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振振华华杯杯““最最像像二二宝宝””投投票票1188日日结结束束
收到6万有效投票，颁奖仪式月末将在济南振华商厦举行

为宝贝们留下珍贵的童年
记忆，让更多人感受到亲情的
幸福美好。11月22日，本报联合
济南振华商厦共同启动了振华
杯“最像二宝宝贝秀”评选活
动，很快受到市民的广泛关注，
活动参与热情始终高涨。截至
目前，相继有一百二十余个家
庭晒出了自己的大宝二宝萌照
参与评选，活动后台已收到有
效投票六万余次。本周日即12
月18日，本次活动的线上投票
阶段将正式结束，届时投票通
道将关闭，主办方将按照参赛
宝贝们的最终得票数排出名
次，确定各奖项。

打开微信平台的活动专
区，一对对可爱的宝贝都仿佛
双胞胎一样，让人傻傻分不清。
既有相差二十几岁的姐弟，也

有年纪差不多的小哥俩，不仅
模样长得像，表情、动作、神态
也都神似，无不让人感慨基因
的强大。评选活动连日来也成
为大家热议的话题，大家纷纷
拿起手机，为自家宝贝报名，为

亲友的孩子助威拉票，给自己
认为最像的宝贝们投票，热情
加入到活动中来。

距离12月18日投票截止仅
剩最后这一周的时间了，后台
投票也已然进入了最后的冲刺

阶段，宝贝们你追我赶，排名不
断变化，最后大奖将花落谁家，
我们都在拭目以待。依然想参
与活动的宝贝们也不要放弃，
只需要扫描文末二维码关注

“齐鲁孕婴童”微信公众号，点
击首页下方“二宝好像”报名按
钮进入页面，上传自己认为最
像的大宝和二宝照片及宝贝资
料即可参赛。活动特别为每位
参与者设置了参赛礼包，包含
儿童摄影券、阿胶糕、洗衣片、
抽奖卡等，只要参与即可获得，
鼓励大家秀出宝贝们的风采。

除了头奖iPhone7手机之
外，本次活动还设置二等奖3
名，奖品价值3000元；三等奖6
名，奖品价值1000元；优秀奖10
名，奖品价值500元。本报将于
下周二“孕婴童”专版及“齐鲁

孕婴童”微信公众号公布最终
获奖名单并电话通知获奖者，
12月24日下午，我们还将在济
南振华商厦举行隆重的颁奖仪
式暨亲子联欢活动，邀请获奖
二宝家庭一起参与现场互动，
观看节目表演，共度美好亲子
时光。(张颖)

可轻松护眼贴，是世界
500强华北制药荣誉作品，是
华北制药进军微商的先锋产
品，完全按照华北制药内控
标准研发、生产，是超越国标
的高质量眼睛护理品。

可轻松护眼贴一上市，
立即引发微商界追逐，成为
2017引领微商方向的担当之
作！不但微商人信赖可轻松，
医学领域的专家也对世界
500强的护眼品质给予高度
评价。

在11月30日高层布局私
密会上，有37年医龄的眼科
专家杨一飞女士，为各位代
理详细介绍了日常生活中的
伤眼行为，以专业的视角解
读了护眼势在必行的紧迫
感。

杨医生的介绍让很多代
理对自己日常生活习惯感到

后怕，如此种种，就发生在我
们身边，很多人还当做正常
不以为意，深感有责任和义
务普及护眼。在可轻松项目
上市之前，杨医生就受邀参
与可轻松产品试用和评价，
她推荐给很多自己的病人使
用，收到了非常高的使用反
馈。真实的反馈让杨医生更
坚定了普及可轻松护眼贴的
意愿。

12月1日，杨医生正式受
聘为华北制药华诺可轻松首
席特聘医学顾问，杨医生说，
之所以加入可轻松，首先是
因为华北制药58年的质量标
准靠得住，再者就是现在国
民的眼部健康状况每况愈
下，能遇到真正改善眼睛问
题的高质量产品，她愿意从
自身做起，尽一个作为医生
的公益天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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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来，潍坊市临朐县
地税局创新实施“1+x”综合
考核，队伍干事创业的积极
性得到全面激发。

