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周五周六( 9月22日-
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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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与本次妇产科大型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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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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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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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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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贵宇：

主任医师，医学博士，教
授，现为山东省生殖健康专
家组成员、山东省医疗事故
鉴定委员会专家、《现代妇产
科杂志》编委及国家留学回
国人员启动基金评审专家。

学术专长或研究方向：
主要从事妇科肿瘤和子宫内
膜异位症的研究。对卵巢肿
瘤的病因研究、子宫内膜异
位症的分子病因学研究以及
妇科恶性肿瘤的诊疗造诣颇
深。尤其是对子宫颈癌、内膜
癌和卵巢癌等恶性肿瘤的手
术治疗经验丰富。挽救了大
量恶性肿瘤患者的生命。能
够独立完成较复杂的宫腔镜
和腹腔镜手术。

近几年来，先后获得《中
华妇产科杂志》优秀论文奖1
次，山东省科协优秀论文奖3
次。获得齐鲁医院危重病人
成功抢救奖5次。获国家留学
基金1次。获山东省科技进步
三等奖和省卫生科技进步三
等奖各1次。已主持完成省科
委优秀中青年科学家基金、
留学回国人员启动基金和省

自然基金各1项、医院课题1
项，现主持山东省科技攻关
课题和省自然基金各1项。厅
级课题2项。

董瑞英：

医学博士，擅长妇科常
见病多发病的诊治及盆底功
能障碍性疾病和生殖内分泌
疾病的诊治。临床经验丰富，
能熟练处理妇产科常见病、
多发病，对疑难病例亦有较
强的分析与鉴别能力，不断
学习新知识、新技术，熟悉国
内外本专业学术动态，积极
开展临床新项目，已熟练掌
握宫腔镜、阴道镜的诊断及
常用手术。

重视教学工作，认真完
成5年制本科及7年制教学工
作及临床带教任务，协助指
导硕士研究生 5名。注重科
研，主持卫生厅基金一项，参
与省基金5项(均为第2位)。获
省科技进步三等奖三项 (分
别为1、2、3位 )。在全国核心
期刊上以论著形式发表学术
论文1 0余篇，参加多次国家
级、省级学术会议，所写论文
在大会上交流。担任国家级

核心期刊《现代妇产科进展》
的责任编辑，利用业余时间
积极参加杂志的审稿及编辑
工作，为杂志的编辑出版做
出了一定的贡献。

刘媛：

刘 媛 ，女 ，医 学 博 士 ，
1996年毕业于山东医科大学
临床医学系，2 0 0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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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承担和参
加产科危重病人的抢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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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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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构建优质高效课堂，近
日，皇城一中通过微课题研究，
推动教研走向深入。结合学校实
际，指导教研组确立子课题，鼓
励教师从自身教学中遇到的问
题入手确立教研微课题，促进教
师从实践中走进教研。（李波）

临淄区皇城一中：

从微课题入手促教研

临淄区皇城二中：

举行好书推荐活动

为增加孩子们对中秋节及
月饼的美好寓意的理解，沂源县
南麻街道中心幼儿园举行了“中
秋节，做月饼”的活动。(亓永玲)

近日，沂源县燕崖镇中心
小学“环保小哨兵”团队到学校
附近的白马河进行了“捡拾垃
圾，清理河道”活动。 (李彩)

近日，沂源县鲁村镇中心小
学大队部组织开展了“勿忘国耻
纪念‘九一八’”系列活动。激发
学生们的爱国热情。(房秀伟)

日前，沂源县悦庄镇消水完
小号召全体教师以李振华老师
为榜样，立足本职，无私奉献，关
爱学生，为人师表。 (陈志先)

日前，沂源三中邀请家长
开展两个课堂幼小衔接教育。
一是亲子活动课堂。二是家长
培训课堂。 （江秀德）

近日，皇城二中举行了以
“悦读分享”为主题的第二届好
书推荐活动。活动不仅锻炼了学
生的口头表达能力，也提升了他
们对文学作品的认识，更体现了
好书推荐者从阅读中感受到的
幸福和快乐。 (许金秀)

