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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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查义诊。
妇科疾病患者和孕产妇可以到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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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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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DR P一体化病房 2 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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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爱荣

主任医师，教授，硕士
生导师。现任山东省抗癌协
会妇科肿瘤分会副主任委
员、山东省医学会妇产科分
会委员及山东省妇女保健
学会委员。1987年毕业于山
东医科大学医学系，一直从
事妇产科临床、教学和科研
工作。热爱本职工作，有丰
富的临床工作经验。对妇科
肿瘤、子宫内膜异位症及内
分泌失调等疑难疾病的诊
治有独到之处。擅长妇产科
手术治疗，尤其擅长腹腔镜
子宫切除、经阴子宫切除及
盆底功能重建等微创手术，
在省内较早开展腹腔镜手
术，自1997年以来开展各类
妇科腹腔镜手术近 1 0 0 0 0
例，近年开展腹腔镜技术在
妇科恶性肿瘤中的应用研
究，均取得满意疗效。妇科
微创手术技术水平居省内
领先水平。

王文霞
副主任医师，副教授，

1970年出生，1993年毕业于
山东医科大学临床医学专
业。博士，擅长妇科肿瘤、妇
科内镜 (妇科腹腔镜、宫腔
镜的徽创手术 )、妇科内分
泌疾病和老年病的诊断与
治疗。于2009年在美国亚利
桑那大学进修妇科内镜及
妇科肿瘤。国家卫生计生委
内镜与微创医师定期考核
专家委员会妇科内镜微创
技术推广专家委员会委员。

擅长：妇科肿瘤、妇科
内镜 (妇科腹腔镜、宫腔镜
的微创手术 )、妇科内分泌
疾病和老年病的诊断与治
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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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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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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

妇产科义诊专家简介

还有一月就要生产了，胎儿
仍然是臀位。咨询了多家医院均
被告知要剖腹产的李女士，出于
对剖腹产的恐惧整夜的睡不着
觉。后来，经过来世博高新医院
坐诊的齐鲁医院专家指点后，一
个星期，胎儿就转为了正常体
位。最终李女士顺产了一名小公
主。

近日，记者在世博高新医院
见到了刚刚顺产生下小公主的
李女士。据李女士介绍，在胎儿
33周多的时候，她去医院进行产
检。医生告知说孩子是臀位，顺
产很困难，生产的时候很有可能
需要剖腹产。“我一听就着急了。
我一胎生产的时候是顺产的，二
胎我也想顺产。听人家说剖腹产
又疼又留疤痕的，一想到动刀子
我就害怕。”李女士说道。于是，
李女士又去了淄博市多家医院
咨询，但均被告知胎儿32周大以
后体位就不容易转了。“因为还
有一个多月就到预产期了，胎儿
比较大了，不容易转过来。”李女
士说道。

多家医院的结论都是剖腹产
让李女士心情很抑郁，整夜整夜
的睡不着觉。“一天最多睡3个小
时就再也睡不着了。心里老想着
这事，干什么也没心情，没力气。
吃饭也吃不下。”李女士说道。据
悉，那段时间本应该增加体重的
李女士，体重反而减了几斤。后
来，李女士听人说世博高新医院
每周都有专家来坐诊。于是，抱着
试试看的态度，李女士找到了来
世博高新医院坐诊的齐鲁医院妇
产科专家张向丽主任。

综合分析李女士是身体状况

后，张向丽主任建议李女士每天
坚持用膝胸卧位的方式帮助胎儿
转体位。回家后，李女士每天都做
两次膝胸卧位，每次都坚持20分
钟左右。“张主任说胎儿还有绕颈
一圈，所以做膝胸卧位也不能太
多，怕转的厉害了脐带绕颈收紧，
胎儿会呼吸窘迫。”李女士说道。
据悉，李女士坚持膝胸卧位一周
后，再到医院检查时发现胎儿体
位正常了，有希望顺产了。大喜之

下，李女士睡眠也好了，吃饭也香
了。9月初，李女士决定在世博高
新医院生产。生产时，世博高新医
院妇产科临床医学中心的李春凤
护士长及其团队利用丰富的接生
经验，在没有会阴侧切的情况下
帮助李女士顺产了7斤重的二胎
小公主，李女士一家都得偿所愿、
欣喜异常。李女士及其家人对世
博高新医院的妇产科工作人员也
是连连感谢。

本以为顺产无望，经世博高新医院专家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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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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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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DR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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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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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介绍，参与
齐鲁医院专家妇产科大型
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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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齐鲁医院专家妇产科
大型普查义诊将于9月8日
-9日举行。

世世博博高高新新医医院院妇妇产产科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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