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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解放放军军第第110077医医院院癌癌友友联联谊谊会会开开展展公公益益活活动动
肿瘤患者可免费查体，快报名！

癌友联谊会公益活动

好处多

解放军第107医院癌友联
谊会从2017年年初成立至今，
已经连续为会员们组织了多场
公益活动。

“癌友联谊会几乎周周有
活动，医院就是要以实际行动
来回报社会，践行癌友联谊会
成立的初衷。”解放军第107医
院全军肿瘤无创诊疗中心马建
军主任告诉记者，“癌症是一种
慢性病，并非不可治愈。”

马建军说，医院组织成立
这个癌友联谊会，目的就是为
广大患者朋友提供防治知识、
进行疏导心理、树立治疗信心。
希望烟台的癌友们能够在癌友
会这个大家庭里相扶相助，携
手一道健康快乐地度过每一
天。

半年来，癌友联谊会已经
组织患者举办了各种活动，像
现场讲座、知识交流、分享座
谈、绿色采摘、健康徒步行等，

还积极倡导患者回归自然，放
松身心，让患者心灵负重得到
彻底释放。

而此次检查也是癌友联谊
会免费提供的一个项目，患者
从报名到体检全程可享受免费
服务。“即使是做最基础的常规
血液检查，一个患者至少可以
省下近300元的费用。”马主任
说。

肿瘤专科检查还需专

科医生做

据了解，目前报名工作已
经开始，报名第一天就有近60
个人打来电话咨询报名。有部
分患者问自己平日做的健康体
检是否可以查出肿瘤来？

对此，马建军主任表示，常
规体检倒是可以筛查患癌风
险，但此次癌友联谊会提供的
免费体检与癌症筛查不是一回
事，癌症筛查针对的是潜在或
者无症状的人群；而医院此次
提供的免费检查是专门为确诊
的癌症患者开展。

“也就是针对那些已经做
过治疗的肿瘤患者，有些患者
在治疗后身体没有病痛的感觉
就觉得好了，不再去注意查
体。”马主任解释道，“还有一些
患者是明知自己得肿瘤了，但
是碍于费用问题，不舍得去做
检查治疗，就可能延误病情，把
本来是早期问题拖延成晚期。”

由于肿瘤体检是一种更专
业、更个性化的体检方式，所以
针对肿瘤的专科体检最好还是
找肿瘤科医生来完成，他们会
根据体检者所提供的病史、职
业、生活状况等合理安排检查
项目，做有针对性的检查。

一般包括临床查体、血液
学检查(如血清肿瘤标志物)，
必要时可进行影像检查(如特
定部位的X线、B超、CT检查
等)。

免费体检却不强制治

疗

另外，在现场癌友联谊会
还设了免费咨询台，联谊会特

别邀请了全军肿瘤无创诊疗中
心的专家们莅临现场为患者答
疑解惑，机会难得，患者一定不
要错过。

近年来肿瘤发病率逐年升
高，且肿瘤发病早期往往无特
异症状，容易被患者所忽视，一
旦出现特异症状，绝大多数已
是中晚期，疗效不佳，生存率和
生活质量也大打折扣。

因此，马主任认为，定期针
对肿瘤患者的体检非常必要，
对于肿瘤的早期发现、早期治
疗、挽救生命具有十分重要的
意义。

“此次体检从报名到检查
再到现场咨询全程免费，不会
强制患者留院治疗，患者自己
有选择医院和医生的权利。”马
建军强调。

注意事项：
由于报名人员较多，检查

过程复杂，届时医院将根据报
名情况进行分批体检，望大家
相互告知并理解！

报名方式：
1、群微信报名(24小时都

可，扫描下图“癌友联谊会”的
微信二维码)

2 、电 话 报 名 ：0 5 3 5 -
2933518，2933501，2933511，
2933521

(早8:00-12:00，下午2:30-晚
9:00前)

报名时间：截止到2017年6
月底

报名要求：报名时请说明
姓名+电话+病种+家庭住址+医
保。

报名审核：患者报名后，医
院会进行分类筛选，将以电话
形式通知患者体检时间。
报名地点：烟台市芝罘区只楚
南路解放军107医院全军肿瘤
中心。

本报记者 闫丽君 通讯员 刘汉臣 高菲

日前，记者从解放军第107医院全军肿瘤无创诊疗中心获悉，为感谢半年来癌友们的真诚相伴，也为了践行癌友联谊会互帮互助的宗旨，在

中心马建军主任的大力支持下，该院癌友联谊会将免费为其会员及肿瘤患者做专科体检，目的是让广大患者明白自己的的身体状况，以及需要进

一步做哪些治疗能够有效地控制肿瘤，从而提高生活质量、延长生存时间，使肿瘤患者的家庭多一些欢乐，少一点悲伤伤。机不可失，患者看到消

息后，可于月底前报名咨询。

高考学霸晒秘籍，快来学学

王王炳炳宣宣：：不不放放过过任任何何不不懂懂的的知知识识

6月24日下午高考成绩公
布，烟台一中高三·一班王炳
宣同学考了703分的好成绩，
其中语文132分，数学150分，英
语144分，理综277分。

王炳宣所在的高三·一
班班主任张启老师说，“王炳
宣还通过了北大博雅计划的
自主招生，可以享受加40分录
取的优惠政策，不过这次估
计用不上了，他的裸分就够
上北大了。”

