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月後安裝三月後安裝助助視視電電子導航儀子導航儀
小斌斌小斌斌今植義眼今植義眼

1.微型攝像機安裝在太陽鏡上，
把圖像傳遞到一個手動控制器
上

2.數據處理器把光學訊號轉化為
電子訊號，再轉化成電脈衝訊
號

3. 「再造畫面」通過電極感應器
的電脈衝來刺激舌頭

4.盲人感覺到不同的電脈衝刺激
，傳遞給大腦

5.大腦重組畫面，使盲人 「看」
到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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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被挖眼男童小斌斌將於9月10日在深圳希瑪林順潮眼科醫
院接受義眼植入手術。香港眼科醫生林順潮9日表示，小斌斌約一
個月後可以植入 「義眼片」 ，希望兩至三個月後使用 「電子盲人導
航儀」 ，透過把電子訊號傳至腦部，有機會可以讓他自行走路。

【本報記者王一梅深圳九日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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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報從深圳希瑪林順潮眼科醫院
獲悉，小斌斌及父母9月8日抵達深圳後
，即入住該醫院接受後續治療。小斌斌
的父親郭志平表示，孩子第一次出遠門
，坐飛機時很興奮，目前精神狀態良好
。小斌斌已在該醫院安頓好，並接受一
系列檢查。

借助儀器可自行走路
據醫院介紹，小斌斌的義眼植入手

術將於10日12時開始，手術需時約3至4
個鐘，約16時結束。院方將於當日上午
和下午分別舉行兩場新聞發布會，上午
會公布治療方案，下午進行安裝義眼手
術。

林順潮9日表示，小斌斌植入義眼
球後，約一個月後可以植入 「義眼片」
，希望兩至三個月後使用 「電子盲人導
航儀」，將電子訊號傳至腦部，有機會
可以讓他自己走路。至於植入電子眼，
林順潮說，這將會是很多年以後的事。

林順潮表示，醫院會全數負責醫療
費用。而有關的電子導航儀，大約為1
萬至1.5萬美元，小斌斌可能要送去德
國或日本，接受使用導航儀的培訓。

9日，陸續有香港和內地媒體來到
深圳市福田區車公廟泰然九路一號的盛
唐大廈1-2層林順潮眼科醫院採訪，但
均未見到小斌斌及其家人，相信是小斌
斌家人希望小斌斌能夠在手術前好好休

息，不想被打擾。林順潮眼科醫院新聞
發言人謝麗娜告訴記者，小斌斌的家屬
拒絕接受採訪。

林順潮醫生8日從香港前往深圳，
為小斌斌進行了檢查。林醫生因今天要
負責進行一項手術，8日晚已回港。

治療過程分三個階段
林順潮說，小斌斌精神良好，與其

他小朋友一樣活潑，還喜歡玩玩具。
林順潮5日在深圳向媒體表示，小

斌斌的治療分三個階段，首先是傷口的
處理；第二個階段是安裝仿真度極高的
義眼，也會研究從斌斌臀部切組織包住
義眼放入眼眶，這個手術越早做越好，
順利的話3個月後可安裝輔助儀器 「導
盲儀」，學習用舌頭或額頭 「看」東西
感知外物；第三個階段就是安裝 「電子
眼」。林順潮認為，小斌斌腦部的視覺
區域是健康的，5到10年後，隨科技
的不斷發展，電子眼技術將會成熟，看
東西可以更多，危險也會減小。