坚持发挥“长板”作用，
在做好绩效管理的基础上，引
入以县局当期重点工作为主
的“x”动态指标，充分发挥x变
量考核方式灵活优势，实行

“一事一绩效”、“一人一绩效”
动态评价，同时提升“短板”效
能，抓住绩效管理中短板，做
到即知即改、即查即改。树立

“样板”模范，全面落实“考
核—问责—奖惩”的差别化结
果运用，在评先树优、选拔任
用、教育培训等方面发挥考核
的激励作用。(孙振华)

临临朐朐县县地地税税局局创创新新实实施施

““11++xx””绩绩效效考考核核提提升升工工作作质质效效

不孕不育千千万，一根“管子”占四成

输输卵卵管管不不孕孕咋咋这这么么多多？？

统计数据显示，不孕不育
患者中，约40%为输卵管因素
所致。嘉乐专家提示：“输卵管
性不孕发病率如此之高，除了
其致病因素多元化、治疗难度
大之外，治疗中存在的诸多误
区也不容忽视。因此，对于不孕
不育患者来讲，选择专业的医
疗机构十分关键。”

市民彭女士：结婚十年一
直没怀孕，去医院检查说输卵
管粘连，让做的宫腹腔镜术，结
果一年了还是没怀，请问还能
再怀孕吗？

济南嘉乐生殖医院：引起
不孕的原因有很多种，除了女
方本身因素外，男方孕前也要
做相应的检查，以排除可能导
致不孕的各种因素。输卵管粘
连在经过宫腹腔镜手术后，需
要一定的恢复过程，术后适当
的药物调理是非常必要的，可
有效防止二次粘连的发生。

输卵管作为孕育的重要器
官，纤细脆弱，其最细处仅约
1mm，一旦损伤，将会严重影响
正常孕育。因此输卵管手术对
于医生的手术技术及操作要求
都非常高，嘉乐医院作为一家
专业生殖医院，治疗输卵管方
面有着自己的特色和优势，每
年都接诊大量的病患。嘉乐非
常重视“输卵管功能的恢复”，
通过运用一些现代的生物药物
和中西医疗法，尽可能地帮助

输卵管恢复它的功能，降低了
二次粘连的可能性，同时极大
提高了患者的怀孕率。

市民毕女士：已有一孩，要
二胎一直没要上，去医院检查
说输卵管堵塞和输卵管积水，
让做手术，请问输卵管堵塞和
积水一定要做手术吗？

济南嘉乐生殖医院：对于
输卵管堵塞与输卵管积水而言
不能一概而论，需要根据不同
病症不同情况分别对待。如针
对输卵管近端堵塞、通而不畅
的患者，通过软导丝介入即可
治疗，而对于输卵管粘连、输卵
管梗阻等比较复杂的则需要借
助于宫腹腔镜微创术。

对于有生育要求的输卵管
积水患者而言，手术治疗是最
佳的选择。一般采用宫腹腔镜
联合探查术进行输卵管伞端造
口手术，以此来恢复输卵管的
抓卵功能，从而达到怀孕的目
的。此外值得指出的是，对于行
输卵管造口术者而言，后续的
康复配合治疗也很重要，切忌
手术后就放松治疗，影响怀孕。

市民张先生：少精、弱精或
畸精能查出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吗？

济南嘉乐生殖医院：导致
精液出现问题的因素很多，如：
睾丸前因素、睾丸因素和睾丸
后因素。睾丸前因素多是指全
身内分泌代谢方面的问题，如
垂体问题、下丘脑问题、激素分

泌的问题等等，还包括一些染
色体问题；而睾丸因素多是睾
丸受伤、睾丸炎等原因造成的；
睾丸后因素指的是，睾丸产生
精子没问题，只是往外输出时
出现堵塞，如附睾堵塞、射精管
堵塞、性功能障碍等等。

