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03综合2017年2月23日 星期四

编辑：李璇 组版：郑文

本报聊城2月22日讯(记
者 张跃峰) 22日上午，备
受聊城高三学生家长关注
的《名校名师名卷》运抵聊
城，当天一接到通知就有许
多家长赶到位于城区兴华
西路与向阳路交叉路口西
北角的齐鲁晚报今日聊城
编辑部第一时间取走了试
卷，还没有领走的请家长速
来领取。

2017年1月中旬，齐鲁
晚报联合全国23家主流媒
体教育专刊统筹策划，邀请
全国24省(区)24所名校组编
了《名校名师名卷》，这套名
师名卷凝聚了24省(区)24所
名校120位在职权威名师的

智慧，分享了全国24省(区)
24所名校优质的教育资源。

消息对外发布后，随即
得到聊城众多学生家长的
认可，春节前后的短短时间
内随即预订出了1300多套。
受今年高考大纲调整、试卷
结题较晚等因素影响，试卷
前不久刚刚印刷出版面试，
首批有700多套春节前后预
订的名师名卷已经运抵聊
城，近期预订的需要等到下
周才能到货。作为齐鲁晚报
组织的一个公益活动，《名
校名师名卷》条件受限不设
现场购买环节，需要家长提
前联系齐鲁晚报今日聊城
编辑预订。目前，聊城还有

少量配额，有预订意向的需
要尽快行动起来了。预订电
话：0635-8277092(上午8点
半-12点，下午2点半-5点
半)，地址在兴华西路与向
阳路交叉路口西北角的齐
鲁晚报今日聊城编辑部。

为了让全国考生共享
优质教育资源，2017年由全
国24家主流媒体教育专刊
统筹策划的《名校名师名
卷》，邀请24省(区)24所名校
120位名师精心编撰，媒体
策划、名校命题，并以24名
校和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
社共同名义出版，具有很强
的专业性、权威性、针对性
和预测性。这些名校近3年

来，高考一本院校录取率均
位居本省区前列，北大、清
华录取人数均居本省区前
列。其中，多家名校在全国
享有盛誉。

《名校名师名卷》每科
由12套试题组成，12套试题
邀请24省(区)每地1所最知
名中学选派各科名师分别
参与命题，每套试题由参编
教师做针对性的重点、难点
解析。丛书全国统一零售价
为：语文44 . 5元/册；数学
(文科)49 . 5元/册；数学(理
科)49 . 5元/册；英语44 . 5元
/册，文综59 . 5元/册，理综
59 . 5元/册。文科和理科每
套4科4册，198元/套。

首首批批““名名师师名名卷卷””已已到到，，家家长长速速来来领领取取
聊城还有少量的配额，有预订意向的需要尽快行动

本报聊城2月22日讯(记
者 李军) 2月20日，体彩
大乐透第17019期全国井喷
11注头奖。5注为1003万元
(含376万元追加奖金)追加
投注头奖，花落内蒙古 ( 2
注)、安徽(2注)和上海；6注
为627万元基本投注头奖，
分落重庆(4注)、广西和辽
宁。开奖结束后，奖池滚存
33 . 71亿元。

奖号前区最冷号02现
身，本期体彩大乐透前区开
出号码02、06、14、23、25，后
区开出号码02、10。前区最
小号码开出02，该号为此前

前区最冷的号码；06复制上
期(第17018期)奖号；23同样
复制上期奖号；最大号码开
出25。后区开出02、10一小
一大号码，02于最近6期之
内开出了3次，较热。冷号方
面，截至目前，前后区已没
有遗漏值超过20期的号码。

为方便市民随时随地购
买彩票，齐鲁晚报为广大读
者开设体彩“手机在线”。“手
机在线”彩种丰富，所有玩法
一网打尽。手机在线为彩民
朋友准备了丰富的玩法，满
足大家对于各种玩法的需
求，竞猜型让大家看球、聊球

的同时，随时投注比赛，即时
关注赛果；乐透型让我们徜
徉在大乐透的幸运海洋里，
一发不可收拾；即开型让我
们一机在手，就可以体会到
刮票的乐趣。

值得注意的是，山东体
彩“手机在线”具有彩种全
面、安全可靠、支付兑奖便
捷等显著特点，涵盖数字
彩、即开、竞彩三大领域，提
供包括超级大乐透、排列3、
排列5、传统足彩和竞彩足
球，即开类型彩票等19种玩
法的在线业务。