小斌斌事件簿
8月24日：山西6歲男童被挖去
雙眼

8月27日：山西汾西縣公安局發
布懸賞通告，經媒體報道引發
關注

8月28日：林順潮接受港媒訪問
，首次公開承諾願贈醫施藥

8月30日：林順潮派印度裔國際
眼科專家范若思到山西

8月31日：范若思到山西眼科醫
院看望小斌斌，當天晚上返回
深圳

9月4日：林順潮在香港接受多
家媒體採訪時表示，在5到10
年後，如果電子眼技術發展成
熟，小斌斌有望通過植入手術
恢復部分視力

9月5日：小斌斌在山西太原出
院

9月5日：林順潮在深圳召開 「
電子眼」 說明會，稱義眼手術
越早做越好

9月8日：小斌斌到深圳希瑪林
順潮眼科醫院，林順潮從香港
到深圳，為小斌斌進行檢查。

9月9日：林順潮在香港舉行記
者會，表示小斌斌正在接受檢
查，精神很好

9月10日：小斌斌在深圳希瑪林
順潮眼科醫院接受義眼植入手
術

（本報記者王一梅整理）

【本報記者余育奇九日報道】小斌
斌將於10日在深圳接受植入義眼手術，
率領眼科專家團隊進行手術的香港眼科
醫生林順潮9日在其香港診所向媒體解
釋手術安排時表示，小斌斌目前情況穩
定，傷口未有感染徵狀，院方已準備兩
套手術方案，實際操刀時，視乎小斌斌
的眼腔組織破壞情況而決定最終方案。

他表示，小斌斌可望於一個月後重
獲正常外觀，預計兩個月後開始訓練他
使用電子盲人導航儀，讓他 「看到」黑
白二維影像，便可在熟悉地區活動自如
。整個手術費用連導航儀總額約30萬港
元，由深圳希瑪林順潮眼科醫院全額資
助，院方另會成立基金協助小斌斌日後
生活開支。

先填塞70%眼球再植義眼片
今次手術的主刀醫生將由林順潮團

隊的印度裔國際義眼專家范若思擔任。
范若思說，最理想的做法是為小斌斌植
入度身訂造、以仿製珊瑚或纖維或矽膠
製成的義眼球，可填塞70%的眼球容積

，待傷口愈合後，再植入義眼片，填充
餘下30%容積，小斌斌便可重獲與常人
無異的外觀。不過她指出，義眼球需要
有軟體組織包覆才可固定在眼腔內，否
則有排出的風險，如眼腔組織已遭破壞
，便需採取第二個方案，從小斌斌臀部
抽取皮下脂肪取代義眼球。

林順潮稱，兩套方案各有利弊，第
一方案即植入義眼球較美觀，活動性亦
較佳，但有排出和感染的風險，排斥機
會約為5%。第二方案採用皮下脂肪，
由於是自身活體組織，植入後仍可生長
，排斥機會微，但可能會在植入義眼片
後出現不對稱情況。礙於他現時仍感到
傷口疼痛，醫生無法檢查眼腔軟組織狀
況，要待手術進行時，才可確定眼腔情
況，決定採用哪套方案。

人造視力可看到二維影像
他稱，植入義眼手術後，傷口需約

四至六星期愈合，然後植入義眼片，預
計小斌斌整項手術需兩至三個月康復，
然後展開訓練使用電子盲人導航儀。林

順潮稱，導航儀提供低端的人造視力，
透過將電子脈衝訊息傳到小斌斌的腦部
，從而 「看到」黑白和二維影像，有望
讓他能在熟悉的地區行動自如。

使用導航儀需要受訓，未來或需安
排小斌斌到日本或德國接受訓練，現時
只有美國和日本有製造有關產品，林順
潮正與廠商洽談購買事宜，期望可引入
兩部不同的導航儀，讓小斌斌選用效果
較好的一部。他坦言電子盲人導航儀只
是低端人工視覺系統，但高端的 「電子
眼」技術目前並不成熟，不建議採用，
建議在5至10年後，安全系數和質素較
高時再作考慮。

安裝義眼的手術費約5萬元人民幣
，而電子導航儀每個需約1.5萬美元，
折算總計約30萬港元。林順潮表示，一
切醫療相關費用，將全部由院方承擔，
院方另外亦會與慈善團體合作成立基金
，讓有心人士捐獻，作為小斌斌日後學
習和生活之用。他預計小斌斌會逗留深
圳醫院若兩至三星期，期望可完成義眼
植入手術和試用盲人導航儀。

港醫準備兩套手術方案

讓盲人通過舌頭看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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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盲人通過額頭看東西

