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国云

博士研究生导师。2001年
7月获得山东大学医学博士学
位，2001 . 10-2004 . 3在山东大学
生命科学学院从事博士后研
究工作，2008 . 5-2009 . 5在澳大
利亚悉尼大学做访问学者，主
要进行子宫内膜异位症的基
础和临床研究。

擅长子宫内膜异位症和
子宫腺肌病以及妇科肿瘤等
疾病的诊治，精通妇科重大
手术 (如外阴癌、子宫颈癌、
子宫内膜癌、卵巢癌和子宫
内膜异位症的手术治疗，以
及阴道成形术和盆底手术
等)，尤其擅长运用妇科腔镜
技术。现为世界子宫内膜异
位症联盟会员，亚洲太平洋
地区子宫内膜异位症联盟会
员，第1 4届世界子宫内膜异
位症大会组委会理事，山东
省医师协会子宫内膜异位症
和慢性盆腔痛专业委员会主
任 委 员 。担 任 国 际 期 刊

《Journa l o f endometr ios i s
and pelv ic pa in disorders》
编委，《Human Rep r o du c-
t ion》及《Reproduct ive Sc i-
ences》审稿专家，《山东大学
学报(自然科学版)通讯编委，

《现代妇产科进展》学科编
辑，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评审专家，北京市、天津市、
江苏省和广西壮族自治区自
然科学基金项目评审专家，

山东省自然科学基金结题评
审专家。现主持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3项，省部级课题7项。
获山东省科技进步奖二等奖
第4位一项，山东省科技进步
奖三等奖首位一项，山东省
医学进步奖二等奖第二位一
项，山东省高校科研成果奖
三等奖首位一项。发表学术
论文50余篇，其中SCI收录近
20篇。参编著作多部。

毛洪鸾
2002年毕业于山东大学

医学院临床医学系，2007年取
得博士学位，同年进入山东大
学齐鲁医院妇产科工作至今。

从事妇产科专业工作多
年，专业特长为妇科肿瘤、女
性盆底疾病及内分泌疾病的
诊断和治疗。擅长各类妇科
微创手术如粘膜下子宫肌
瘤、宫腔粘连、内膜息肉、子
宫肌瘤、卵巢肿瘤、输卵管梗
阻、卵巢囊肿、子宫内膜异位
症等良性疾病，宫颈病变、卵
巢癌、宫颈癌、子宫内膜癌等
妇科恶性肿瘤疾病及尿失
禁、子宫脱垂等疾病的诊治。
主持国家自然基金1项 ,省博
士基金一项，参与国家及省
级科研项目6项，获得山东省
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一
项，山东省科学技术进步奖
三等奖一项。以第一作者发
表SC I论文 5篇，相关论文 5
篇。

刘媛

医学博士，1996年毕业于
山东医科大学临床医学系，
2002年获得妇产科博士学位。
现任山东大学齐鲁医院妇产
科副主任医师。山东省疼痛学
会妇产科分会委员，山东省微
量元素学会妇产科分会常委。
山东省科技出版社明星刊物

《孕味》专家组成员。
长期从事产科临床、教、

科研工作，具有丰富的临床经
验，擅长围产期保健，胎儿发
育异常的诊断，妊娠合并症及
并发症的诊断和治疗。熟练掌
握产科超声，围产期各类手术
操作。 曾在国内各类杂志发
表文章多篇，现承担山东省科
技厅及山东省计划生育委员
会课题各一项。并评选为山东
大学优秀青年教师。

李允光

医学博士，齐鲁产科专
家。毕业于华中科技大学同济
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妇科，熟
练掌握产科疾病的诊疗及各
种产科手术以及腹腔镜、宫腔
镜等妇科手术。

在工作中,李允光博士兢
兢业业、以服务患者为中心。
为提高专业技术,他潜心钻研、
用心服务。从业多年以来,李允
光博士以热情、贴心、优质的
医疗服务,赢得了患者及其家
属的尊重。

9月8日-9日上午，山东大
学齐鲁医院妇科专家将在世
博高新医院举行妇产科大型
普查义诊。妇科疾病患者与
孕产妇可以到世博高新医院
妇产科接受义诊咨询，并享
受义诊优惠。

据介绍，参与齐鲁医院
专家妇产科大型检查义诊的
患者可以享受很多优惠，具
体有：1、子宫肌瘤彩超筛查
只需1元，2、孕妇孕检(含尿常
规、血细胞五项、血压、体重、
宫底高度、腹围、胎心率、胎
位检查 ) 1元，3、宫颈癌筛查
(液基薄层细胞制片术)7折优
惠。

此次齐鲁医院专家妇产
科大型检查义诊将于9月8日-
9日举行，如果您有妇产科方
面的困惑想咨询齐鲁医院妇
产专家，可以提前预约。

世博高新医院作为山东
大学齐鲁医院合作医院，与
齐鲁医院建立了良好的合作
关系。齐鲁医院每天都会派
不同专业的知名专家在世博
高新医院坐诊，确保365天每
天在世博高新医院妇产科都
有齐鲁医院妇产专家为母婴
保驾。

妇产科是山东大学齐鲁
医院的重点科室，是国家级
级重点学科，在全国都名列
前茅。本周齐鲁医院妇产专
家张向宁教授的到来，可以
让淄博人民在家门口就能享
受到齐鲁医院先进的医疗服
务。如果您或您的家人有妇
科方面的疾病困惑，周五抓
紧时间到世博高新医院，让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妇产科专
家为您诊治。