记者联系王炳宣时他说，
之所以能考出好成绩，主要得
益于自己较高的学习效率。

“课堂45分钟永远都是最
重要的，只要在课堂上把所
学知识充分消化，课下的学
习就会变得越来越轻松，从
而建立起良性循环。”王炳宣
说，“课堂效率要提高，要全身
心地投入到课堂学习当中，
思路要跟老师保持高度一
致。另外要有举一反三的意
识，这样才能拓展课堂上的
知识量。

“对课堂知识整理，不能把
任何一个不懂的知识放过是我
多年保持的习惯。”王炳宣说，
他有一个错题集，里面几乎囊
括了他在高中生涯中的所有错
题，当高考复习时，这个错题本

就成了他的宝典。
“其实我觉得学习要讲

求方法。大家都是以理解为
主，所以高考不管怎么变，只
要我们理解了原理，一切也
都迎刃而解了。”王炳宣说。

“孩子这次考的成绩，属
于正常发挥。比高考结束后
孩子自己预估的690分多了
点。”王炳宣妈妈杨海燕说，

“王炳宣的成绩一直非常稳
定，从小学到高中，成绩都是
班里前几名。在孩子学习上，
我和他爸爸都没有过多关
注，主要靠他自己。王炳宣从
小学到高中没有上过任何文
化辅导班，特长班上过一般
都是他喜欢就支持给他报
个。其他的没有什么特别的，
就是特别普通的一个孩子。”

“学习成绩的取得更重
要的是要有一个好习惯。”杨
海燕说，“相比于学习成绩，我
们更关注他习惯的养成。应
为一个好习惯的养成将对未
来起到持续的作用。我们从
小就着手培养王炳宣要养成
一个好习惯，自主学习，独立
思考。炳宣从小学习习惯就
非常好，课堂效率非常高，老
师布置的课外作业都会及时
完成。”

烟台理科最高分王炳宣：好成绩来源于好习惯

本报记者 李楠楠

今年的高考试题其实并不简单，但是烟台

的学霸们仍然考出了好成绩。快来看看，烟台的

学霸是如何炼成的。

烟台青华中学的一对双胞
胎考生徐泽鲲、徐泽鹏分别考
出695分和682分的高分。

哥哥徐泽鲲认为学习方法
很重要。“学习方法因人而异，但
是我觉得学会理性思维是最重
要的。”他说，能更好地理解课
程、吸收知识。“我觉得中国人思
维是整体性的，西方的则是零散
性的，所以对于中国学生来说，
在学习过程中转换为与西方相
近的思维方式，学会零散吸收记
忆也是很有必要的。”徐泽鲲说，
除了学会中西方思维转换，也要
在学习中做到“前刮后敛”，这也
是找到前因后果的一个方法。徐
泽鲲说，课余生活自己最大的爱
好就是看书，各种科技类、小说
类的书籍是他最喜欢阅读的。未
来，自己将选择与物理有关的学
科继续学习。

徐泽鹏考出了682分的高
分。说起学习方法时，徐泽鹏
说，抓课本基础是他认为最重
要的学习方法。“时间不够的时
候我宁愿多看看笔记，也不会
做题了，复习还是要记好基础
知识。”徐泽鹏说，在复习过程
中，他与哥哥都没有熬夜复习

的习惯，两个人一般学习到10
点半就开始休息了，能考得高
分是通过日常循序渐进地学习
获得的。

徐泽鹏说，与哥哥一样，他的
课余生活也是在看书中度过的，
累了的时候就去跑跑步。除此之
外，两人算得上标准的“宅男”。

双胞胎兄弟双双获高分：没有熬夜的习惯，平日里爱看书

25日，记者从莱州一中获
悉，莱州一中高三·32班张颖
楠同学文科考了660分的好成
绩，其中语文136分，数学150
分，英语146分，文综228分，烟
台市最高分，位列全省第6名。

“查成绩的时候还是挺紧
张的，用座机查的，看到成绩
的一刹那还是比较意外和惊
喜的。”张颖楠告诉记者，“因
为之前考完后估的分是6 3 3
分。”

莱州一中高三·32班班主

任于玉玲告诉记者，“张颖楠
此前还通过了北大博雅计划
的自主招生，可以享受加20分
录取的优惠政策。张颖楠同学
在班上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
茅，经常考第一，这次高考应
该是正常发挥。这位同学学习
很有韧劲，学习习惯很好。学
习很严谨，一丝不苟，计划性
很强，每天干什么，不干什么、
都安排得很妥当，对自己各个
学科的优势和劣势也很有数，
很省心。”

张颖楠的妈妈告诉记者，
孩子的学习，家长也基本没有
操心，基本都是孩子自主学
习，基本没有给她报文化辅导
班，特长班也没有上过。

“我平时也没有什么兴趣
爱好，一般就是看看书，散文
类、古文类和历史类的。”张颖
楠说，“自己英语学得比较得
心应手，学英语一定要培养语
感，另外一定要注意课堂效
率，还有就是要有意识地训练
自己的做题速度。”

烟台文科最高分张颖楠：学习计划每天安排妥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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