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年4月20日 星期二 编辑：梁莹莹 美编：武春虎 校对：周宣刚找 记 者 上 壹 点

新闻B02 城事

鲁东大学盈科法学院揭牌成立
推进产学研协同育人，建设国内一流法学院

本报烟台4月19日讯(记者
李楠楠 通讯员 孔宪东) 4月
17日下午，鲁东大学在学校学术
中心学术会堂隆重举行鲁东大学
盈科法学院揭牌仪式暨新时代法
学教育改革高端论坛。

揭牌仪式上，鲁东大学党委
书记徐东升为盈科法学院首任
院长梅向荣颁发院长聘书。中国
政法大学在鲁东大学盈科法学
院设立法律硕士教学与研究基
地。中国政法大学法律硕士学院
院长许身健为基地授牌，鲁东大
学盈科法学院执行院长孙明教
授接牌。

会上，徐东升致辞说，高校
是法治人才培养的重要基地，法

学教育要处理好知识教学和实
践教学的关系，打破高校和社会
之间的体制壁垒。鲁东大学与盈
科律师事务所共建盈科法学院，
是推进产学研协同育人的实际
行动，是创新法治人才培养模
式、打造新型法学院的实践探
索。他表示，盈科法学院是鲁东
大学第一个与行业企业合作办
学的文科学院，对于推进新文科
建设、提升立德树人成效具有开
创性意义。学校将整合优质资
源，聚焦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
务，全力支持盈科法学院的建设
发展，全力支持学院理事会工
作，深入推进管理体制和运行机
制改革，为学院高质量发展提供

良好条件保障。他希望校企双方
找准人才培养与产业需求的结
合点，高起点谋划、高标准定位、
高质量推进，打造高水平人才培
养创新平台，培养高素质应用型
法治人才；希望盈科法学院在新
的起点上，确立新的办学目标，
制定新的建设规划，引进和培养
更多高层次人才，强化优势特
色，提高办学质量，早日建成在
全省乃至全国法学界有特色、有
影响、有声誉的法学院。

盈科律师事务所创始合伙
人、主任、全球董事会主任，盈科
法学院理事会理事长、院长梅向
荣在致辞中感谢学校给予的信
任，表示被推选为盈科法学院的

院长，深感责任重大，使命光荣，
必将不辱使命、竭尽全力，为把
鲁东大学盈科法学院建设成为
国内乃至国际一流法学院而不
懈努力。他表示，盈科法学院将
围绕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
为谁培养人这一根本问题，落实
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久久为功，
行稳致远，争取早日将盈科法学
院建设成为国内一流的法学院；
将盈科律师事务所的司法实践
资源融入知识教学，打造国家级
产教融合协同育人示范基地，为
法治中国培养更多的高素质人
才。

新时代法学教育改革高端论
坛上，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法研

究所所长莫纪宏教授，中国政法
大学法律硕士学院院长许身健教
授，山东省法学会副会长、学术委
员会副主任、山东大学法学院(威
海)院长肖金明教授等专家作了
相关主旨报告。

据悉，长期以来，鲁东大学立
足烟台、扎根烟台、服务烟台，作
为烟台市人大常委会立法基地和
烟台市委市政府法律顾问单位，
将法学与教育学、心理学交叉融
合，与司法部合作开展“问题青少
年教育矫正管理”服务国家特殊
需求博士人才培养项目，为全国
全省特别是烟台市立法决策、法
治普及、法治建设培养了大批优
秀人才。

分类施训 增强实效
近日，莱阳市自然

资源和规划局结合安
全生产“大警示、大培
训、大考试”专项行动，
组织海岸警察、海警、
涉渔镇街相关人员开
设安全生产教育培训
班，本次安全生产教育
培训班根据渔船作业
类型和作业区域不同，
采用理论加实践相结
合的形式分别举办养
殖渔船和捕捞渔船安
全教育培训班，共70余
人参加培训，本次培训
打破了往年大锅饭式
传统教育模式，增强了
培训效果，为全市渔业
安全生产奠定了基础。

毓璜顶医院开发区分院揭牌
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方便辖区居民就医

本报烟台4月19日讯(记者 钟建军
通讯员 周兰兰) 4月19日上午，烟台毓
璜顶医院开发区分院签约暨揭牌仪式在
烟台业达医院举行，烟台毓璜顶医院院长
杨军与烟台业达医院负责人王飞现场签
署了战略合作协议。烟台开发区管委副主
任刘厚波，烟台市卫健委副主任、烟台市卫
健委开发区管理办公室负责人张葵阳等
人出席了签约仪式。

会上，烟台毓璜顶医院党委书记、院
长杨军与烟台业达医院负责人王飞代表
医院签署合作协议。

烟台开发区工委委员、管委副主任刘
厚波和烟台毓璜顶医院党委书记、院长杨
军共同为“烟台毓璜顶医院开发区分院”揭
牌。

毓璜顶医院开发区分院的揭牌成立

是毓璜顶医院发挥山东省区域医疗中心
辐射带动作用，实现优势医疗资源下沉的
重要举措，也是烟台业达医院学习上级医
院先进技术与经验，全面提升自身服务能
力与技术水平的重要手段。

烟台市卫健委副主任张葵阳表示，城
市医联体建设是整合医疗资源、提高资源
配置利用效率、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
方便辖区居民就医的重要举措。近年来，
全市上下逐步构建了以省级区域医疗中
心-烟台毓璜顶医院为中心的城市网格化
医联体平台，在提升基层首诊、双向转诊
和资源利用效率，不断改善群众就医体验
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实施烟台毓璜顶医
院与烟台业达医院共建，有利于丰富业达
医院内涵发展，提升服务水平和质量，更
好满足群众健康需求。

