并了解到杨大奎的家

庭情况后发起捐助。同时，在“文
崇镇便民信息交流群”里的群众
也自发捐款，希望帮助杨大奎缓
解一下医疗费用的压力。

11月15日临近中午，文崇镇
纪委书记郭俊荣带着镇上干部前
往达州市中西医结合医院11楼神
经内科47床前，亲手将17000多元
的爱心款项送到杨大奎妻子手
中。其中文崇镇镇村干部捐款
10400元，群众捐款6647元。记者
查看群众捐款数据，发现捐款人

超过百人。
微信群统一收取费用的谭德

忠说：“有捐1200元的，也有捐几
十元的，多少不说，都是大家的一
片心意。”

郭俊荣介绍，24年来，杨大奎
的付出，不只是开客车方便文崇
镇的老百姓出行，更体现在他在
客运司机岗位上护送居民们平安
出入文崇镇。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张杨 摄影报道

危/

急

司机发病及时刹车停好 下车蹲地欲呕吐时晕倒

抢/

救

医院紧急手术 数天后醒来却已不能说话

经/

历

曾在部队开车运物资 24年从没出过安全事故

帮/

助

当地政府带头捐款 上百居民伸援手

他坚持把车开到开阔处，然
后刹车将车停好，才下车呕吐

在脑梗塞发作倒地之前，
将一车乘客平安地留在了车上

小镇居民的感恩
当地政府带头捐款，上百

居民自发跟进捐款，助客运司
机治病

不仅因为这关键一刹，救
下一车人

还因为他跑小镇通往市上
的线路，24年从未出过交通事故

“闹市餐馆怎么会有野生猴
子？”今年4月，四川泸州城区闹市一
家餐馆，突遇野猴造访，群众随即报
警。此后，泸州森林警方顺藤摸瓜，
一个横跨川、黔、渝，非法猎捕、收
购、贩卖珍稀野生动物的犯罪团伙，
随之浮出水面。

泸州警方通报称：历时两个多月
侦查，四川省公安厅挂牌督办的要案
——“4·17”重大涉野犯罪团伙，被泸
州警方一举摧毁；团伙10名犯罪嫌疑
人全部落网。目前涉案的10名团伙成
员，均已被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

惊现！
闹市餐馆内出现野生猕猴
餐馆老板：不知从哪儿跑来的

据泸州市公安局森林警察支队
教导员刘东升介绍，今年4月17日，
泸州110指挥中心接到热心市民报
警：泸州龙马潭区街边某餐馆内，不
知从哪儿跑来一只野生猴子，正活
蹦乱跳四处乱窜。泸州森林警方接
警后，民警火速赶到餐馆。

“我们从不卖野味，确实不知道
这只猴子从哪儿跑到我们店里来
的！”餐馆老板对警察说。民警通过
检查发现，这是一只一岁多的野生
猕猴，餐馆确无出售野生动物的痕
迹，周边群众也没有反映。于是，民
警将这只“无主”猕猴护送到龙马潭
公园的动物园中暂养。

奇怪！
获救猕猴被人从动物园领走了
野生猕猴怎么会有主人呢？

5月7日，泸州市森林警方又接到
群众举报：20天前，那只被警察从餐
馆中解救出来的野猴，被一名30多岁
的泸州男子从动物园中认领走了。

据动物园饲养员闫师傅介绍，猴
子送来后不久，市民刘某找到动物
园，称猴子是他养的宠物，现在猴子
病了，需带回去治好了病，再送来。

“猴子看见刘某，表现得很亲热，
看样子肯定是认识。我们检查过，猴
子确实有病。”闫师傅说，刘某写了保
证书，留下了姓名、电话、身份证号码
等信息后才带着猴子离开。

“野生猕猴怎么会有主人呢？肯
定有人涉嫌非法买卖野生动物。”根
据群众提供的线索，泸州森林警察
很快找到认领者刘某和野生猕猴。

“这只猴子是前不久我花几千
块钱从泸州宠物市场买来养的，不
晓得是好久从家跑到餐馆里去的。”
刘某见警察上门，道出猴子的来源。

为查清这只猴子的真实来源及

其背后可能存在的捕、供、销非法产
业链，泸州市森林公安局火速成立

“4·17”专案组，并“以非法收购珍贵
野生动物”对该案进行立案侦查。此
案一经上报四川省公安厅，当即被
省厅列为重点挂牌督办案件。

落网！
横跨数省犯罪团伙
10名成员全被抓获归案

专案组根据相关线索，对宠物
市场展开深入摸排后，发现在泸州
合江城区开宠物店的老板、有犯罪
前科的重庆人罗某有重大嫌疑。警
方同时获悉，罗某将前往泸州城区
进行活猴交易。6月7日上午，罗某在
与买家进行非法交易时，被泸州警
方人赃并获。罗某归案后，如实交待
了野猴来源和销售渠道。一个横跨
川、黔、渝，以非法猎捕、收购、贩卖
珍贵野生动物为主业的犯罪团伙产
业链，清晰地呈现在专案组面前。

经查，贵州人马某父子，以收购
土特产为名，在贵州赤水市长沙镇
租赁门面，置冰柜收购“野味”，并以
300元左右的价格，从当地农民手中
收购活体野猴，再以一二千元的价
格卖给罗某；罗某利用合江的宠物
店作掩饰，再将活猴加价到三四千
元的价格卖给泸州等地的宠物市场
老板；宠物店老板，从罗某手中购得
活猴后，再以五六千元不等的价格
进行秘密出售。

专案组整合各地公安警力，迅
速将涉嫌非法收购珍贵野生动物的
犯罪嫌疑人刘某抓获归案，查扣猕
猴活体1只，并于6月9日在贵州赤水
市长沙镇将马某父子抓获归案，搜
查出国家二级保护动物红腹角雉、
猕猴死体各一只，竹鼠、果子狸、黄
麂、松鼠等野生动物死体共计20只。

6月12日，该团伙另2名同案犯
在泸州市江阳区落网。随后，4名非
法猎捕、收购、出售珍贵野生动物团
伙成员，在贵州遵义归案。

至此，这个横跨川、黔、渝的犯
罪团伙，被泸州警方连根拔起，10名
团伙成员无一漏网。

警方警方提醒提醒

把猕猴当宠物养 涉嫌犯罪

刘东升提醒市民，千万不要把受
国家保护的野生动物当作宠物，此举
涉嫌犯罪，警方将给予严厉打击。同
时，野生动物身上携带病毒、细菌，极
可能传染到人，同时被野生动物咬
伤、抓伤，都是很危险的事情。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首席记者 罗敏

10人全落网！
闹市餐馆来只猕猴

牵出横跨数省犯罪团伙

跑到餐馆的猕猴 警方供图

监控中杨大奎倒地的画面

住院治疗中的杨大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