世博高新医院妇产科临
床医学中心，是集妇科、产科
为一体的综合性临床科室，
具有专业技术实力雄厚，梯
队化管理严谨，与山东大学
齐鲁医院合作，国家级重点
学科齐鲁医院妇产科专家坐
诊，各类专业技术人才齐备、
设备先进。据悉，每天都有齐
鲁医院妇产科专家在世博高
新医院坐诊，真正实现齐鲁
医院妇产科专家全年365天为
妇幼保驾护航。

世博高新医院妇产科临
床医学中心擅长各种高危妊
娠的筛查、监护和治疗，妊娠
合并症及妊娠并发症的诊断
与治疗，在对难产、高危妊娠
及产科并发症的诊断与治疗
上均有丰富的经验。

世博高新医院妇产科临
床医学中心配备产科床位80
张，家化及L D R P一体化病
房20间。LDRP家庭化产房集
待产、接产、产后、康复等功
能于一体，房间内配置多功
能豪华型产病床、婴儿辐射
保暖台、豪华型婴儿沐浴车
等，形成以家庭为中心的母
婴保健系统。这种居家式待
产环境使产妇从“待产”到

“分娩”到“恢复”都能有亲人
陪伴，在医院也能享有“在
家”的温馨环境，也能让家属
第一时间感受到宝贝诞生的
喜悦。

世博高新医院妇产科临
床医学中心将为淄博母婴保
驾护航，孕育健康聪明好宝
宝，让孕妇享受国内最好的
生产环境、设施和技术，让世
博高新医院妇产科成为王子
公主诞生地。

近来，世博高新医院8名
员工子女怀着喜悦的心情陆
续迎来大学录取通知书，并
领 取 了 医 院 颁 发 的 共 计
15000元的高考奖学金。

9月1日下午，2 0 1 7年度
世博高新医院员工子女高考
奖学金颁发仪式在世博高新
医院国际多媒体厅举行。世
博高新医院创始人、董事长
兼院长阎敬武出席了仪式。
今年高考金榜提名的员工子
女及其家长参加了仪式。

为鼓励员工子女在大学
里继续努力学习，世博高新
医院发放了每人2000元的奖
学金。这不仅代表了医院领
导对教育事业的关心和支
持，更满载了对莘莘学子的
殷切期望和关爱，希望他们
进入高等学府后继续深造，
学到有用本领，用知识武装
自己的头脑，将来成为国家
和社会的栋梁之才，为社会
作出应有的贡献。此举也将
世博高新医院发展红利惠及
到了员工及其家庭，进一步
践行了“家·人”文化，营造了
和谐、友爱的医院文化氛围。

今年高考，共有8位世博
高新医院员工子女顺利被高
等院校录取。收到医院颁发
的奖学金，员工非常高兴，纷
纷表示：非常感谢医院为员
工提供的福利，这份奖学金
让作为世博高新医院员工的
我们感受到了家一般的温
暖，感受到了医院对员工的
人文关怀，感谢医院和我们
共同分享孩子金榜题名时的
这份喜悦，今后我们会更加

努力地工作，来回报公司对
我们的关心！

关注员工子女的发展与
成长，也是世博高新医院义
不容辞的责任，世博高新医
院将会一如既往的推进这项
凝聚着企业社会责任的崇高
事业，给更多的员工及员工
家属送去温暖，用诚心之举、
爱心之行、善心之举，将这项
事业做得更好，用行动撑起
一片蔚蓝的天！

近日，世博高新医院积极
响应市委、市政府号召，组织广
大干部、职工开展医疗救助募
捐活动。活动得到全院员工的
积极响应和踊跃参与，共捐款2
万多元，为缓解困难群众因病
致贫奉献出赤诚爱心。

本次活动主要为重特大疾
病如恶性肿瘤、中末期尿毒症、
重症血友病、儿童白血病等因
病致贫家庭实施救助。医院全
体干部职工主动伸出援助之
手,踊跃参与,奉献爱心。

世博高新医院创始人、董
事长兼院长阎敬武先生表示，
医院热情支持慈善公益事业，
多次积极参与慈善募捐活动，
竭力为弱势群体奉献爱心。一
笔笔捐款凝聚了医院全体干部
职工对特大疾病救助者的无限

关爱之情 ,彰显了医院白衣天
使颗颗爱心和无私奉献精神。
活动中，广大员工表现出来的
真诚和热情让人感动，很多出
差或外出的员工，虽然人不在
淄博，得知医院正在开展此次
募捐活动后，第一时间委托部
门同事代为捐款，并表示会积
极参与此类慈善活动，为社会
奉献一片爱心。

据悉，为有效完善城乡社
会救助体系，缓解贫困患者的
医疗困难，经淄博市红十字会、
市卫生计生委研究，决定近期
在全市红十字会、卫生计生系
统联合开展医疗救助募捐活
动，对全市患有恶性肿瘤、尿毒
症、重症心脑血管疾病、重度精
神病等重特大疾病的群众实施
二次医疗救助。

实实施施医医疗疗救救助助

为为困困难难家家庭庭献献爱爱心心
世博高新医院开展重特大疾病救助募捐活动

世世博博高高新新医医院院

颁颁发发员员工工子子女女高高考考奖奖学学金金

齐齐鲁鲁医医院院专专家家妇妇产产科科义义诊诊本本周周举举行行
子宫肌瘤筛查1元 孕妇孕检1元 宫颈癌筛查7折优惠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妇产科义诊专家简介

世博高新医院颁发员工子女高考奖学金现场。

世博高新医院开展重特大疾病救助募捐活动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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