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专家设备全“顶配” 聊城崛起眼科新地标
一切以病人为中心，聊城华厦眼科医院妙手仁心送光明

这里有德高医精的“大
咖”级专家阵容，这里有德、
美进口的国内乃至国际上同
步的眼科医疗设备；

这里有厦门大学附属厦
门眼科中心的专家不定期坐
诊，这里有汇聚全国名家的
疑难眼病5G会诊平台；

这里是聊城乃至周边区
域眼科界专家、人士学术交
流，碰撞学习的地方；

这里是聊城华厦眼科医
院，作为市卫健委的招商引
资项目，投资三千多万，是聊
城眼科新地标、新高地，是我
们聊城人家门口的厦门大学
附属厦门眼科中心！

德高医精的专家团队
矗立在聊城市东昌府区建设东路的聊城华厦眼科医

院，虽然成立时间不长，但目前在不少眼疾患者心中，已经
是一个熟悉而又亲切的地方了。秉持着“让每个人拥有一
双健康明亮的眼睛”的使命，这是中国眼科“天团”、大型眼
科医疗机构——— 厦门大学附属厦门眼科中心，在聊城市投
资成立的一家高水平眼科医院。这是一家集临床医疗、培
训及科研、保健和防盲治盲为一体的现代化多功能二级眼

科专科医院。成立伊始，这里便云集了一批学识渊博、造诣
颇深并具有多年医疗临床工作的眼科专家，也是聊城眼科
界的“梦之队”。

华厦眼科医院集团在全国设立了近60家眼科医院，是
国家临床重点学科，三级甲等眼科医院，国家住院医师规
培化培训基地，国家药物临床试验基地，作为聊城人家门
口的厦门大学附属眼科中心，专家团队成员包括中国工

程院院士、眼科学专家谢立信教授，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原
副院长、国际眼科科学院院士、亚太玻璃体视网膜学会原
主席黎晓新教授，天津眼科医院原院长、国际眼科科学院
院士、亚太斜视与小儿眼科学会副主席赵堪兴教授，原中
山大学中山眼科中心院长、亚太青光眼学会常务理事葛
坚教授、厦门大学眼科研究所所长、亚洲干眼协会主席刘
祖国教授等。

白内障专家郭海科教授，
博士生导师，厦门大学附属厦
门眼科中心业务院长，中华医
学会眼科学分会白内障学组委
员，中国医师协会眼科医师分
会委员，卫生部防盲办专家指
导组委员，美国宾州大学眼科
中心特聘客座教授。郭海科教
授是国内较早开展白内障超声
乳化手术、有晶体眼人工晶体
植入、屈光性人工晶体手术以
及人工晶状体眼视光学研究的
发起人之一，是我国乃至世界
实施白内障手术较多的眼科医
生。郭海科教授定期在聊城华
厦眼科医院坐诊，为聊城老年
人开展多焦人工晶体手术，一
次解决白内障、散光和老花问
题，无需借助眼镜，就拥有良好
的远、中、近视力。

张强，眼科学硕士，青
光眼、眼表疾病专家，聊城
华厦眼科医院业务院长，山
东 省 医 学 会 眼 科 专 业 委 员
会青光眼学组委员，山东省
医师协会眼科分会委员，山
东 省 老 年 医 学 会 糖 尿 病 眼
病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在
山 东 省 率 先 开 展 了 P N T 、
U C P 等激光治疗复杂青光
眼，完成各类青光眼及眼表
各类手术两万余例，稳居山
东省前列，擅长各类青光眼
及眼表疾病、尤其对视神经
保护治疗有较高造诣，在国
家 级 核 心 期 刊 发 表 论 文 1 0
余篇，拥有科研课题发明专
利一项。

于瑞云，眼科学硕士，聊城
华厦眼科医院副院长，师从厦
门大学附属厦门眼科中心屈光
近视手术国际大咖王骞教授、
沈政伟教授，飞秒激光个性化
手术专家，全飞秒SMILE微创
手术专家，全飞秒SMILE手术
全球认证医师，(T)ICL人工晶
体植入术(高度近视)专家，屈
光性白内障手术专家，擅长各
种屈光疾病和白内障疾病的诊
断和治疗，有十余年的丰富眼
科临床经验，是聊城市较早从
事准分子激光治疗近视的眼科
专家之一，较早开展了全飞秒
激光近视矫正手术、飞秒个体
化手术和准分子激光等多种角
膜屈光手术，从业十余年。

