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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届齐鲁基层名医人选进入公示公告阶段

淄 博5 名 基 层 名 医 榜 上 有 名

本报11月7日讯(樊伟宏)
近日，
第一届齐鲁基层名医人选
进入公示公告阶段，淄博有5位
基层名医入选。
所谓
“齐鲁基层名医”
，
是指
长期在基层一线从事基本医疗
和预防保健工作，道德高尚、技
术精湛、业绩突出、群众认可的
优秀医师。齐鲁基层名医每2年
选拔一次，每次人数不超过100
名，
管理期限为4年。
其选拔范围
为全省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包括
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村卫生室、社区卫生服务站)
在岗的具有执业医师资格的临
床、口腔、中医(包括中医、民族

医 、中 西 医 结 合) 、公 共 卫 生 医
师。在选拔条件上，选拔人选须
具备“无违法违纪等行为”、
“在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专业技术岗
位上连续工作10年以上”
“
、具有
中级以上职称”等条件。记者从
公示表中获悉，淄博共有5名基
层医生入选，
分别是博山区源泉
中心卫生院亓庆良、
高新区石桥
中心卫生院张传仁、
萌水镇中心
卫生院赵洪岳、
沂源县鲁村中心
卫生院刘波、
博山石马镇卫生院
蒋行山、
淄川双沟卫生院张静。
此外，
根据省政府办公厅之
前发布的
《齐鲁基层名医选拔管
理办法》
，
获评齐鲁基层名医后，

在管理期内，
每人每月享受省政
府津贴1000元。津贴每年集中发
放一次。而且，齐鲁基层名医将
纳入山东省高层次人才库，
省卫
生计生委每年组织部分齐鲁基
层名医参加省情考察、
咨询等活
动。
我省还将积极推荐政治素质
好、
参政议政能力强的齐鲁基层
名医作为各级党代会代表、
人大
代表、政协委员人选，优先推荐
为各级优秀共产党员、
劳动模范
等。
目前在公示期间，
如对人选
相关情况有异议，
可以向淄博市
卫计委监察室反映，
也可向省卫
生健康委反映。

男孩骨折行动不便
牙医冒雨入户施术
本报讯 “我孩子卧病在
床，外伤一月有余，因盆骨骨折
不能随意活动，
咱们淄博口腔医
院的医生能不能上门服务一下，
给孩子拆除固定牙齿的牵引
6日下午，家住淄川某小区
钉？”
的李女士冒雨来到淄博口腔医
院淄川分部向医务人员求助。
接诊医生韩晓了解情况并
上报医院后，
携带相关医疗器械
冒雨来到患者家中，
在李女士家
中，韩晓身穿隔离衣，半跪在孩
子身旁。他双手稍稍悬空，全身

淄博市精神卫生中心：

承办淄博市心理卫生协会年会
本报讯 近日，淄博市心
理卫生协会年会暨淄博市心
理治疗综合技术论坛在淄博
精神卫生中心举行。会议邀请
淄博市内精神、心理专家，针
对提升精神、心理专业学术水
平，规范精神卫生行业管理和
伦理规范及心理治疗综合技
术进行讨论。淄博市心理卫生
协会会员及来自全市各医院、
单位的精神心理卫生工作者
及心理卫生爱好者百余人参
加了本次年会。
会议开幕式由淄博市心

理卫生协会理事长任清涛致
辞。在致辞中，任清涛对各位
专家、同仁的到来表示欢迎，
希望在年会中分享学术成果
共同推动精神及心理卫生健
康事业的发展。
本次年会是精神及心理
专业探讨的一次学术交流会，
共同分享交流精神及心理卫
生发展领域的最新动态及心
理治疗综合技术成果，为推动
全市精神及心理卫生健康事
业贡献力量。
(郭希)

