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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春风风化化雨雨始始润润泽泽
山东省省级临床重点专科——— —— 济宁市第一人民医院耳鼻咽喉科

青岛原生态饮料有限公司生
产的崂仰山泉水，取自风景秀丽
的青岛崂山二龙山百米深层花岗
岩裂隙间，纯天然零污染，水质优
异。属罕见的锶和偏硅酸复合型
矿泉水，水质清澈甘冽，口感软
绵，富含多种人体必需的微量元
素，呈弱碱性，极易被人体接受而
使人体更健康。崂仰山泉水是在
水源地灌装，天然水质更健康。采
用先进工艺及设备进行过滤除菌
处理，严格按照IS9001质量管理
体系和ISO22000食品安全管理体
系进行全面质量管理。矿化度低，
水质甘冽口感软绵，冲茶饮用，更
添芬芳清香。

选择一桶好水，就是选择您和
家人的健康！
预订水票：
订10桶赠2桶，城区内打电话免费
送到门。
订水电话：15550135798

制造商：
青岛原生态饮料有限公司
生产商：
青岛市崂山区仰口(二龙山)

销售地址：
巨野县招商街北段12中操场北临
监督电话：0532-87849948

崂仰山泉水
巨野总代理

投入近7个亿，黄河水终于进城了

明明天天，，城城区区居居民民可可用用上上安安全全水水
本报巨野4月27日讯 (刘谓

磊 孔祥铭 田媛 ) 上午，记
者从县水务局了解到，预计4月
29日，巨野城区18万居民将用上
盼望已久的安全水(黄河水)。至
此，全县已有60多万城乡群众，
结束了世代吃“苦咸水”的历
史，圆了朝思夜想的甜水梦。

巨野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
和地质条件，境内没有地表水
可饮用，地下水浅层水苦咸、深
层水高氟，水质普遍不达标，群
众饮水一直比较困难。如何让
群众喝上放心水、安全水，成为
摆在巨野县各级党委政府面前
的一个重大课题。为此，巨野县
委、县政府科学决策，把群众饮

水安全工作作为一项最大的惠
民工程，举全县之力推动，从
2011年起确定了建设平原水库，
推进城乡供水一体化工程建设
方案，计划到2015年底，实现城
乡同源、同网、同质供水。

2011年以来，巨野县围绕
“农村供水城市化、城乡供水一
体化”的战略目标，在鄄城电厂
水库新建取水泵站，引用优质
黄河水，通过库容537万方的宝
源湖人饮水库调蓄，建设近期
日供水5万吨、远期10万吨的高
标准净水厂，3处二级供水厂、9

个加压站，铺设一级主供水管
线50余公里、二级主管线266公
里，建成覆盖城乡的一体化供

水网络。
制定饮水安全工作三年规

划，分年度实施：2013年投资1 . 22

亿元，建设了大义、龙堌两座二
级水厂、2个加压站和40公里供
水主管网及配套村外、村内管
道建设。2014年投资9988万元，
解决开发区、永丰办、凤凰办等
12个镇区办20 . 3万人，完成城区
主供水管道铺设；2015年，通过
完成供水泵站建设和管网对
接，整合和提升改造供水工程，
解决城区18万人口饮水安全问
题，实现全县饮水安全全覆盖、
城乡一体化供水目标。

逐步完善城乡供水管理机
制，城区供水划归县水务局管

理，并积极探索建立“规模化发
展，市场化运作，企业化经营，
专业化管理”的一体化管理模
式。成立了巨野县昌源水务有
限公司，对饮水安全工程实行
统一管理、统一经营、统一调
度，全面提升公共供水的管理
运行保障水平和效益，确保农
村饮水安全工程“建得成、管得
好、用得起，长受益”。目前，城
区供水条件已经成熟，供水泵
站和管道对接施工完毕，正在
进行设备调试。预计4月29日，城
区居民就能用上安全水 (黄河
水)。加上之前已经用上安全水
的42万农村人口，全县达到60多
万城乡居民用上了安全水。

