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周四周五 ( 1 1月30日-
12月1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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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义诊优惠
项目众多，具体为：义诊当天
TCT、HPV、经腹彩超、经阴
彩超、孕检彩超、四维彩超、
NT彩超均享受7折优惠，胎心
监测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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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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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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30日 (本周四 )，齐鲁
医院妇产科姜洁教授将在世
博高新医院坐诊。据介绍，目
前，有很多山东大学齐鲁医
院的知名妇产科专家，长期
轮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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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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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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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齐鲁医院妇产科专家的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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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或您的家人也有孕
育一个健康聪明宝宝的计划，
也想不出淄博让山东大学齐鲁

医院妇产科专家为母婴保驾护
航，抓紧时间去世博高新医院
妇产科建档。

姜洁教授简介

医学博士、教授、主任医
师，博士研究生导师。1988年毕
业于山东医科大学医学系，
1 9 9 8 . 1 2 获医学博士学位，
2007 . 05-2008 . 03美国托马斯杰
佛逊大学Kimmel癌症中心高

级访问学者。
现任山东大学齐鲁医院妇

产科副主任，山东省抗癌协会
妇科肿瘤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
员，山东医学会计划生育专业
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山东省医
师协会妇产科分会委员、秘书，

《现代妇产科进展》杂志常务编
委、兼职编辑。主攻妇科良、恶
性肿瘤的诊断、手术、化学、免
疫学等综合治疗以及妇科腔镜
在妇科良、恶性肿瘤中的应用。

主持国家自然科研基金面上
项目3项，山东省中青年科学
家奖励基金2项、山东省自然
基金和山东省科技攻关项目
各1项。获山东省科技进步三
等奖首位1项、教育部科技进
步一等奖第4位1项，山东省科
技进步二等奖第三位1项、山
东省科技进步三等奖三位 4
项。发表SCI论文10余篇，国家
级核心期刊论文50余篇，主编
或参编著作多部。

齐齐鲁鲁妇妇产产科科姜姜洁洁教教授授周周四四淄淄博博坐坐诊诊
生孩子到世博 齐鲁医院妇产科专家365天保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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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30日12月1日(本周四到
周五)山东大学齐鲁二院心血管
内科许荣廷教授在世博高新医
院坐诊。有相关疾病患者，可到
世博高新医院找专家诊治。

许荣廷，山东大学第二医
院心血管内科/急救医学专业
教授、主任医师、研究生导师。
从事内科临床40余年；擅长于

心血管疾病如冠心病(微血管
性心绞痛、急性心梗等)、心肌
炎/心肌病、心功能不全、致命
性心律失常、高血压急危症、各
种休克、心搏骤停及急性中毒
等急危重病人的救治；对于双
心疾病、老年医学疾病、多器官
功能障碍综合征等的研究与中
西医综合救治方面亦有较深的

造诣。
从医40余年中，许教授先

后主编副主编《临床冠心病
学》、《冠心病中西医综合治疗》
等医学著作计12部。承担省(部)
级科研项目课题6项，其中3项
获国家省(部)级科技成果二、
三等奖。

许荣廷教授系中华医学会

/中华心血管病学分会/中国医
师协会会员。先后兼任中国山
东省医师协会急救医学医师分
会主任委员、中华PMA山东省
临床急病与中毒防治分会主任
委员、全国中毒与救治专业委
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华医学会
急危重症专家学术委员会常务
委员、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心

脏病急救专业委员会常务委
员、华东地区危重病急救医学
协作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华山
东预防医学会理事、国家科学
技术奖励高级评审专家委员会
成员、山东省卫技高级职称晋
升专家库和山东省医学会医疗
事故技术鉴定专家库成员等社
会兼职。

山山大大齐齐鲁鲁二二院院心心内内科科许许荣荣廷廷教教授授坐坐诊诊
时间：11月30日12月1日(本周四到周五) 地点：世博高新医院

随着年龄增大，老年人由
于骨质疏松导致的意外骨折现
象也频发。不开刀的骨水泥椎
体成形手术大大减少了患者的
疼痛。但是治疗费用让不少家庭
苦恼。为了让更多骨折患者享受
到不开刀、创伤小、疼痛少的骨
水泥椎体成形手术，世博高新医
院特实行大型骨科惠民优惠政
策。医保患者原需自费约一万元
的骨水泥椎体成形手术，现在最
低可三千元左右拿下。

椎体压缩性骨折是由于椎
体受到外力后压缩而导致骨
折，骨折后椎体失去稳定性，神
经受到压迫而出现剧烈疼痛，
甚至不能活动。正常情况下，椎
体有一定硬度，能够承受相当
的压力。当椎体骨质疏松，或椎
体出现血管瘤，或肿瘤转移到
椎体后，椎体的骨质密度就会
降低，稍一受力就会出现压缩
性骨折。尤其是老年人，骨质普
遍疏松，更容易出现椎体压缩

性骨折。
传统的治疗方法为手术治

疗，需要切开肌肉、椎板，利用
钢板等对压缩的椎体进行复位
固定。手术疗效是非常肯定的，
但手术需要开刀、麻醉，创伤比
较大，并发症也相对较多，很多
患者不愿意开刀。

随着介入技术的发展，
经皮行椎体成形术已经成为
椎体压缩性骨折的首选治疗
方案。该手术首先通过一个

穿 刺 针 经 椎 弓 根 穿 刺 到 椎
体，然后利用球囊将压缩的
椎体扩张起来，使其恢复原
来的形状，然后撤出球囊，在
扩 张 后 的 椎 体 内 注 入 骨 水
泥。骨水泥很快便会凝固，加
固椎体。患者的疼痛症状会
在 治 疗 后 迅 速 改 善 或 者 消
失。介入治疗不用开刀、微
创、安全、并发症少、疗效好。

根据统计，骨水泥椎体
成形术人均费用 1 9 0 0 0元左

右，医保报销约9000元左右，
而患者自费大约一万元。世
博高新医院想患者之所想，
急患者之所急，特推出大型
骨科惠民优惠政策。施行骨
水泥椎体成形术后，城镇医
保患者自费仅6000元，职工医
保患者仅需3000元(每加一节
增加 3 0 0 0元，球囊成形每例
6000元 )。有需求的患者可到
世博高新医院咨询就诊。

看骨病，到世博！

世博高新医院推出大型骨科惠民优惠政策

万万元元骨骨水水泥泥椎椎体体成成形形术术现现仅仅四四千千元元
手术不开刀 创伤小 疼痛少 腰椎疼痛 一针搞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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