淄博市精神卫生中心：

开展患者突发猝死急救应急演练

贯注地操作着手里的手术仪器。
经过一段时间治疗，
韩晓终于为
躺卧在床的12岁男孩刘某，
拆除
了口腔内固定牵引用的六颗牵
引钉和一个牙弓夹板。
李女士感动地向医务人员
致谢：
“ 今天下雨，天又冷，我去
过几个口腔诊所，
他们都说手头
工作忙而推脱了，
今天真是谢谢
韩医生了。”
“ 这手术考验体力
啊，手必须要稳，手术时候你双
手是悬空操作的，
这个肌耐力的
日常锻炼一定要持之以恒，
你看

我脑袋上的汗，
所以锻炼不能偷
懒啊。”韩晓说。术后，韩晓还为
其减免了手术费用，
并讲解了口
腔保健的注意事项。 (郭艳)

法制教育报告会 为教育
学生树立良好的法律意识，近
日，桓台县实验中学召开了以
“扫黑除恶应知应会”为主题的
(罗冬 卢静)
法制教育报告会。

中队活动 为培养集体主
义精神和小主人意识，近日，沂
源县中庄镇中心小学少先队开
展了主题鲜明、生动活泼、丰富
(魏笑 张芳)
多彩的集体活动。

校车专项检查 近日，沂
源县历山街道荆山路小学邀请
沂源县交警大队警官到校，开
展了“警校协作 共保平安”校
(孙静)
车专项检查活动。

了解节气习俗 近日，
沂源
县第二实验幼儿园小朋友和食
堂阿姨一起开展了包水饺活动。
让孩子们在实际操作中了解立
(张玲 杨子会)
冬节气的习俗。

听课把脉 为提升语文学
科教师的教学水平，
打造高效课
堂，
近日沂源县鲁村镇中心小学
邀请县教研室教研员周涛老师
(张云霞)
到校开展教研活动。

消防安全活动 为让孩子
们 了 解 防 火 、逃 生 、自 救 的 方
法，明白安全自救的重要性，沂
源县 鲁 村 镇 中 心 幼 儿 园 开 展
(齐翠香)
消防安全教育活动。

区域活动 近日，沂源县
鲁山路幼儿园组织全园开展
“ 我 的 区 域 我 做 主 ”的 主 题 活
动，培养了孩子们的动手能力
(张宗叶)
和创造力。

防火灾演练活动 近日，
沂源县河湖中学举行了防火灾
演练活动。经过精心准备，同学
们很好的完成了此次演练活
动，提高了安全意识。 (齐林)

实施抓点备课 近日，
沂源
县消水完小开展了
“实施抓点备
课，打造学主课堂”
培训活动。
促
进了教师们教学教研、
打造高效
课堂的工作热情。 (宋志娟)

打造最美植物角 近日，
沂
源县振兴路幼儿园老师们根据
幼儿年龄特点和季节特征，
对植
物角进行精心布置，
让幼儿沐浴
(张太丽)
在生机勃勃的绿色里。

韩晓医师冒雨出诊

本报讯 近日，在淄博市
精神卫生中心检验科采血窗口
外，
由门诊部组织，
进行了门诊
患者突发猝死事件应急演练，
医院质管科、门诊部、医务科、
护理部、医院感染科、检验科、
临床心理二病区、精神科男一
病区值班医生、
门诊护士、
影像
科、特检科等工作人员参与并
观摩演练。
按照门诊应急演练的流程
和应急预案，
演练当日，
一就诊
患者在准备采血时突然倒地，

检验科工作人员迅速跑到患者
跟前，
呼叫患者进行判断，
确认
意识、呼吸、循环功能丧失后，
立即大声呼救并现场实施心肺
复苏，同时检验科其他工作人
员立即拨打急救电话，门诊当
班医师与门诊护士携带急救设
备赶来参加抢救，为患者进行
胸外心脏按压、
人工通气、
电除
颤、氧气吸入、静脉用药、测量
生命体征，通过医护人员积极
抢救，患者意识、自主呼吸、心
(郭希)
跳恢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