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6月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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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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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齐齐鲁鲁医医院院心心血血管管专专家家钟钟敬敬泉泉周周五五淄淄博博坐坐诊诊
6月8日(本周五)，山东大

学齐鲁医院心血管病专家钟
敬泉教授在世博高新医院坐
诊。心血管疾病患者可抓紧
时间到世博高新医院，请齐
鲁医院专家诊治。

心血管内科是山东大学
齐鲁医院的重点科室，是省
级重点学科，在全国都名列
前茅。本周齐鲁医院专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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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出诊时
间仅一天，名额有限，您可提
前电话预约，世博高新医院24

小时健康热线 2326666。医
院地址：中润大道东388号。

钟敬泉，主任医师、教
授、博士生导师。负责齐鲁医
院的心律失常射频消融。1987
年 毕 业 于 潍 坊 医 学 院 医 学
系，1993年山东医科大学内科
心血管硕士研究生毕业，2003
年获博士学位。受国家公派
到多伦多大学留学，从事心
脏骤停心肺复苏的研究。现
任山东大学齐鲁医院心内科
主任医师、山东大学教授、博
士生导师。负责齐鲁医院的
快速性心律失常射频消融。

欧洲心肺复苏协会会员，中
华医学会起搏与心脏电生理
分会和中国生物医学工程学
会起搏与电生理分会青年委
员，中华医学会起搏与心脏
电生理分会山东分会委员，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和山东省
科 技 攻 关 计 划 通 信 评 审 专
家，山东省自然科学基金结
题评审专家，省卫生系统科
技成果评审专家，省医疗事
故鉴定委员会成员。多个杂
志编委。山东省先进科技工
作者，山东省卫生系统中青
年重点科技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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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姜洁教授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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剪纸活动庆六一 日前，
沂源县沂河源学校举行了庆

“六一”剪纸活动。学生们用灵
巧的双手，创作出一幅幅活泼
喜庆的剪纸作品。 (王美玲)

爱心妈妈在行动 日前，沂
源县妇联组织县女企业家协会
和卫生系统的“爱心妈妈”到鲁
村镇中心小学，与贫困、留守儿
童共庆“六一”儿童节。(刘兆芹)

筑牢防溺水安全防线 近
日，沂源县张家坡镇中心幼儿
园开展了“防溺水”安全教育活
动。观看防溺水安全教育片、讲
解生活中的注意事项。(任祥芹)

防溺水安全教育 近日，沂
源县荆山路幼儿园为增强师幼
安全意识，提高安全防范能力，
避免溺水事故的发生，开展“防
溺水”安全教育活动。(夏巧凤)

金色潘南 庆六一 6月1
日，张店区潘南小学举行以

“金色潘南，幸福童年”为主题
庆“六一”综合表彰暨第二十
六届艺术节。 (翟冬峰)

6月1日，傅家实验小学举行
了“你好，新时代”新队员入队仪
式。仪式在悠扬的出旗曲中拉开
了序幕，戴红领巾、宣誓、党团
队员发言、呼号,整个流程规范
严谨。并向全校队员提出了新
的希望和要求。(王超 李锦)

张店区傅家实验小学：

举行新队员入队仪式

在刚刚结束的第20届高青
县中小学生百灵艺术节比赛中，
高青三中多项节目获奖。张晓月
等同学小合唱《采花》获第一名，
于亚萌等同学朗诵的《我们的中
国梦》获第一名，舞蹈《风酥雨
忆》获第二名。(樊武田 郭芹)

高青三中：

百灵艺术节喜获佳绩

近日，临淄区第二中学根据
区纪委监委《关于开展忠诚干净
担当自强自警自律“三个公开承
诺”活动的意见》精神，组织学校
领导班子和全体党员认真开展
忠诚干净担当、自强自警自律

“三个公开承诺”活动。（郑军）

临淄二中：

开展自警自律承诺活动

近日，齐都镇中心学校在全
镇范围内组织开展“践行核心价
值观 争做美德少年”演讲比赛
活动。本次活动不仅锻炼了同学
们的演讲能力，展示了他们多方
面的才华，更重要的是让同学们
受到了思想上的熏陶。(刘明华)

临淄区齐都镇中心学校：

开展争做美德少年演讲

近日，高青县实验小学举
行“筑梦新时代，相约新未来”
展演活动。展演活动分为《唱响
中国梦》《携手新征程》《奋进新
时代》三个篇章。充分展示了该
校美丽校园建设和校园文化建
设取得的成绩。(李芳 张璇)

高青县实验小学：

举行筑梦新时代展演

近日，张店十中举行安全工
作“六校长”聘任仪式。据悉，该
校对此项工作高度重视，安排专
人积极与相关部门进行对接，做
好“六校长”人员的选聘工作，
旨在，为学校安全管理工作再
上新台阶奠定基础。(侯仲良)

张店十中：

举行安全六校长聘任

为丰富教职工课外活动，营
造温馨人文的校园文化，激发广
大教师爱校乐业，教书育人的热
情，近日，皇城二中小学部积极
组建形式多样的教师社团，包
括篮球、足球、羽毛球、毽球、
健步走等。 (李泊洋)

临淄区皇城二中小学部：

开展教师社团活动

近日，齐都花园小学党支部
组织全体党员干部到北海银行
纪念馆进行党性体检活动。全体
党员同志在工作人员的指引下
先后进行了党史学习，重温入党
誓词，接受红色教育等，起到了
很好的党性教育效果。(刘金路)

临淄区齐都花园小学：

进行党性体检活动

本学期，敬仲镇第一小学以
“育文雅学生”为教育目标，立意
于培养学生言行举止合乎规
范，坚持在行为举止上做到温
文尔雅做“文章”，着力培养学
生“十项素质”，立雅力行，让
学生在雅文化中浸染。(徐斐)

临淄区敬仲镇第一小学：

雅行教育，培养文雅学生

近日，历山街道教体办举行
了“读好书学品质”主题活动，鼓
励学生充分利用课余时间进行
阅读。通过阅读让学生了解书中
人物身上的良好品质,树立心中
的榜样，潜移默化地逐渐培养
学生的良好品质。 (李云玲)

沂源历山街道教体办：

开展读好书学品质活动

规范教师行为 近日，沂
源三中提出规范教师行为的

“八个精心”，加强教师职业理
想和职业能力教育，增强教师
教书育人的责任感。 (江秀德)

与爱同行活动 近日，沂源
县鲁村镇计生协与镇团委妇联、
镇中心卫生院、镇成教中心联合
组成志愿者服务队，开展“与爱
同行”主题活动。(王琳 王世东)

艺术节获佳绩 日前，在
“张店区中小学生第二十六届
文化艺术节”舞蹈比赛中，铝城
一中参赛的《红船》获中学组第
三名。 (崔丹)

家园联谊活动 为让孩子
们度过一个欢快有意义的节日，
沂源县燕崖镇中心幼儿园开展
了以“快乐阳光,幸福成长”为主
题的大型家园联谊活动。(张霞)

六一文艺汇演 近日，桓
台县田庄镇中心小学举行庆六
一文艺汇演。旨在，营造浓厚的
六一节日气氛，让孩子们收获
更多的喜悦和欢乐。 (罗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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