以他们为代表，聊城华厦眼科医院云集了全市德高医精的眼科标杆专家，
他们以先进的眼科诊疗水平，亲切和善、认真负责的医德，让聊城眼疾患者足
不出户，擦亮双眼，享受一流的诊疗服务。他们以高超的诊疗技术、医者仁心的
态度，一切以患者为中心，获得了大量患者的认可。

王丽娟，视光中心主任，国
家一级验光技师，国际角膜塑
形 镜 学 会 亚 洲 分 会 会 员
(IAOA)，尤为擅长儿童眼病的
检查与治疗，规范化精准验光，
渐进多焦点眼镜验配，青少年
近视的诊断与个性化控制，双
眼视功能异常的诊断与分析，
RGP，角膜塑形镜规范验配，斜
弱视训练与矫治。多次在全国
眼视光会议发言和交流，是山
东省及聊城市为数不多的专业
眼视光医生之一。

眼科专业设备与国际同步

“眼前视界从未如此清晰，
重生的感觉！”今年3月底，来自
阳谷的小范在聊城华厦眼科医
院接受了近视全飞秒手术，戴近
视眼镜十多年的她，术后两个小
时，眼睛视力已经恢复到1 . 0，这
让她惊叹又欣喜——— 终于可以和
眼镜说Bye bye了。小范快速恢复
视力的背后，华厦眼科医院的一
款国际同步的眼科“神器”功不可
没，那就是德国蔡司VisuMax3 . 0
全飞秒& MEL90准分子激光联
机手术平台，这也是与国际同步
的近视手术平台。全飞秒近视手
术微创、准确、舒适，术后恢复快，
代表近视手术发展趋势，为第三
代近视手术，已成为年轻人主要
近视手术方式。

聊城华厦眼科医院还几乎
配齐了“高精尖”眼科设备，像蔡
司OPMI Lumera T手术显微
镜、蔡司光学生物测量仪 I OL
Master 500、美国爱尔康Centu-
rion全自动超乳机、美国爱尔康
Constellation玻切机、德国眼前
节质量评估系统Pentacam HR、
法国光太眼科A/B超、德国海德
堡3D OCT、法国光太532眼底
激光、日本非接触眼压计NT-
510等，光是这些价格不菲的高
端设备，便有50多套，这在很多
眼科医院是难以做到的，在聊城
也是首屈一指的。

有了这些专业的设备助力，
诊疗医术一流的专家人更是如
虎添翼。聊城华厦眼科医院目前
可开展白内障、准分子激光、眼
底病及玻璃体视网膜、眼角膜与
眼表、青光眼、小儿眼科及斜弱
视、青少年近视防控和医学验光
配镜等多种诊疗项目，为患者提
供全面眼部检查及专业全科眼
病治疗。

尽心服务患者履行社会责任

除了先进的诊疗设备，同样
让患者称道的还有这里优雅的
环境和贴心的服务。作为聊城市
卫健委的重点招商引资项目之
一，聊城华厦眼科医院总面积约
3000平方米，设3间国际标准百
级层流手术室，病床近40张。在
聊城华厦眼科医院，“一切以病
人为中心”不是一句空洞的口
号，它体现在从进院到出院的全
流程全环节，温馨舒适的环境，
热情洋溢的笑脸，在这里，如果
不是工作人员身穿的白色工作
服在提醒，优雅舒适的就医环境
让你甚至想不到这里是医院。一
处处贴心的设计，医护人员一句
句问候，一声声叮嘱，都让患者
倍感温暖。