在门诊中，我们通常为患
者做一些检查，比如精浆生化，
由此判定是精囊的问题还是射
精管堵塞导致的，此外还配合
一些体检，通过患者的阴囊、附
睾来判定是否先天输精管缺位
抑或梗阻问题。由于引起男性
少弱精以及畸精因素有很多
种，因此患者一定要选择专业
的医院进行就诊，以免不但影
响生儿育女大业，还延误了自
己的病情。

免费查不孕，

齐鲁圆梦圆您生育梦

齐鲁圆梦孕育工程是一项
大型不孕不育公益救助活动。
活动以“全面提升生殖健康水
平，共建和谐美好家庭”为宗
旨，已为3000余个家庭提供免
费病因筛查，上千个贫困、残疾
家庭提供全额免费治疗或诊疗
补贴。市民报名即可获得圆梦
定点医院——— 济南嘉乐生殖医
院九项免费不孕症病因排查，
贫困残疾家庭可享受免费治
疗 。圆 梦 报 名 专 线 ：0 5 3 1 -
89730558。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研究数据显示，随着不孕率的上升，中国每
8对适龄夫妻就有1对不孕。因此专家提示，每对夫妇孕前一定要进
行生育力评估，打造一个完美宝贝计划。为帮助广大市民答疑解
惑，济南嘉乐生殖医院专家特开通邮箱：zhu7611@163 .com，方便市
民进行提问。嘉生乐答

近日，2017年国际少儿平
面超模大赛正式启动报名。本
次赛事由潮童星主办，是中国
少儿模特领域的至高标准及极
尽完美风貌的国际性少儿赛
事。

据主办方介绍，本次大赛
全程不收任何报名费用，无任
何舞台经验的小朋友也可参
加，报名还可获得免费赛前培
训一次。初赛将于12月24日、25

日，分别在济南经四路万达和
高新万达举行。关注微信公共
平台“潮童星学院”即可线上报
名。

本次赛事，专注于中国3-
12岁少儿模特。不仅是让更多
的孩子秀出自我，潮出个性，组
委会更是准备了闪亮眼球的

“奖励”。选拔顶级超模，接轨国
内外各大时尚平台，并为北京、
上海、青岛、杭州、国际时装周

等 众 多 高 端 秀 场 提 供 小
MODEL。为淘宝、天猫、唯品
会、京东提供签约拍摄模特，为
各大影视机构提供出境演员。

大赛旨在以此为契机向国
内外展示中国儿童的专业和实
力，注重培养和提升少年儿童
综合素质，致力于提升少年儿
童在形体、气质、修养全面发展
的道路上健康成长。

(魏晓燕)

22001177年年国国际际少少儿儿平平面面超超模模大大赛赛启启动动

幼幼儿儿视视力力多多少少算算正正常常

孩子刚出生时，一般处
于2 . 0～4 . 0D的远视屈光状
态，其后，随着婴幼儿的生长
发育，眼球随之变大，眼轴变
长，角膜曲率增加，逐渐向正
视化发展。

孩子在1月龄时，视力为
光感；3月龄时为0 . 02，即能
追踪眼前运动物体；1岁时为
0 . 2；2岁时为0 . 4；3岁时为
0 . 6，即能看懂视力表，可以

用视力表查视力了；4岁时为
0 . 8；5岁时能达到1 . 0，即成人
视力，如果达不到的话，应尽
快去医院检查；6岁时可达到
1 . 2的视力。6～7岁及以上儿
童视力正常值下限为0 . 7。

如果孩子视力低于同龄
儿童正常视力下限，或双眼
视力相差超过2行，就说明孩
子的视力出现了异常，要及
时到医院检查。（宗合）

B03
2016年12月13日 星期二

编辑：胡淑华 美编：郭传靖 生命【孕婴童】


	B03-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