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6月16日(本周六)上午，我
国著名放疗专家，现任解放军
第301医院肿瘤放射治疗中心
主任李玉教授将来淄博，在世
博高新医院坐诊，限号5人，挂
号费300元，有肿瘤疾病困扰的
患者，可以提前预约，找专家诊
治。

李玉教授，我国著名放

疗专家，主任医师，硕士生导
师。现任解放军第301医院肿
瘤放射治疗中心主任。曾是
302医院肿瘤放射治疗中心主
任，亚太区肝脏肿瘤射波刀
诊疗研究与示范中心主任。
辽宁省肿瘤放射学会名誉主
任委员、全军肿瘤放射学会
副主任委员、全军放射肿瘤

学会腹部肿瘤放射综合治疗
专业学会主任委员，北京肿
瘤放射治疗学会委员，从事
肿瘤放疗工作28年，肿瘤介入
工作23年，1996在全国率先引
进X刀，2010引进国内首台G4
系统射波刀。

李玉教授擅长肿瘤精确
放疗与肿瘤血管介入、非血

管介入在肿瘤内注药和栓塞
巧妙的结合 (内与外结合 )等
肿瘤微创综合治疗，对近年
临床推广应用的肿瘤微创靶
向治疗技术，如经皮穿刺瘤
内化疗粒子植入、瘤内放射
性粒子植入、瘤内化学药物
注射、病理组织学活检技术
(全身各部位病变 )以及微波

消融治疗等有独到之处。在
应用放疗联合介入对瘤内药
物植入等综合技术治疗原发
性肝癌、胆道肿瘤、胰腺癌、
肺癌等疾病达到国内领先水
平，并有自己的独特见解。首
先在全国系统地将血管介入
与放疗结合治疗恶性实体肿
瘤。

6月15日(本周五)，齐鲁医
院妇产科知名专家罗霞教授将
在世博高新医院坐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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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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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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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霞，主任医师，硕士研究
生导师，医学博士，美国西北大
学妇产科博士后。《现代妇产科
进展》编委，《山东大学学报医
学版》和《山东医药》的审稿专
家，UpToDate临床顾问。擅长
围产期保健、高危妊娠，以及平
产、难产的处理，尤其在产科疑

难杂症、难产的处理方面有丰
富的临床经验。多次成功主持
产科各种疑难危重症的抢救，
并在全院抢救成功病例评比中
多次获奖(2014年获得一等奖)。

以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在
国内外核心医学期刊上发表论
著数篇，主持省部级课题多项。

6月16日，山东大学齐鲁医
院消化内科知名专家、博士生
导师左秀丽教授将在世博高新
医院坐诊。有胃肠等消化系统
疾病患者可提前预约，并抓紧
时间到世博高新医院，请齐鲁
医院专家诊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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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齐鲁医院每周都会派不同专业

的知名专家在世博高新医院坐
诊，让淄博患者足不出市享受
先进医疗服务。

左秀丽教授，主任医师，教
授，博士研究生导师，中华消化
病学会青年委员，中华消化病
学会功能性胃肠病协作组副组
长，中华消化病学会肿瘤学组
委员，幽门螺杆菌学组委员，消
化内镜分会小肠镜学组委员，
亚 洲 神 经 胃 肠 动 力 协 会

(ANMA)成员；中国研究型医
院学会消化内镜分子影像学专
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山东省
医师协会消化内镜医师分会副
主任委员，山东省消化内镜质
控中心副主委。

1991年毕业于山东医科
大学，之后一直从事消化系
疾病的临床诊治工作，先后
赴国、内外著名医院学习深
造，具备较高的医疗技术水

平，能独立解决疑难病症及
危重病人的抢救，擅长功能
性胃肠病及消化道肿瘤的早
期诊治，小肠镜，共聚焦显微
内镜及内镜下治疗。2 0 0 6 -
2007年赴美国西北大学深造，
2010年赴日本昭和大学国际
胃肠内镜研修中心学习，临
床业务水平有了更进一步的
提高。同时担当本专业科研
及教学骨干力量，主持并参

与国家及省部级课题多项，
以第一作者发表高水平SC I
论著5篇及国内核心杂志论文
多篇，学术水平得到广泛认
可并获多项奖励。从医多年
一贯优秀的医德和品质也受
到同行和患者的好评。从事
各种消化疾病的诊治，主要
专长为功能性胃肠病，小肠
疾病，炎症性肠病及消化道
肿瘤的早诊早治等。

齐齐鲁鲁医医院院消消化化科科左左秀秀丽丽教教授授周周六六来来淄淄坐坐诊诊
让你享受无痛胃镜 名额有限抓紧时间到世博高新医院预约

齐齐鲁鲁妇妇产产科科罗罗霞霞教教授授周周五五世世博博高高新新医医院院坐坐诊诊
生孩子到世博 齐鲁医院妇产科专家365天保驾

330011医医院院肿肿瘤瘤专专家家李李玉玉教教授授周周六六坐坐诊诊
限号5人 肿瘤患者抓紧到世博高新医院看北京专家 电话23266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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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季是雷暴天气的高发期，
为确保师生的生命财产安全，近
日，张店二中对全校师生进行了
一次防暴雨防雷电安全知识教
育。教育学生突遇暴雨或雷电，应
沉着应对，采取科学的方法，增强
自我保护能力。 (张继丹)