济宁市第一人民医院耳
鼻咽喉-头颈外科为一个集
临床医疗、科研、教学为一体
的综合学科。设立内镜检查
室、眩晕门诊、听力测试言语
康复中心、睡眠呼吸暂停多
学科诊疗中心。率先在鲁西
南地区开展了鼻内窥镜鼻窦
手术，从慢性鼻窦炎的中西
医结合治疗，开展鼻内镜下

经泪前隐窝入路上颌窦手
术、鼻内镜下视神经减压术、
鼻内镜下眶减压术、鼻内镜
下脑脊液鼻漏修补术、鼻内
镜下鼻腔泪囊吻合术等微创
手术。与神经外科联合开展
了鼻内镜下垂体瘤切除术，
开展了过敏性鼻炎的免疫治
疗；开展了位置性眩晕的手
法复位治疗、眩晕综合诊治。

创建眩晕门诊、睡眠障碍多
学科诊疗中心，开展鼓室成
形及听力重建治疗中耳炎。
开展了人工耳蜗植入术，该
项目填补了我市空白。开展
中西医结合治疗慢性咽炎、
开展喉显微手术，改良腭咽
成形术，无创气道正压通气
治疗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综
合征。开展了保留喉功能的

晚期喉癌与下咽癌根治术后
的带蒂或游离皮瓣修复重
建。为以前无法根治的晚期
下咽癌和喉癌病人解除了痛
苦，提高了生存质量。
  近年来，该科被评为济宁
市医疗质量示范科室、优质护
理服务示范病房，2013年该科
被评定为国家卫计委内镜与
微创专业技术培训基地。

分泌性中耳炎有较高的
发生率，该病是耳科常见病
和多发病，持续的分泌性中
耳炎常导致听力损害，语言
发音迟缓及增加化脓性中耳
炎发作的危险。本病的致病
原因是多方面的，咽鼓管功
能不良是其基本原因。针对

这一基本的病理表现，耳鼻
喉头颈外科自2007年6月行
鼻内镜下经咽鼓管鼓室内留
置导管并注药治疗分泌性中
耳炎取得良好效果。专家为
此手术自行设计了咽鼓管置
管专用钳，缩短了手术时间
提高了手术成功率。

新技术介绍

一.分泌性中耳炎的外科治疗

二.人工听骨植入术

三.舌骨悬吊术

慢性化脓性中耳炎常常
导致鼓膜穿孔和听骨破坏，
病人常年耳流脓，听力下降。
耳鼻喉头颈外二科采用耳显
微外科技术，在清除病灶的

同时，一期行人工听骨植入，
鼓室成形。还病人一个干净
的耳朵和较好的听力，极大
的改善了病人的生活质量。

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综
合征常常夜间鼾声如雷，白
天昏昏欲睡，严重影响工作
和生活。腭咽成型术对大部
分病人效果良好，但是对下
咽平面狭窄的病人效果较

差。耳鼻喉头颈外二科采用
腭咽成型术配合舌骨悬吊术
对这些病人也取得了较好的
效果。而且对一期手术后效
果不好的病人亦有效。

老三甲 名医多 技术精 保健首选
鲁西南地区唯一卫生部颁首批三级甲等医院

——— 济宁市第一人民医院

济济宁宁市市第第一一人人民民医医院院耳耳鼻鼻咽咽喉喉科科专专家家介介绍绍

钱欣梅 1982年7月
毕业于泰山医学院医疗
专业，主任医师，耳鼻喉
科主任。兼任山东省耳鼻
喉科学会委员、山东省激
光医学会委员、济宁市医
学会耳鼻喉专业委员会
主任委员。擅长各种耳鼻
咽喉科疾病的诊治，对耳
鼻咽喉疑难疾病的中西
医结合治疗有专门研究，
尤其对鼻腔、鼻窦、咽喉
部及颈部良恶性肿瘤有
深入的研究。共撰写论文
30余篇均发表在核心期
刊，主编了《中西医治疗
耳鼻咽喉科疾病学》及

