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集善扶贫健康行” 眼病复明项目

目前，我国视力残疾人 2000 万。据不完全统计，我国白内障眼

病患者每年新增 40 多万人，特别是在西部贫困地区，由于医疗资源

有限，很多贫困患者得不到及时有效的治疗，最终因贫致盲，严重影

响了正常生活和劳动。

眼病复明项目是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以下简称“中国残基会”）

长期实施的公益慈善项目，中国残基会领导高度重视，精心策划，组

织制定详细的项目实施方案。康复项目部的同志不辞辛苦，不怕酷暑

严寒，深入到贫困山区、牧区的残疾人病患家中逐一筛查，建档立卡，

及时提交项目执行报告，为康复专家医疗队实施手术治疗做了大量准

备工作，为眼病复明项目的顺利开展提供了有力保障。同时，在西部

各省的农村乡镇和偏远山区、牧区开展普及眼睛健康知识的宣传，并

及时检查眼病复明项目的实施情况，到眼科医院慰问手术救治的贫困

残疾人。

2018 年 10 月，全国扶贫日主题“健康扶贫”。中国残基会在全

国 832 个深度贫困县（14个连片特困地区及“三区三州”）中的 130

个贫困县开展了救治工作，按照成人每例手术资助 1000 元的标准，

儿童青少年每例手术资助 5000 元的标准，筛查成人和儿童青少年眼

病患者近 20万人，完成近 3万例贫困眼病患者复明手术。

截止目前，中国残基会筹集资金近 2亿元，已在辽宁、湖南、青

海、新疆、宁夏、内蒙古、甘肃等 27 个省市开展了救治工作，共筛



查眼病患者近 46万例，为近 22万例贫困眼病患者手术提供了资助。

为国家健康扶贫工作做出了贡献，得到了国务院扶贫办领导和各省市

领导的好评。

附件：1、眼病复明项目图集

2、部分眼病项目专家志愿者简介

附件：1、眼病复明项目图集

图为在新疆牧场开展白内障预防等健康知识宣传

图为眼科医生为江西省白内障患者做术前检查



图为陕西省眼病复明项目患者排队等待登记

图为内蒙古自治区青少年儿童眼病患者术前检查

图为白眼病复明项目眼科医生在安徽省下乡筛查



图为眼科专家在云南为患者手术

图为眼科医生为贫困眼病患者揭纱布

图为眼科医生背术后患者出手术室



图为眼科医生为四川省贫困患者做术后检查

附件 2：部分眼病项目专家志愿者简介

廉井财，主任医师、同济大学医学院兼职教授、博士生导师、原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眼科主任医师。

1992-2012年任职于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眼科主任

医师，从事眼科及眼科激光的基础与临床研究 30余年，对于疑难复

杂性老花眼的诊断与手术矫正、各类近视矫正手术、高端定制飞秒激

光辅助白内障手术联合多焦点人工晶体植入术，具有非常丰富的临床



及手术经验。目前已完成各类近视和远视矫正手术 10万余例、飞秒

白内障手术 1000 余例、ICL 和老花眼手术数千例。主持和参与包括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在内的研究课题 14项；主编和参编著作 14部；发

表论文、综述 50 余篇；获省科技进步二等奖，上海市科技进步三等

奖。

学术任职：

1.全国 EVO ICL 手术专家核心组成员；

2.中国非公立医疗机构协会眼科专业委员会副主委；

3.中国光学学会激光医学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

4.中华医学会激光医学分会常务委员；

5.美国眼科学会会员；

6.欧洲、美国白内障和屈光手术学会会员。

专家事迹：

2017 年 7月参与 “雪域情，光明行”上海青年志愿者光明援藏

工作（日喀则）。



焦急等在手术室门口的藏族同胞

廉院长在高寒缺氧、停电的情况下坚持为远道而来的患者进行检查

2018 年 7月参与“对口支援，光明援藏”白内障公益复明行动

（西藏昌都）。



廉院长在藏族姐妹（赴渝）眼病救助新闻发布会现场

廉院长在为康复后来沪复查的凉山女孩和藏族姐妹检查眼睛

2018 年 9月参与“集善扶贫健康行”四川凉山青少年儿童眼病

救助行动。

廉院长在项目启动仪式上发言



廉院长在凉山州为学生进行眼病筛查

项目启动仪式大合影

2020 年 5月参与“全新视界，致敬英雄”第二季医师摘镜节公

益活动。

廉院长在为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瑞金医院援鄂护士进行术前检查



荣翺，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生导师、同济大学附属同济医院眼

科主任、同济大学医学院眼科研究所副所长、眼科教研室主任。

从事眼科临床、科研和教学工作近 30 年，尤其擅长各类眼玻璃

体视网膜疾病的诊治，眼部后段显微手术，及各种复杂性白内障超声

乳化手术等。率先在国内开展个性化微创白内障合并增生性糖尿病视

网膜病变的联合手术治疗，硅油取出联合白内障超声乳化术等，为众

多疑难眼病患者带来希望。在眼科教研领域取得卓越的成就，曾出版

/参编学术专著 3 部，在 SCI 及国家级核心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 70余

