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春华秋实满庭芳，沐风栉雨砥砺行。9月10

日下午，山东省莱阳卫生学校隆重举行2018年
教师节暨总结表彰大会，对在教育教学、学生
管理、后勤保障、社会服务等各方面表现突出
的老师给予通报表彰。

大会由党委副书记、副校长田仁礼主持。
伴随着庄严、激昂的国歌声大会拉开序幕，宣
读表彰了“十佳”先进个人、优秀班主任、主题
德育先进个人、教学成果及大赛表现突出的教
师等，表彰先进，倡树典型。

会上“十佳教师”黄晓红、“十佳班主任”董
令华、“十佳服务标兵”丁小丽代表发言，分别
结合自身工作岗位，分享感悟和体会，言辞真
切，情感真挚，令大家深受感动，体现了莱卫教
师爱岗敬业、教书育人、无私奉献的大爱精神，
传递了坚守岗位、不忘初衷、牢记使命的时代
责任和决心。

随后全体教师举起右手 ,面向国旗，庄
严 宣 誓 ，铮 铮 誓 言 激 荡 在 每 个 教 师 的 心
田。

最后，冯开梅校长作重要总结，表达了对
全体教职员工的衷心感谢和节日祝福，以改

革开放四十年为契机，总结了学校从小到大、
从弱到强、从规模到内涵的跨越式发展，并以
宫春梓、董文、黄晓红三位老师的先进事迹为
典型，肯定了全体教师为学校艰苦奋斗、改革
创新，为健康中国做出的重要贡献，并希望全
体教职员工再接再厉，提高综合素养、专业水
平和创新能力，把自己锻造成骨干教师、卓越
教师和教育家型教师，用爱心、智慧和责任共
同谋划学校改革发展的新蓝图。

莱阳卫校：董广云

莱阳卫校隆重庆祝2018年教师节

沿街旺铺出售
烟台莱山区南山世纪华庭沿街商铺2
套，均为251平，总价703万，位于烟大
文经学院对面，核心商圈，证件齐全。
联系人 :王先生，13869102652；详见网
址：h t tp : / /www.sdcq jy .com/p ro/?
540d88bb44c14a6aae392ed89f29d357；
http://www.qingsuanchongzu.com/。

投资贷款

大额资金 寻项目合作
房地产、交通、旅游、新能源、矿产冶
金、机械、建材、石化、市政基础设施，
水产、冷链农产品加工等第三产业，轻
松解决资金周转。高薪诚聘地区代表。
电话13965101677

遗失声明

每天喝一口

健康又长寿

人参汇天地之灵气，集

日月之精华，自古为皇家专
享，其尊贵地位从未动摇，李
时珍的《本草纲目》称人参为

“神草”。现优惠销售：同余堂
人参养元液580元/1800克同余
堂人参精华膏480元/250克。

凡购买任何一款商品，均
赠送“延年堂”养生馆200元储
值卡一张。另：诚征市级代理
商合作。

地址：芝罘区金沟寨环山
路3号润利大厦319室

联系电话：0535-6272328
李先生

慈洪旭，身份证号码;

23038119790305101X，海洋

渔业职务船员证书，证书

号码：20143700002307，保

管不当丢失，特此证明。

招聘信息

招聘内科医生
市内某医院急需招聘内科

医生几名，离退休人员也可

以，上班时间比较自由，工

资面谈。联系电话：6210838

商业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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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龄孕妇被确诊胎儿

患染色体病

4 2岁的高龄孕妇郭女士
怀二胎20周了，由龙口转到烟
台市妇幼保健院、烟台山医院
产前诊断中心，经严倩主任羊
水穿刺，确诊为18—三体综合
症，是一种常见的染色体疾
病，表现为发育迟缓、智力障
碍、多发性结构异常，经随后B
超显示，胎儿出现脑积水、先
天性心脏病、膈疝。

产前诊断是指对胎儿进
行先天性缺陷和遗传性疾病
的诊断。也就是当胎儿还在妈
妈的子宫内的时候，采用专门
技术，对胎儿是否患有先天性
缺陷和遗传性疾病进行诊断。
这是出生缺陷的二级预防措
施，主要防止出生缺陷患儿的
出生。

《中国出生缺陷防治报告》
指出，我国是出生缺陷高发国
家，每20个出生的孩子就有一
个缺陷儿，出生缺陷不但是造
成儿童残疾的重要原因，也日
渐成为儿童死亡的主要原因，
出生缺陷还加重了疾病负担，
导致的因病致贫现象屡见不
鲜。

实施“三级预防”降低

出生缺陷

烟台市妇幼保健院产前
诊断中心严倩主任指出，实施

“三级预防”策略，早发现、早
干预是降低出生缺陷的关键，
一级预防是孕前及孕早期(又
称围孕期)阶段的综合干预，通
过婚前查体、孕前查体、遗传
咨询，选择最佳生育年龄、孕
前保健、合理营养、避免接触
放射性和有毒有害物质、预防
感染、谨慎用药、戒烟戒酒戒
毒等，减少出生缺陷的发生；
二级预防是指通过孕期筛查
和产前诊断识别胎儿的严重
先天缺陷，早期发现，早期干
预，减少缺陷儿的出生；三级
预防是指针对新生儿疾病的
早期筛查，早期诊断，及时治
疗，避免或减少致残，提高患
儿的生活质量。