在第二十九个全国爱牙日
来临之际，青城中心小学针对
学生龋病、牙周病患者较多的
现状，多种形式开展“爱牙日”
宣传教育活动，让小学生从小
了解保护牙齿的意义，掌握必
要的口腔健康知识。(王永生)

高青县青城中心小学：

爱牙日争做健康明星

桓台县陈庄中学：

举行师德师风演讲比赛

近日，陈庄中学举办了以
“争做四有好教师”为主题的师
德师风演讲比赛。青年教师们结
合自身工作经历，以生动的事
例、真挚的感情、质朴的语言，声
情并茂地讲述了自己对师德的
感悟和体会。 （耿佃春）

近日，淄川区实验幼儿园
开展了家长助教活动。邀请家
长走进幼儿园，走进班级，感
受和体验幼儿园的美好生活，
零距离帮助幼儿扩大交往范
围，萌发幼儿与同伴建立快乐
玩伴关系的愿望。（王建华)

淄川区实验幼儿园：

家长助教 携手促成长

张店区马尚一中：

举行工作思路专题会

近日，马尚一中举行2017-
2018学年学校工作思路专题报
告会。报告中张连明校长就学校
新学年主要的发展方向和工作
思路做了明确的规定和解读。并
对学校管理流程、教学课堂模式
等方面提出要求。（孙梦君）

为增强学生安全意识，强调
“落实”与“防范”具体要求，本学
期房镇中心小学三项措施加强
安全细节管理。一是制定学生放
学教师护送制度。二是课间无缝
隙衔接。三是安全组织专人排查
校内安全隐患。 (张大鹏)

张店区房镇中心小学：

重细节抓安全

张店特教中心：

观看《开学第一课》

日前，张店区特殊教育中心
学校全体师生按照学校要求，观
看了中央电视台播出的《开学第
一课》。第一课增强了孩子们对
祖国的热爱之情，精彩的节目让
孩子们感受到了传统文化的魅
力。 (翟英明 赵娣)

近日，双沟中学邀请双沟交
警中队公警官到校做交通安全
专题报告。公警官详细介绍了双
沟地域重点路段的安全隐患，通
过大量典型鲜活的案例警示同
学们，要时刻遵守交通法规，珍
爱生命。 (徐小惠)

淄川区双沟中学：

举办交通安全报告会

高青县木李镇中心小学：

三合力搭建校园德育平台

新学期，木李镇中心小学把
道德实践作为学校德育工作的
有效途径，着力搭建学校、家庭、
社会三方“共同参与，寓教于乐，
知行合一”的德育教育平台。让
学生在实践中明白事理、懂得应
对、融入社会。 (刘玉功)

临淄区桓公小学：

加强班级文化建设

为进一步营造良好的育人
环境，新学期，齐都镇桓公小学
加大对班级文化建设的力度。充
分发挥班主任和同学们的聪明
才智，美化本班的班级文化。将
班级文化建设定位在趣味性与
德育渗透相结合。 (杨阳)

桓台县田庄中学：

开展防空疏散演练

为了提升学校紧急疏散演
练的组织和管理水平，强化师生
安全意识和应急疏散能力，培养
学生终身受益的应急行为习惯，
同时纪念“九一八”，铭记历史，
近日，田庄中学开展了“九一八”
防空应急疏散演练。（于春苗）

张店区中埠镇小学：

新教师过关课展示

日前，中埠镇小学新教师过
关课展示活动圆满结束。学校利
用两周时间检验4位新教师教学
水平。课上，新教师教学环节清
晰递进，准确把握教学流程，注
重师生互动、具有一定的课堂调
控能力。 （宋慧）

临淄区朱台镇中心小学：

加强食堂员工技能培训

近日，朱台镇中心小学结合
名厨亮灶工程，对食堂职工进行
了知识和技能培训。培训按照食
堂规范化操作要求，从岗位责
任、要求等方面对员工进行培
训。食堂员工安全、卫生意识、服
务意识大大增强。 （路新）

临淄区康平小学：

加强文明礼仪教育

开学以来，康平小学结合
淄博市争创全国文明城市三连
冠的大好形势，加强了师生文
明礼仪教育，举行了文明礼仪
教育启动仪式。倡议大家重温
文明礼仪知识，提高文明素养。

（曹学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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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04-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