篇；主持多项国家级/省部级的科研项目；多项发明型和实用新型专

利荣获上海市优秀发明奖、上海市技术创新二等奖、上海市医疗职工

新技术奖等奖项，并入选“同济名医”。

学术任职：

1.中国医师协会中西医结合眼科学会全国委员；

2.中华医学会上海眼科学会眼底病学组副组长；



3.中华医学会上海中西医结合眼科学会常务委员；

4.美国眼科学会委员。

专家事迹：

2018 年 5月，为积极响应习近平总书记“打赢打好精准扶贫攻

坚战”的号召，荣院长受邀参加上海市奉贤区委区政府提出的“千百

十”精准扶贫圆梦行动，对口支援贵州省凤冈县，开展第三次“光明

行”义诊活动。为期一周的 2018“上海奉贤·光明使者”贵州凤冈

健康扶贫义诊活动共完成白内障手术 92例，加上其他手术，共计完

成 101 例，实现了“复明一个病人，帮助一个贫困家庭”的初衷。

图为眼病筛查现场

图为专家组



2018 年 11 月，为贯彻国家卫健委加强县级医院的医疗诊疗技术

服务能力，响应支援边疆的号召，荣翱院长受邀作为上海专家团主力，

奔赴云南边陲凤庆县进行对口支援“沪滇连县光明行”扶贫活动。荣

院长一行抵达当地后，顾不上适应凛冽的寒风，马上投入到义诊工作

中。活动原预约了 80名患者，当群众闻讯来了上海知名医生，纷纷

前来咨询问诊，最多时达 800 多人，问诊患者大大超出预期，但荣院

长带领的专家们为每一位前来咨询的患者均进行了详细的检查和耐

心的解答。荣院长表示，通过活动切实感受到当地群众的就医期盼，

希望借助上海等先进地区的优势资源，不遗余力帮助支持基层医院提

升医务人员的医疗水平和服务能力，造福一方，给群众带来光明。

图为医疗队座谈会

图为眼病筛查现场



图为眼病医生为患者实施手术



唐建：副主任医师、副教授、眼科博士。

毕业于华西医科大学，获眼科学博士学位，曾就职于四川大学华

西医院、第三军医大学附属大坪医院，从事眼科临床、科研和教学工

作 20余年，擅长各类近视矫正手术，包括飞秒激光角膜屈光手术、

高度近视 ICL 植入术等，以及白内障超声乳化与人工晶体植入术、角

膜移植术、疑难复杂性眼病的诊断与治疗等，是国内较早开展屈光手

术治疗，并成功应用飞秒激光和 ICL 人工晶体植入术的专家之一。曾

多次前往国内外进行手术培训与学术交流，并多次参加白内障公益复

明及少儿眼病救助等公益援助项目，其主刀的巴中儿童角膜移植手术

曾在 CCTV 报道。

学术任职：

1.中华医学会眼科分会会员；

2.瑞士 STARR 公司 ICL 认证专家；

3.全飞秒手术认证专家；

4.四川省康复医学会眼科分会委员。



专家事迹：

唐院长从事眼科诊疗工作 20多年来，认真对待每一位患者，在

专业上精益求精，带领全院医务人员，长期奔赴在防盲救盲公益道路

上，曾无数次带领专家医疗队深入社区、偏远贫困地区，开展白内障

公益复明及少儿眼病救助等公益援助项目。

唐院长在四川巴中进行眼健康公益普查时，发现当地一名角膜白

斑患儿，进一步检查后发现孩子属于先天性眼部发育异常，眼球小、

晶体发育不全、看不到瞳孔，并且还有白内障；同时唐院长还发现，

孩子的眼睛仍有光感，视网膜功能尚在。在查看了很多医学书籍，并

和相关领域的专家进行了多次讨论之后，决心要尽最大的努力去拯救

孩子的视力。为进一步确诊，唐院长冒着大雨，亲自带队前往患儿家

中，车开到半山腰就上不去了，唐院长和医疗专家们只能下车步行抵

达，满脚满身都是泥浆。患儿家境贫困，家属的治疗愿望非常强烈，

恰巧当地一名民警因公殉职捐献了自己的眼角膜。在政府、媒体等多

方努力下，爱心手术很快被排上了日程。唐院长为此做了充分的准备，

制定了最适合患儿的手术方案：先祛除角膜白斑、分离眼组织粘连，

后祛除白内障、安装人工晶体，最后植入眼角膜，手术顺利完成，术

后效果也超出了预期。该事迹得到包括 CCTV 在内的多家媒体报道。



唐建院长给患儿检查眼疾

唐建院长手术结束接受媒体采访

2018 年 7月，唐院长加入援藏（昌都）医疗队，不顾高反，连

续工作，深入海拔超过 3500 米的类乌齐县和卡若区，为当地贫困群

众进行眼部筛查。当地条件十分艰苦，高原气候寒冷，饮食和卫生条