还没有用过“手机在

线”的小伙伴们，不妨赶快
下载一个，扫描齐鲁晚报专
属体彩“手机在线”二维码，
下载、注册、投注分分钟完
成，随时随地随处都能买，
动动手指中大奖，开启快乐
购彩之旅！

体体彩彩大大乐乐透透井井喷喷1111注注头头奖奖，，开开55注注11000033万万
广大读者可以扫描本报体彩“手机在线”轻松购买

十十二二载载博博爱爱之之路路，，将将健健康康洒洒满满水水城城
本报记者 郭庆文

孙中山先生在《军人精神教育》中说道：“博爱云者，为公爱而非私爱。”据说，中山先生常写“博爱”这两个字送人人。
在齐鲁大地，有一家医院以“博爱”二字名之，扎根十二载，助力城市健康事业发展，将美名洒遍水城千家万户，这就就是聊城博爱医院，新生命的守护者，女性

健康的守护神。
山东省消费者满意单位、山东省青年文明号、聊城市百姓口碑最佳单位……系列荣誉称号撑起了聊城博爱医院“博爱””之名。
记者专访聊城博爱医院的管理者——— 山东省非公立医疗机构协会执行会长谢剑峰，听他讲述聊城博爱医院成功的奥秘秘。

“博爱医院就像娘家”

呵护女性和新生命健康

“博爱医院就像娘家一样，
出院了但情更深了！”2017年元
旦，100多个家庭作为代表重聚
聊城博爱医院，莘县的刘女士
看着旁边的丈夫，搂着怀里的
宝贝儿子，说不尽的感激。结婚
多年不孕不育，四处奔波求子
无果，是博爱医院让她圆了做
母亲的梦。

圆梦的不仅刘女士。12年
来，数以万计的新生命在这里降
生；12年来，无数求子若渴的夫
妻达成夙愿。12年来，聊城博爱
医院不仅赢得聊城、德州、济宁
等省内患者的信赖，而且名扬省
外，河南、河北甚至新疆、深圳等
地患者都慕名前来求医。

谢剑峰会长介绍，从2004
年聊城博爱医院创建开始，数以
万计的新生命在此降生。聊城博
爱医院是聊城唯一一家开展不
孕症手术的医院，已经开展了七
八年的时间。如莘县刘女士这样
结婚八年不孕，做完手术后一个
月怀孕的患者非常多。

“从一落地，就建立健康档
案，定期检查，提前预防。”谢剑

峰说，作为健康行业中的一员，
他最大的愿望是不希望医院里
病人越来越多，而是做好健康
保养，做好健康顾问，不能让人
得了病再去找医生，那就晚了。

正是因为这样的先进的理
念，聊城博爱医院为患者建立
了永久健康档案，定期咨询指
导。同时，医院尊重人性，高度
重视患者隐私权，全程以“一医
一患一诊室”的问诊方式和病
案保密制度保障病患隐私，让
患者没有后顾之忧。

一流的专家队伍、良好的
治疗效果、高度人性化的服务，
让患者们口耳相传，被大家称
为“新生命的守护者，女性健康
的守护神”。

专家团队拔尖

百姓认同的“源泉”

“妇女儿童方面的病症，很
多人都推荐聊城博爱医院。”在
医院里，记者咨询几位慕名前
来的患者得出这样的共识。
一家地处鲁西的医院，名扬省
内外，原因何在？

山东省非公立医疗机构协
会执行会长谢剑峰认为：“这12
年，医院最宝贵的财富就是拔

尖的专家团队。同行的认可，老
百姓的认同，也源自于此。”

谢剑峰会长介绍，聊城博
爱医院推行专病专科专治制
度，以妇科常见多发病、产科为
重点，建立了以姚随萍主任、王
守军教授为首的专家队伍，多
个科室均由临床经验丰富的主
治医师以上职称的医生担任。
12年里，大量疑难病例的治愈，
让谢剑峰会长对医院未来的发
展充满信心。

“阳谷有一位早期心衰的
产妇，体重260多斤，到医院的
时候脸已经是紫色。当时聊城
很多家医院已经不收治这位患
者。我们收治了，也顺利生产
了。”姚随萍主任说，这样的手
术在一些医院五万元都不一定
够用，但博爱医院不到一万元
就可以了。