除了温馨的环境与贴心的
服务，”一切以病人为中心”更体
现在这里的诊疗专家针对每一
名患者诊疗的过程中。来到这里
的每一个患者，专家都会根据他
们自身的情况制定个性化治疗
方案。诊前提醒、诊中陪伴、诊后
关爱，在这个过程程中中，，遵遵循循的的最最
高高原原则则就就是是对对患患者者的的健健康康真真心心
负负责责。。就就像像在在近近视视飞飞秒秒激激光光手手术术
中中，，长长期期来来看看，，有有些些患患者者并并不不适适
合合做做手手术术，，在在这这种种情情况况下下，，即即便便
患患者者想想做做，，专专家家们们宁宁可可少少做做手手

术术，，也也将将患患者者的的健健康康放放在在第第一一
位位，，推推荐荐其其它它的的诊诊疗疗方方式式，，让让每每
一一台台手手术术，，都都经经得得起起时时间间的的检检
验验，，真真正正对对患患者者负负责责。。

同时，为有效保障广大城镇
职工和居民医疗保险参保人员
的合法权益，聊城华厦眼科医院
成立以来，便将建立医保定点相
关事项纳入工作重点。5月份正
式获批成为基本医疗保险定点
医疗机构。广大眼疾病患者来该
院就诊可以享受医保报销政策，
减轻就医负担。除了这些，聊城
华厦眼科医院还将不定期组织
开展各种公益活动，用实际行
动，履行社会责任。坚持以精湛
的医术、合理的收费、高尚的医
德、贴心的服务，让爱与光明同
行，照亮了众多病患的世界。

水城眼科新地标、新高地

尽管目前拥有一流的设备、
专家，聊城华厦眼科医院依然在
不断学习与交流提升，把国内一
流眼科专家请进来，在提高整体
医术水平的同时，也为医院团队
创造了良好的学习机会。

今年1月17日，中国著名屈
光手术专家王骞教授，同多位业
内知名专家一道，在聊城华厦眼
科医院坐诊，为前来问诊的患者
开展一对一诊疗服务，并制定个
性化治疗方案。王骞教授是厦门
大学附属厦门眼科中心业务院
长，是国家Z-LASIK飞秒协会主
席。当天他和其他大咖级专家还
亲自为病人进行了手术治疗。如
此豪华的眼科专家阵容，在聊城
很少见。

其实，像王教授这样的国内
眼科知名专家，到聊城华厦眼科
医院坐诊并不是稀奇事儿。作为
华厦眼科医院集团旗下一员，聊
城华厦眼科医院不仅云集多位
专家，同时还拥有集团强大专家
后盾。医院还通过“中国眼科医
师明日之星”计划，名师带教基
金支持，通过大咖的传帮带，不

断提升旗下眼科医院的诊疗水
平。

除此之外，通过全国疑难眼
病5G会诊平台，这个汇聚了黎晓
新、赵堪兴、葛坚、刘祖国、郭海
科等8位国内眼科名家，2位国际
眼科科学院院士(大陆仅五位)
的平台，聊城的患者便可享受他
们的远程会诊、对症预约，轻松
挂上顶级专家号。

“把全国的技术、设备、管理
带给聊城，让聊城的市民，在自
家门口就可以享受一流的眼科
诊疗服务。”聊城华厦眼科医院
始终秉持“一切以病人为中心”
的宗旨，用匠心打造质量，用恒
心提升服务，用爱心感动患者，
力争让每位市民都拥有一双健
康明亮的眼睛。

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
作为聊城一家新崛起的眼科医
院，聊城华厦眼科医院将进一步
夯实技术、培育人才，为水城及
周边地区的更多患者提供全面、
规范、优质、高效的医疗服务，不
断开拓出日新月异的新篇章。

国内著名的斜视与小儿
眼科专家王利华教授，博士
生导师，中华医学会眼科学
分会斜视与小儿眼科学组副
组长，国家卫健委全国近视
防治专家组成员，山东省青
少年视力低下防治专家委员
会副主委，山东省眼视光与
眼镜协会副会长，山东省医
学会眼科学分会顾问，《中国
名医百强榜》斜视与小儿眼
病专业前十强医生，原山东
省立医院眼科中心主任，定
期在聊城华厦眼科医院开展
儿童眼病诊疗及斜视手术，
儿童在聊城就可以看名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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