件都很差，医疗条件更是令人堪忧，患者多且病情复杂，时间短任务

重！然而唐院长一行医护人员克服了重重困难，筛查队两天时间为千

余名藏民进行了眼病筛查，并实施免费白内障手术 200 例，改写了多

名藏区眼病患者的命运！



图为援藏（昌都）医疗队

从 2018 年-2019 年，唐院长多次深入四川凉山州彝族自治区的

国家级贫困县，通过校园筛查、进村入户走访等方式开展眼健康普查。

当地学校和患儿家多数都位于偏远大山深处，有的要来回坐 10 多小

时的车并需步行才能到达，医疗队每天的筛查工作几乎从早晨八点工

作到晚上七、八点！唐院长一行不辞辛苦，用专业、专注、爱心和耐

心，累计筛查出需救助眼病患者达六千人，并救助眼病患儿三千多例。

图为眼病医生为患儿检查



李平华，主任医师、教授、硕士生导师、原重庆医科大学附一院

眼科主任。

1982 年毕业于重庆医科大学，从事眼科临床、科研和教学工作

30余年，主要研究方向为眼前段疾病，对白内障、青光眼、眼外伤、

眼肿瘤、视神经等有较深入的研究，尤其擅长各种白内障超声乳化及

人工晶体植入术、青光眼白内障联合手术、无晶体眼人工晶体植入术、

带虹膜膈人工晶体植入手术、可调节人工晶体植入手术、眼外伤视功

能重建术、白内障与青光眼术后并发症的处理，拥有丰富的临床经验

和数万例成功手术经验。曾发表研究论文 100 余篇，编写《教师健康

手册》眼科部分共 5 个章节、2000 年担任重庆市继教丛书《眼科疾

病诊治进展》副主编、2007 年参编《老年病学》眼病部分。2007 年

获全国中华医学会奖。

学术任职：

1.重庆市医学会眼科专委会屈光手术学组组长；

2.中国医师协会眼科分会全国委员；

3.重庆市光学学会理事会理事、重庆市眼科专委会副主任委员；



4.重庆市司法局司法鉴定（眼科）成员；

5.《眼外伤职业眼病杂志》、《重庆医学》、《重庆医科大学学报》

等编委。

专家事迹：

2010 年 8月参与对口支援，光明援藏项目。

出征前重庆民政局前合影留念

手术成功的藏族小姐妹与新视界眼科医护人员合影

2019 年 3月参与健康扶贫光明济困活动。



李平华院长到住院部了解患者的情况

受帮扶患者赠送锦旗

2019 年参加世界糖尿病日健康讲座。

李平华院长解答患者提问



李平华院长为讲座上的患者检查

2020 年 8月参加中国残基会“集善扶贫健康行”项目走进黔江。

李院长看望患者，勉励患者术后搞好生产生活

李平华院长与黔江患者合影



宫华青，主任医师、教授、日本医学博士、硕士生导师。

1985 年研究生毕业于山东医科大学，主攻斜弱视；1988 年就职

于青岛大学附属医院从事斜弱视临床诊治工作；1994 年考入日本国

立长崎大学，1998 年获医学博士学位后留校担任医学讲师职务；2003

年学成回国后，专注于小儿眼科及斜、弱视的应用基础研究和临床诊

治，对各种小儿屈光不正、斜视、弱视、先天性眼球震颤和分离性垂

直分离等疾病的手术治疗，对手术后双眼视觉的恢复有着丰富的经验；

熟练掌握各种复杂斜视手术，特别对二次斜视手术、眼球震颤、分离

性垂直性斜视等复杂斜视患者的治疗取得了良好的临床效果；并且，

对眼球震颤产生的代偿头位进行了定量检测手段的开发、研制了自动

代偿头位测量装置，极大提高了对眼球震颤患者的代偿头位检测精度，

明显改善了手术效果。在弱视治疗方面发现丰富环境对弱视的恢复起

着重要作用；并发明了猫戴用框架眼镜的国家实用新型发明专利后，

成功制作了光学法破坏猫双眼视觉功能的动物模型，对探讨双眼融合

机制的形成、遭破坏后再恢复的研究具有重大意义。



学术任职：

1.中华医学会眼科学分会会员；

2.中华医师协会眼科学分会斜视和小儿眼科学组委员；

3.山东省医学会眼科学分会斜视和小儿眼科学组副组长；

4.《山东大学耳鼻喉眼科学报杂志》编委；

5.日本眼科学会会员。

专家事迹：

宫华青教授常年保持提前到岗的工作习惯，每天早晨当医护人员

陆续来上班时，总能看到他为即将出院的小朋友复查眼睛；好多从很

远地方带着孩子赶来的家长，都是专门找宫教授为孩子治疗眼睛。每

天宫教授的小患者都是络绎不绝，他都会宽慰家属，安排临时加班和

