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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岁壮小伙的“癌”愁

今年1月7日，张先生来
107医院做常规体检时，得知
血液中白细胞数目过多。后
经该院全军肿瘤无创诊疗中
心作进一步确诊，发现自己
竟然得了血癌，就是俗称的白
血病。

这一消息犹如晴天霹雳一
般打在张先生的头上，这可如
何是好？他才34岁呀，老家还有
年迈的父母、妻子和儿子。

这些年他都专挑苦重的活
干，为的就是能多赚点钱，赶紧
回老家孝敬父母，再和妻子生
个孩子。

“可如今，非但不能实现生
孩子的愿望，得了癌症，恐怕连
照顾双亲都难了。”张先生满脸
惆怅。

中西医结合治疗使病
情平稳

今年年初，107医院全军肿
瘤无创诊疗中心中医科主任李
军体带着专家团队围绕张先生
的自身情况展开了精心细致的
治疗。一开始李主任先让张先
生服用西药控制病情。

“每天李主任都会很关切
地问这问那，不放过任何一点
轻微的变化，”张先生告诉记
者，为了照顾张先生的心理压
力，李主任每天都会安慰他，给
他做心理疏导。

“在外这么多年，反而是在
医院受到特别多的照顾，真的
很感动。”张先生说，医者仁心，
这是他第一次有这么真切的感
受。

后来，根据病情发展需要，
李主任又给张先生添加了中药

的剂量，让中西药结合同时作
用病灶，很快两个月过去了，如
今张先生的病情已经趋于平
稳。

小伙重燃“生”的希望

这对于张先生来说，无疑
是个好消息。

“听医生说，只要我配合
治疗，保持心情舒畅，这点病
是可以控制住的。”张先生满
满的自信，他正想着明年回
老家和妻儿团聚，再生个小
闺女呢。李主任听后说，张先
生是一定可以美梦成真的。

李主任表示，中西医结
合治疗肿瘤的诊疗模式，既
重视西医对肿瘤的诊断，又
重视中医辨证论治的特色，
既注重整体与局部的结合，
又 兼 顾 了 患 者 与 肿 瘤 的 关

系，再加上中心具备世界一
流医疗设备射波刀的成熟应
用，从而使得我们中心在肿
瘤临床诊治方面诊断更完善
和客观，使治疗方案更全面
和合理，真正实现肿瘤的“绿
色治疗”。

针对烟威地区的免费救治
患者征集活动仍火爆进行中，
有意者可继续拨打咨询电话：

400-998-0107进行报名。
地点：解放军第107医院全军肿
瘤无创诊疗中心。

癌友会的二维
码

血血癌癌小小伙伙重重燃燃““生生””的的希希望望
——— 记解放军第107医院中西医肿瘤治疗

本报记者 闫丽君 实习生 韩玉 通讯员 高菲

患癌症本身是件挺让人揪心的事，可是经过治疗，癌症控制住了，还能生宝宝，确实又让人很开

心。日前，记者就亲历了这样一个故事———

107医院全军肿瘤无创诊疗中心中医科主任李军体正在为病人诊治。

本报3月26日讯(记者
秦雪丽 实习生 王鹏飞
通讯员 夏天棋 ) 3月23
日，烟台大学文经学院的校
园里举行了食品与生物工程
系第二届食品安全文化节暨
烟台市食药科普春蕾宣传进
校园活动。

这次活动是烟台市食品
药品监督管理局联合烟台大
学文经学院食品与生物工程
系共同举办的，活动的主题
是“共育食品英才 同铸食
安城市”。历年来，烟台市委、
市政府都高度重视学校食品
安全工作，市食品药品监督
管理局针对学校食品安全开
展了多项专项整治行动，尤
其是今年开展的春蕾宣传进
校园活动，收到很好效果，学
生的食品安全意识得到进一
步加强，“小手拉大手，共助
食安城”的效果正在显现。

本次食品安全文化节
将从 3月底持续到 6月份，
活动形式多样。有走进文
经的烟台市食药科普“春
蕾宣传”、名师专家讲堂；
有“ 共 建食安 烟 台 ”的 走
访、调研和宣传；有食品人
的“责任与担当”的演讲比
赛；有“博识通达，一展风
采”的食品安全知识竞赛；
还有食品检验一日行等系
列活动。这次活动的成功
举办，进一步拓宽学生的
知识视野，充分发挥学生
的专业优势，培养学生职
业道德、社会公德，增强学
生的专业使命感，为食安
烟台的创建培养更多优秀
的人才；同时借助学生志
愿者的作用进一步拓宽创
建国家食品安全城市的宣
传程度，实现小手大手携
手共建食安烟台的目的。