1.微型攝像機安裝在太陽鏡上，
把圖像傳遞到一個手動控制器
上

2.數據處理器把光學訊號轉化為
電子訊號，再轉化成電脈衝訊
號

3. 「再造畫面」通過電極感應器
的電脈衝來刺激額頭

4.盲人感覺到不同的電脈衝刺激
，傳遞給大腦

5.大腦重組畫面，使盲人 「看」
到東西

【本報記者楊傑英
太原九日電】山西省眼
科醫院院長賈亞丁接受
大公報採訪時表示，安
裝義眼手術的技術在內
地已經非常成熟，不僅
省級醫院具備此條件，
縣級醫院都可進行安裝
。義眼填充物的材料各
不相同，價位也有不同
，此前該院表示可免費
為小斌斌進行義眼安裝
手術。在得知小斌斌最
後決定前往深圳接受香
港醫生林順潮的手術安
排，他們也相信小斌斌
可以獲得更好的治療。

賈亞丁表示，小斌
斌一家在赴深前曾聯絡
山西省眼科醫院，小斌
斌與醫生聊了很長時間
。小斌斌與省眼科醫院
的醫生相處了一段時間
，心理上會比別人更依
賴醫生。

他表示，由一些事
故、惡疾造成的眼部殘
疾或缺失，可以透過安

裝義眼改善外觀容貌。而目前義
眼材料層出不窮，玻璃義眼、高
分子義眼、水晶義眼等等。運用
最多的是高分子義眼，據統計，
目前全世界95%以上的國家，都
運用高分子材料定製義眼片。玻
璃義眼、陶瓷義眼等材料已逐漸
被市場淘汰。

小斌斌治療過程

第一階段：處理傷口

第三階段：安裝「電子眼」
（5至10年後）

第二階段：安裝義眼
（2013年9月10日）

內
地
義
眼
安
裝
技
術
完
全
成
熟

【本報記者余育奇九日報道】香港
眼科醫生林順潮表示，可透過電子盲人
導航儀，把影像化為脈衝訊號，有望以
舌頭或額頭代替眼球，重構小斌斌視覺
系統，讓他能 「看見」物件的輪廓。林
順潮承認導航儀僅屬低端技術，但屬高
端技術的 「電子眼」涉及腦晶片植入，
有感染風險，暫不建議小斌斌考慮。

林順潮表示，人能夠看到影像，靠
的是視覺系統，先由透過視網膜，把影
像化為電子訊息，經視神經把訊息傳遞
到後腦才能夠視物。人工視力透過特製
儀器重構人體視力系統，俗稱 「電子眼
」，有關技術分為高端和低端，小斌斌
將採用的電子盲人導航儀屬於低端儀器
，需要透過儀器刺激人體敏感器官才可
「看見」東西。

他指出，導航儀主要由微型攝像機
、手動控制器和電極感應器三部分組成
，安裝在墨鏡上的攝像機接收到圖像訊
息後，會把資料傳送到手動控制器上，
控制器會把光學訊息轉化為電子訊息，
再進一步轉化為電子脈衝訊號，形成一
個黑白和二維的再造影像，透過電極感
應器刺激人體，訊息即可傳遞到腦部，
腦部重組脈衝訊號後，病人即可 「看見
」物件輪廓，透過想像，即可得知 「眼
」前的具體情況。

他又說，目前只有美國和日本有出
產導航儀，美國產的電極感應器較小，
病人需含在口中，以舌頭接收脈衝訊號
，而日本產的感應器較大，病人需佩戴
在額頭上，以額頭接收脈衝訊號。導航
儀只限六歲以上人士使用，小斌斌正好

符合資格。
至於高端人工視力，並不透過人體

媒介，而是以無線方式，把電流訊號直
接刺激後腦視覺區域，令失明人士 「看
見」的儀器。林順潮表示，此技術需在
病人腦部植入電極和晶片，手術風險較
高，病人亦有可能受到感染，目前仍在
試驗階段，不建議小斌斌使用。但他認
為，科技一日千里，預計未來5至10年
有關技術的安全性和有效性都可得以提
高，屆時可再作考慮。

電子眼有感染風險
林順潮建議5年後考慮

▲小斌斌將於10日在深
圳接受義眼植入手術

▲香港眼科醫生林順潮（左一）和主刀醫生范若思（左二）9日在港介紹小斌斌手術方案 新華社

▲深圳希瑪林順潮眼科醫院
本報記者王一梅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