手术；当碰到家庭困难的孩子必须手术治疗时，他经常提出对手术费

用予以减免。



宫华青教授眼病医生为患儿检查



许江涛，主任医师。

昆明医科大学临床医学专业本科毕业。从事小儿眼科专业 30余

年，具有较高的小儿眼科专业水平、丰富的临床经验及较强的科研能

力。擅长各种儿童眼病的诊断与治疗。在儿童屈光不正的诊断性验光

及合理屈光矫正、儿童弱视的诊疗处理、儿童眼病手术（斜视、先天

性眼球震颤、先天性上睑下垂、先天性青光眼、先天性白内障、儿童

眼部肿瘤、儿童泪道疾病）等方面均有丰富的临床经验，迄今已成功

完成 1 万多例各种儿童眼病手术。在各种类型的成人和儿童的常规及

复杂疑难斜视诊断和手术矫治方面尤其具有明显的专业优势，专业水

平处于省内领先的位置。

先后在国家级眼科核心期刊和眼科专业杂志发表学术论文 80余

篇，主持完成科研项目 5项，获得省、市、区级科技进步奖项 4 项。

获得“云南省享受政府特殊津贴获得者” 、“昆明市有突出贡献的

优秀专业技术人员”、“昆明市优秀科技工作者”、“昆明市卫生科

技创新先进个人”等多项荣誉称号。



学术任职：

1.中华眼科学会斜视与小儿眼科学组第九、第十、第十一届委员；

2.中国医师学会眼科医师分会斜视与小儿眼科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

员；

3.中国《斜视与小儿眼科》杂志编委；

4.中华预防医学会儿童保健分会儿童视觉学组委员；

5.爱尔眼科集团斜视与小儿眼科学组副组长；

6.云南省眼科学会委员；

7.云南省眼科医师协会委员；

8.昆明市眼科学会副主任委员。

图为患者赠送锦旗

许江涛主任医师积极参与“集善扶贫健康行”眼病复明项目，医

术精湛，医德高尚，她为许多贫困眼病患者和儿童义务手术，为西部

扶贫工作做出了杰出贡献。



范真，副主任医师。

毕业于兰州医学院临床医学系，现任中华医学会甘肃省眼科学分

会学术委员会委员兼斜视与小儿眼病学组副组长、甘肃省眼科医师协

会理事、中华预防医学会儿童保健学会视听保健学组成员。先后在湖

南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眼科、北大一院小儿眼科学习。从事斜视与

小儿眼科临床工作 20余年，在先天性鼻泪道阻塞早期治疗、早产儿

视网膜病变筛查、儿童视觉发育监测、弱视的诊断治疗、斜视手术、

屈光不正矫正以及先天性眼病诊断方面累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

范真副主任医师积极参与“集善扶贫健康行”眼病复明项目，医

术精湛，医德高尚，她为许多贫困眼病患者尤其是儿童义务治疗，为

西部扶贫工作做出了杰出贡献。



高岩，副主任医师。

毕业于山西医科大学，从事眼科临床工作 20余年，曾多次在北

京同仁及集团连锁眼科医院进修学习，擅长白内障、青光眼以及眼表

疾病的诊治，尤其擅长白内障超声乳化手术技术，已为各种白内障手

术上万例。在国家级及省级专业杂志刊物上发表论文 20余篇。多次

在全国各类眼科学术会议上发言。

学术任职：

1.中国老年医学会白内障学术委员会委员；

2.山西省医师学会眼科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

3.山西省首届百千万卫生骨干精英人才；

4.太原市医学会眼科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5.太原市医师协会眼科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

6.爱尔眼科集团白内障培训和考核专家组成员。

高岩副主任医师积极参与“集善扶贫健康行”眼病复明项目，她

https://www.aierchina.com


为许多贫困白内障患者义务手术，为西部扶贫工作做出了杰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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