烟台市妇幼保健院产前
诊断中心致力于预防出生缺
陷，2012年，经山东省卫生厅批
准，成为烟台市产前诊断中
心。2015年获国家卫计委妇幼
司批准成为全国首批开展高
通量基因测序产前筛查与诊
断临床应用试点的产前诊断

机构。近三年来，烟台市产前
诊断中心筛查量3万余例，采
用唐氏综合症孕早中期联合
产前筛查、羊水穿刺、脐血穿
刺、细胞核型分析、荧光原位
杂交技术、高通量基因测序、
基因芯片、B超胎儿结构检查
及胎儿心脏超声筛查、胎儿核
磁共振检查等技术，共检出异
常胎儿1200余例，并采取了恰
当的干预措施，降低了新生儿
死亡率，提高了出生人口素
质。

符合条件的出生缺陷

患儿可获救助

全国出生缺陷救助试点项
目落户烟台市妇幼保健院，是
烟台市“出生缺陷救助试点项
目”的唯一实施医院。烟台市符
合0-8周岁(含18周岁)临床诊断
患有遗传代谢病等救助条件的
患儿，可获得1000-10000元救
助。且患儿在获得第一次补助
金(以基金会救助时间为准)之
后可申请第二次补助。救助病
种包括传统四病筛查和新生儿
串联质谱筛查4 8种遗传代谢
病，以及17项其他遗传代谢性
疾病。

国家卫生计生委妇幼司与

中国出生缺陷干预救助基金联
合启动出生缺陷救助试点项
目，救助流程是患儿法定监护
人向烟台市妇幼保健院提出救
助申请，填写《出生缺陷救助项
目申请表》，并提供身份证明材
料、疾病和治疗证明材料以及
家庭经济困难证明等。由烟台
市妇幼保健院对患儿申报材料
进行初审，核对相关证明材料
复印件与原件无误后并加盖公
章，上报省级项目管理单位，经
专家对报送的患儿申请材料进
行复审，复核条件的报送基金
会。

相关链接：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
部发布的《产前诊断技术管理
办法》的规定，孕妇有下列情形
之一的，应当进行产前诊断：
1、羊水过多或者过少的；
2、胎儿发育异常或者胎儿有可
疑畸形的；
3、孕早期时接触过可能导致胎
儿先天缺陷的物质的；
4、有遗传病家族史或者曾经分
娩过先天性严重缺陷婴儿的；
5、年龄超过35周岁的。
6、产前筛查结果为高风险孕妇。

烟烟台台山山医医院院确确诊诊119988名名胎胎儿儿患患出出生生缺缺陷陷
专家：高危孕妇需进行产前诊断

有些人觉得前列腺增生难
治，其实是没有找对方法。“烟
台新安男科医院的‘2微米激光
系统’真厉害，睡了一小觉的工
夫，手术就结束了，术后也没有
什么不适和疼痛。”古稀之年的
戚大爷在烟台新安男科医院采
用德国“2微米激光系统”短短
一周就治好了困扰多年的前列
腺增生。而这一设备，目前全省
仅两台，烟台就新安有，相对以

往汽化电切等手术方式，其有
着无可比拟的优势。

据了解，烟台新安男科医
院引进的是德国原装2微米激
光(Revolix)治疗系统，集合了开
放手术的彻底性和经尿道前列
腺电切术的微创性，无需开刀、
打孔，克服了经尿道前列腺电
切术的缺点，能有效杜绝传统
手术术后并发症，手术时间短，
术后恢复快，被誉为“前列腺增

生理想手术”。
烟台新安男科医院“2微

米”激光系统首席专家，是北京
301医院原泌尿外科主任、“中
国前列腺增生激光手术第一
人”曾祥福教授。因为这方面，
他是当之无愧的大拿。

据烟台新安男科医院业
务院长赵万友介绍，自2015年，
烟台新安男科医院从欧洲原
装引进了“2微米”激光设备，

至今已经成功治好3000多例前
列腺增生患者，大家对治疗效
果也非常满意：“没想到效果
这么好，现在爬山跑步都没问
题。”“我采用烟台新安男科医
院‘2微米激光系统’治疗一年
多了，原先上个厕所老费事
了，现在就是一个词‘顺畅’，
这个技术真好。”“自从做了手
术，排尿顺畅了，感觉浑身都
有劲了。”

相关链接：由中国男性健
康万里行工程组委会、中国性
学会、烟台新安男科医院等18
家单位联合主办的“第17届烟
台男性健康节”开幕：专业男
科检查套餐仅需69元(能查性
功能障碍、前列腺疾病、生殖
感染、包皮包茎、男性不育等6
类疾病)，尖端男科技术援助最
高 1 0 0 0 元 。详 情 可 咨 询 ：
2996666。

治治前前列列腺腺增增生生，，少少遭遭罪罪
烟台新安男科医院德国技术全面领先

本报记者 孙淑玉 通讯员 叶杏 张国杰 邢守林

9月12日是中国预防出生缺陷日，今年的主题是“防治出生缺陷，助力健康扶贫”。记者从烟台市妇幼保健院、烟台山医院获获悉，今年截止到8月份，医院通过

产前筛查和产前诊断，198名胎儿确诊患先天性心脏病、染色体病、唇腭裂、膈疝、脑积水等发育异常。烟台市妇幼保健院产前诊断中心严倩主任任建议，孕妇做好

孕前保健和孕期保健，定期进行产前筛查，高危孕妇要进一步做产前诊断，以提高出生人口素质，拥有健康的孩子。

烟台市妇幼保健院产前诊断中心正在为高危孕妇做无创DNA检测。

通讯员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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