《耳鼻咽喉科中医方剂手
册》。获奖科研有5项，分
别获国家中医药管理局、
济宁市科委、济宁医学院
科技进步奖。自工作以来
连年被评为济宁市直卫
生系统及医院先进工作
者、优秀青年科技人才、
工会工作积极分子等。

★李秀国  医学
博士，副主任医师，科
副主任、中共党员。曾
先后在山东省立医院、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学
习和实践。自参加工作
以来，本人致力于耳鼻
咽喉-头颈外科常见疾
病的诊断及治疗，擅长
于鼻窦炎、鼻息肉、鼻
中隔偏曲手术，扁桃体
切除、鼾症手术，颈淋
巴结清扫术、喉癌及下
咽癌切除术，中耳炎手
术等。现已在国外杂志
发表SCI论文1篇、在国
家级专业杂志发表论
文7篇，参与省厅级课
题2项、主持课题1项，
并已获得省级奖励 2
项、国家级发明专利1
项，参与编写著作2部。

★程志强 1957
年1月出生，中共党员。
主任医师，学士学位，
山东省中西医结合学
会第二届耳鼻喉科专

业委员会委员。1982年
毕业于泰山医学院，曾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总
医院耳鼻喉科进修，任
中国援坦桑尼亚医疗
队成员。该同志理论知
识扎实，专业技术全
面；尤其擅长耳鼻咽喉
科微创外科和中西医
结合治疗。对中耳炎、
耳聋、眩晕、面神经麻
痹的治疗，保留功能的
喉癌下咽癌的外科治
疗和嗓音疾病的治疗
有较丰富的经验。参于
完成市级科研三项，参
编著作二部，在省和国
家级杂志发表论文、译
文三十余篇。

★李虎 医学硕
士，副主任医师，山东
省听力康复委员会委
员，从事耳鼻喉科临床
一线近30年。擅长中耳
炎的手术治疗和鼻窦
炎，扁桃体炎，喉癌的
手术治疗。在鲁西南率

先开展了人工耳蜗植
入术，填补了济宁市第
一人民医院的空白。完
成科研成果二项(第一
位)，省级及以上科研论
文10余篇。

★程雅莉 副主
任医师，1995年7月毕
业于青岛大学医学院
临床医学系，济宁市第
一人民医院耳鼻喉科
从事医疗工作20年。撰
写多篇论文，参与科研
研究。擅长全麻小儿鼾
症手术、乳突根治术、
食道镜检查+异物取出
术、喉支气管镜检查+
异物取出术，功能性鼻
内镜手术，电视下喉息
肉显微手术，成年人鼾
症之悬雍垂腭咽成形
术、喉肿瘤手术等。危
急重症多科室协同诊
治病人，诊治及时、准
确到位，有较为丰富的
经验。

77旬旬老老两两口口吵吵架架闹闹上上法法庭庭
好法官细耐解促其团圆

本报巨野4月27日讯(于际
富 郅硕 袁守国) 年过古稀
的老两口因琐事闹上法庭，这类
案件该如何处置？巨野县法院龙
固矿区法庭的做法是：有一分希
望做千分努力，力促团圆。

巨野县龙固镇赵楼村73岁
的赵某是一位退休职工，75岁的
老伴王某是位家庭妇女。赵某因
不满妻子的絮叨，于2013年将老
伴赶出家门，并锁住妻子的经济
咽喉。有家难回且断了经济来源
的王某，在2015年1月以婚姻内

抚养为诉求将丈夫告上了法庭。
龙固矿区法庭受理此案后，经过
反复调解，终使老两口达成协
议：赵某每月出资300元为妻子
提供生活保障。

然而，时隔不久，生性倔强
的赵某又以夫妻不和，无法继续
共同生活为由，起诉与妻子离
婚。面对这起一波三折的案件，
龙固矿区法庭的法官们清醒地
意识到：如调解不成判决离婚则
合法合理，但却不利于这个18口
人之大家庭的和谐团结，处理的