输了8年血的地贫患儿，因妹妹脐带血重获新生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记者 孙淑玉 通讯员 孟丽

3月26日上午，四川大学华
西第二医院小儿血液肿瘤科移
植仓里，患有重型地中海贫血的
雅雅(化名)躺在病床上，一袋鲜
红的脐带血造血干细胞缓缓地
流入她的体内，这份脐带血来自
她的妹妹思思(化名)。为了这一
刻，她的父母已经苦苦熬过了整
整8年。

疾病突袭，8年靠输血为

生，一家人差点被压垮

“刚开始，我们以为是营养
不好，就带她到医院做检查。”雅
雅的妈妈汪女士说，2 0 1 3年 2
月，孩子出生没多久，家里的亲
戚就在嘀咕，觉得孩子面色苍
白，没什么血色，于是赶紧带着
还在襁褓中的雅雅到医院做检
查。

结果让所有人目瞪口呆，雅
雅患的是重型β-地中海贫血。

据雅雅的医生、四川大学华
西第二医院小儿血液肿瘤科副教
授、副主任医师陆晓茜介绍，地中
海贫血是一种遗传性溶血性贫血
疾病，在临床上表现多种多样，一
般分为轻型、重型和中间型等，其
中重型地中海贫血的患者，通常
在婴幼儿期就出现严重的贫血、
黄疸、发育异常、特殊面容、骨骼
改变等。重型患儿自出生后每个

月都需要输血来维持身体机能，
造血干细胞移植是唯一治愈的方
法。

从那以后，汪女士夫妇带着
雅雅开始了漫长而又艰辛的“求
生路”。

为了一边挣钱一边照顾雅
雅，汪女士辞掉了原来的工作，租
了一个小铺面卖化妆品，雅雅的
爸爸同样早出晚归，开着辆小车
到处卖菜，雅雅的治疗费让这个
家庭格外拮据。

由于没找到合适的造血干
细胞，雅雅只能接受输血治疗，

“以前一个月输一次，但是现在
雅雅长大了，20多天就要输一次
血，而且每次输得越来越多，每
次从0 . 5个单位慢慢加到了2 . 5
个单位，还要吃排铁药。”汪女士
说，地中海贫血光靠输血治疗就
像是一个无底洞，“这些年为了
给娃娃治病，家里简直被掏空
了”。

两科室配合，妹妹脐带

血来之不易

然而，输血治疗并非长久之
计，汪女士希望雅雅像一般的小
朋友一样健康地生活，不用吃排
铁药、定期输血。医生告诉汪女
士，目前，造血干细胞移植是根治
地中海贫血的唯一方法。造血干
细胞移植需要HLA配型，而汪女
士夫妇的骨髓不合适，在中华骨
髓库也没有找到合适的造血干细

胞。
“同胞全相合的造血干细胞

是移植的首选。”陆晓茜介绍说，
像雅雅这种情况，家长可以生二
胎，用二胎的脐带血和外周血联
合移植。“当然，这种准备工作需
要我们产科医生和血液科医生
共同配合完成，完成一系列检
测，如果检测合格的话，我们建
议自存二胎的脐带血。”

在妇产科和小儿血液肿瘤科
的配合下，汪女士进行了早筛，幸
运的是，二胎宝宝只是基因携带
者，且和姐姐配型成功，为全相
合。

2018年5月22日上午10点
左右，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
产房里，妹妹思思出生了，妇产
科副主任邢爱耘教授麻利地剪
断女婴的脐带，并用一个采血
袋将残留在脐带中的血液收集
起来，运往四川省脐带血造血
干细胞库，经过一系列检测和
制备，最终冻存在零下196℃的
深低温液氮罐中，等待着复苏
的那一刻。

从出库到移植，脐带血两

小时内完成生命火种的传递

2021年3月26日雅雅终于
迎来脐带血输注的日子，上午9
点，四川脐血库的工作人员将思
思的脐带血从深低温液氮罐中
取出，小心翼翼地放入转运罐，9
点30分专车出库，10点20分到

达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进行
复苏，11点左右就缓缓输入到雅
雅体内。思思的脐带血从出库到
为雅雅进行移植，前后井井有
条，只用了不到2小时。陆晓茜医
生介绍，造血干细胞移植一般控
制在2-8岁，如果顺利的话，过
不了多久雅雅就可以出院回家
上学了。

据了解，脐带血是新生儿娩
出、脐带结扎并断离后残留在脐
带和胎盘中的血液，是造血干细
胞三大来源之一。根据国家卫生
健康委发布的《造血干细胞移植
技术管理规范(2017年版)》，脐

带血造血干细胞移植技术现已
应用包括白血病、再生障碍性贫
血、地中海贫血、淋巴瘤等11大
类疾病的治疗。同时，在再生医
学方面，随着基础研究的不断深
入，目前脐带血回输治疗脑瘫、
自闭症，脐带血来源的CAR-T免
疫细胞治疗等研究项目也在进
行中。

“建议产妇在自愿的情况下
考虑保留孩子的脐带血。这是一
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不仅可以
挽救自己的孩子，捐出来还可以
用这份宝贵的脐血挽救其他患儿
的生命，”陆晓茜说。

雅雅进行脐带血移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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