食食药药科科普普宣宣传传进进高高校校
共共创创烟烟台台食食安安城城市市

本报 3月 2 6日讯 (记者
梁 莹 莹 ) “ 乱世藏 黄

金，盛世修家谱。”近年来，
家谱文献日益受到人们的
重视与青睐。盛世修家谱，
已成为时下人们的重要家
族文化活动。近日，为弘扬
中华家谱传统文化，给广
大传统文化爱好者提供赏
鉴精品旧谱机会，烟台图
书馆联合全市公共图书馆
举办市藏珍稀旧家谱网上
联合展览活动，精选全市

公共图书馆所藏近四十余
种建国前纂修的精品胶东
旧家谱，间或有他地的精
品家谱，以期他山之石借
鉴之意。这次展览，是烟台
图书馆“烟台记忆”系列活
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
烟台市公共图书馆界第一
次公开展示馆藏珍稀旧家
谱。

此次展览即将开展，市
民可关注烟台图书馆网站及
微信公众平台。

四四十十余余种种精精品品胶胶东东
旧旧家家谱谱等等你你来来鉴鉴赏赏

本本周周五五2244时时烟烟台台将将正正式式停停暖暖
工作人员提醒市民，不要随意拆卸家中采暖设施，以免造成漏水

本报3月26日讯(记者 张
菁) 眼下，烟台2016-2017年
度的采暖期已进入尾声。26日，
记者从烟台市各供热公司了解
到，如果没有特殊情况，烟台市
区集中供热将于3月31日24时
正式停暖。

停暖后，用户应该注意什
么事项?首先，由于热胀冷缩的
原理，停暖后的暖气管件尤其
是暖气活接处容易出现滴水的
现象。如果是轻微滴水，大多过
几天自行消除。如果滴水现象
日渐加重，用户可拨打班组维
修电话，让维修人员上门维修。

其次，停暖后不要随意拆

卸暖气设施。停暖时，有的供热
企业暖气水是不放出来的，这
些水是经过防腐处理的软化
水，可有效隔绝空气对暖气片
和管道的腐蚀，延长管道的使
用寿命。为防止停暖后用户室
内采暖管道及散热器内部生
锈、影响使用寿命，工作人员将
在停暖后关闭用户单元楼入户
阀门，确保供热系统水量充盈，
防止空气进入而造成供热设施
被氧化腐蚀。下一步，公司将进
行设备设施检修和维护。

最后，报停用户拆下的暖
气片，最好是垂直放置，不要随
意挪动。工作人员提醒市民，不

要随意拆卸家中采暖设施，以
免造成家中漏水被淹，如果确
有需要改拆暖气设施的，请提
前联系供暖企业专业技术人
员。

记者从气象部门了解到，3
月31日，天气阴，最低温度4℃
左右，居民室内温度下降，老人
和孩子都应该注意保暖，在家
应该适当添加衣物。此外，供热
用户如果在下个采暖季想报停
或者重装暖气，请在停暖后，带
上房产证和户主身份证尽早到
各供热企业客户服务中心去办
理手续，尽量避免到临近供暖
期再扎堆办理。

本报3月26日讯(记者 李
楠楠 实习生 赵浩东) 3月
25日，山东省2017年服务“蓝
黄”两区医药专场招聘会(滨州
医学院2017年高校毕业生供需
洽谈会)在滨医大学生活动中
心举行，来自全国各地16个省
市的近500家用人单位及驻烟
高校、省内外医学 (药 )院校
15000余名毕业生参加洽谈会。

本次招聘会向毕业生提供
就业岗位2 . 5万余个，供需比达
到近1：5 . 3，岗位需求涵盖临床
医学、护理学、口腔医学等专
业。截止到下午3时，共有5190
余名毕业生与用人单位达成初
步就业意向。

受全面推行“分级诊疗”、
“二孩政策”和医疗联合体建设
试点全面启动的影响，医疗人
才需求较大。30余家医院用人
需求均在百人以上，160余家单
位用人需求在50人以上。今年
县级人民医院、妇幼保健院等
用人需求较大，学历要求普遍
为本科及以上。

从提供岗位所需专业来
看，护理学、临床医学等需求量
仍然较大，麻醉学、医学影像
学、医学检验等专业岗位提供
数量也比较可观，康复治疗学、
医学影像诊断、医学影像技术、
针灸推拿等专业的需求量一直
呈上升趋势。

从学历层次看，县级及乡

镇等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本科毕
业生需求较大，三级医院和发
达地区的二级以上医院多数要
求研究生学历。医药公司、综合
企业用人比较灵活，要求专科
以上学历，专业不一定必须对
口，专业局限性不大，重点是看
毕业生能力能否适应所提供的
岗位要求。

滨滨医医举举办办22001177年年服服务务““蓝蓝黄黄””两两区区医医药药专专场场招招聘聘会会

3300余余家家医医院院用用人人需需求求均均在在百百人人以以上上

招聘会现场。 本报记者 李楠楠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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