最佳方案是：全方位耐心调解，
力促老两口团圆，为该大家庭创
造一个和睦温馨的良好氛围。基
于此，杨德山庭长带领法官深入
到当事人家中做其三子一女的
思想工作，但通过了解得到的答
案却是：老两口膝下的子女分为
两派，且各执一词，难寻“吻合
点”。

在调解遇阻的情况下，法官
们不气馁，不言弃，继续一如既
往地坚持调解。他们将所在村村
干部以及双方当事人的近门、亲

戚聚集在一起，共同对当事人进
行规劝说服。法官们还把制作的

“家和万事兴，家破万事废”的卡
片，向当事人展示。杨德山庭长
看到当事人动了恻隐之心后，又
安排人将当事人的孙子、孙女及
外孙叫至现场。隔代人的声声呼
唤和哭泣，令当事人再也难掩眼
中的泪水，老两口老泪纵横，当
场表示重归于好。一场旷日持久
的老年婚姻纠纷案终于偃旗息
鼓。

无无穷穷花花开开
4月21日、22日，韩都衣舍无穷

花开公益项目走进巨野县沙土集小
学和栾官屯小学开展了两期捐助活
动。活动中，项目组为两所学校347
名学生带去校服、图书、文具、体育
用品、红领巾等爱心物资，为23名老
师送去韩都定制背包，并走访了5名
贫困生孩子家庭，送去公益奖学金。
此外，正值春天，韩都衣舍无穷花开
又开展了“奔跑吧少年”的主题活
动，通过韩都志愿者和齐鲁晚报蚂
蚁义工团的义工一起与孩子们开展
撕名牌、接力跑、球类、呼啦圈等各
项运动游戏，让孩子们有不同寻常
的体验，给他们的校园生活增加了
一份活力。 程建华 摄影报道

车辆灭失公告
车主高留贤，车牌号为鲁

RD2735的车辆已自然灭失，该
车辆的行驶证书、登记证书、车
辆号牌等声明作废。特此公告！

2015年4月27日

★山东巨野联发房
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注
册号371724200007279）
营业执照正副本丢失，
特此声明！

★巨野县华裕贸易
有 限 公 司（ 注 册 号 ：
3717242800221）营业执
照正副本丢失，特此声
明！

★巨野县华裕贸易
有 限 公 司（ 注 册 号
3717242800221）营业执
照正副本丢失，特此声
明！

★巨野县农村能源
服 务 站（ 注 册 号
371724018004108）营业
执照正副本丢失，特此
声明！

★巨野县祥通运输
有 限 公 司（ 注 册 号
371724228013753）营业
执照正本丢失，特此声
明！

★巨野县永善堂药
械 有 限 公 司（ 注 册 号
371724228004015）营业
执照正副本丢失，特此
声明！

★巨野县太平农资
供应合作社凡尊社员服
务 站 ( 注 册 号
371724100002360)营业
执照正副本丢失，特此
声明！

★山东宏志建筑劳
务有限公司财务、合同
章不慎丢失，声明作废。

★冯兴涛身份证（号 :
372926197809250013）不
慎丢失，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巨野新世纪电影城

赤道
影讯 4月30日

《赤道》是由寰亚电影2015年
出品的动作片“赤盗”(张震饰)是
南韩头号通缉犯，与头号副手(文
咏珊饰)成功在生产浓缩铀原料
的工厂夺走一批铀原料球。情报
显示，他们会把铀原料球变成超
级武器，并在香港与恐怖组织交
易。来自中国内地的宋鞍跟助手
袁晓文，联同香港警察李彦明、
范家明及香港大学物理系客座
教授肇志仁(张学友饰)，加上南
韩武器专家崔民浩、朴宇哲等
人，一同追缉赤盗，拯救亚洲史
上最威慑武器危机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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