姚随萍是聊城博爱医院特
聘妇产科首席专家。硕士，省妇
产科、不孕不育专家、消融刀专
家，原济南市妇幼保健院妇产
科主任。另一位专家，王守军主
任，不仅是忙碌在医疗一线的
妇产科专家，还是聊城职业技
术学院教授、助产专业带头人。

两位顶尖专家坐镇，再加
上一批经验丰富的主治医师和

医院自己培养的优秀妇产科专
业人才，聊城博爱医院在妇产
人才储备方面达到了省内先进
水平。这也正是聊城博爱医院
12年品牌发展的“法宝”。

“以爱为前提”

将服务做到极致

每一个在聊城博爱医院出
生的宝宝都会收到这样一份礼
物：照片上宝宝的照片、人生第
一个脚印和全家合影留念。聊
城博爱医院的开拓创新与服
务，体现在对待患者的每一个
细节上。

“医院管接管送，医生护士
服务周到，出院了还是会定期
咨询。”从医院接送就诊、产前
检查护理、待产时暖心抚慰，到
产后护理、为孩子建立健康档
案，每一个环节都做到了极致。
在新媒体形势下，聊城博爱医
院在微信上建立“孕妇群”、“妈
妈群”，妈妈和准妈妈们在群里
专家的引导下，互相交流、互相
鼓励和安慰，让她们遇事不慌
乱。用成熟的经验消除他们的
恐惧感和顾虑。

在技术设施上，博爱医院
奉行“硬件就是硬道理”，进口

德国、美国、英国、日本等西方
国家的STORZ电切镜、宫腹腔
镜、美国GE四维彩超、全自动
雪球仪、生化分析仪、全自动电
脑微波脉冲治疗仪等高、精、尖
医疗设备以及国内领先的万能
手术床、介入电解治疗仪、呼吸
麻醉机等。

“12岁的博爱医院，有梦
想，有拼劲，充满创新和探索！”
谢剑峰说，12年里，医院不断开
拓创新，为患者提供最佳服务。
二胎政策以后，聊城二胎生育
率大增，高龄产妇给生产带来
了风险和难度，会长谢剑峰介
绍，2017年，聊城博爱医院正在
筹备高龄产妇门诊；针对婴幼
儿患病的治疗，医院正在探索
以推拿手法代替用药……

“健康人，博爱心！”谢剑峰
会长说，每一位博爱人，都要以
爱为前提，充满社会责任感和使
命感，汶川地震捐款、帮助贫困
大学生、为困难儿童圆梦等等，
这一点医院始终都在践行。

在“博爱”的理念下，聊城博
爱医院跨越“故步自封”的桎梏，
如12岁的孩童般对创新和学习
充满渴望，用“进亦进”的医疗技
术和服务惠及一方人民，将健康
的种子播遍水城、洒满神州。

据统计，2016年高考《名校名师
名卷》与2016年全国卷真题试题具有
很高的相似度。例如，语文科目押中
全国Ⅱ卷“名篇名句默写”三篇文章，
2016全国Ⅱ卷真题默写《蜀道难》、《阿
房宫赋》、《孟子·鱼我所欲也》，在2016
高考《名校名师名卷》试题中全部出
现。2016年高考《名校名师名卷》英语
科目，与全国Ⅰ卷相似考察点很多，
其中最受关注的是，英语作文中，2016
高考真题和名卷出现高度相似题材，
一个是写应聘申请，另一个是应聘申
请请别人修改，这一考题有25分。

2016年高考《名校名师名卷》与
全国Ⅰ卷文科数学相似题型总计
111分，相似度高达74%。全国Ⅱ卷文
科数学中的真题，有123分题在2016
年高考《名校名师名卷》中可以找到
相似题或同考点题，相似度达82%，
其中选择题中的集合、椭圆的离心
率、三角函数图像同考点的试题出
现高度形似题。全国卷数学理科试
题Ⅰ卷有97分，Ⅱ卷有89分试题与
2016年高考《名校名师名卷》中试题
相似，相似度分别达到64%和59%。

本报记者 张跃峰

头条相关>>

去年与高考试题
有很高相似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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