张店二中：

进行防雷电安全教育

近日，木李镇新徐小学开展
多种形式的主题校园文化活动。
通过举办知识讲座，组织主题少
先队活动，出主题板报、墙报，组
织读书活动，开展主题作文竞
赛、革命歌曲歌咏比赛等，营造
人人参与的浓厚氛围。(赵孔森)

高青县新徐小学：

开展主题校园文化活动

近日，临淄区特教学校开
展了送教上门工作。本学期该
校全体教师按照部署要求参与
到学生家庭送教活动中，深入
推进送教活动的开展，让更多
的脑瘫类的孩子相继享受到了
公平学习的权利。 (谢金芳)

临淄区特教学校：

开展送教上门工作

为保证学生健康成长，近
日，皇城一中联系镇卫生所抽调
医护人员对全校同学进行了一
次免费健康查体。这次查体内容
涉及身高、体重、胸围、眼睛、血
压、肺活量等多项检查，并形成
个人成长档案。 （李波）

临淄区皇城一中：

关注学生健康成长

为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
十九大精神，进一步提升学校党
员的党性修养和党性觉悟，改进
工作作风，近日，龙桑小学党总
支开展了新《党章》的学习活动。
并结合学校工作实际，对党员学
习活动提出要求。 (田家礼)

高青县龙桑小学：

开展主题党日学习活动

为打造书香校园，本学期，遄
台小学利用教学楼门厅和一至四
楼的楼道，建起了四个书吧。孩子
们一有时间就到书吧沉浸在自
己喜爱的书籍之中，享受阅读的
乐趣。书吧的开放也锻炼了孩子
们的自我管理能力。 （于伟）

临淄区遄台小学：

打造书香校园

近日，临淄二中为提高学生
的防震避震避险意识，利用大课
间时间举行全校防震应急疏散
演练活动。老师引导学生迅速疏
散，同学们弯着腰，用书本等护
住头部，沿着疏散通道快速撤
离，安全有序。 (郑军)

临淄二中：

举行防震应急疏散演练

为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掀起学生“爱国学、学
国学、用国学”的热潮，日前，田
庄镇中心小学举行“国学小名
士”经典诵读选拔赛活动。旨
在，活跃校园文化生活，让更多
的同学走进国学。 (宋芳)

桓台县田庄镇中心小学：

举行经典诵读选拔赛

近日，张店区特教中心学校
全体教师参加了以“落实新课
标、用好新教材”为主题的校本
培训活动。旨在，将所学理论付
诸于实践，指导课堂教学，提高
课堂教学效率，为每一位特殊孩
子提供最适合的教育。（翟英明）

张店区特殊教育中心学校：

举行校本培训活动

为进一步巩固国家卫生城
市创建成果，扎实做好迎接复审
各项工作，根据《淄博市迎接国
家卫生城市复审工作方案》，近
日，高阳小学结合学校实际进行
全面部署，制定实施方案，积极
开展准备工作。 (崔彤彤)

临淄区高阳小学：

迎接国家卫生城复审

指导围棋训练 近日，淄
博市围棋协会领导到沂源县
张家坡中心学校，指导围棋社
团的学生下围棋，提高了学生
对围棋运动的兴趣。(王均升)

幼小衔接活动 近日，沂源
县鲁山路幼儿园组织大班幼儿
到小学进行参观。让他们真正地
接触小学生活，为幼小上了最直
观、最生动的衔接课。 (张宗叶)

打造智慧课堂 沂源县历
山街道教体办先后组建起了13
个“一对一”数字化智慧教学
班，实现了课堂教学数字化、网
络化。 (崔国利)

资助困难学生 近日，沂
源县老年大学春松志愿服务队
一行11人与东里镇老干室工作
人员一起到沂源三中，资助该
校11名困难学生。 (江秀德)

助推学校发展 近日，沂源县
教体局基教科领导陪同教育专家
组马丽霞等老师到振兴路小学，调
研指导学校三年发展规划制定情
况及工作进展情况。 (吴树平)

预防溺水安全教育 为确
保学生生命安全，提升学生溺水
自救能力。近日，沂源县荆山路
小学组织开展了学生防溺水安
全教育专题活动。 (唐刚 孙静

暖心资助 感恩教育 为
加强幼儿园德育工作，近日，沂
源县南麻街道鲁阳幼儿园召开
了“暖心资助 感恩教育”主题
班会。 (孙庆梅)

幼儿免费查视力 全国爱
眼日期间，姜玉坤眼镜行，为桓
台县起凤镇夏庄幼儿园孩子们
进行免费查视力，同时还为幼儿
讲解了如何保护眼睛。(巩俊杰)

展评优秀错题笔记 近
日，沂源县燕崖中学举办了学
生优秀错题集展评活动。激发
同学们学习积极性，培养学生
良好的学习习惯。(王明海)

经典诵读展演 为丰富学
生们的课余生活，开阔视野，陶
冶情操，近日，沂源县鲁村镇中
心小学开展了经典诵读节目展
演活动。 (房秀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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