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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心病患儿的福音！

德州市妇幼保健院“耿斌工作室”成立

尊敬的电力用户：
如您在我公司已办理销

户，但仍存在电费余额，因销户
后部分客户无法联系，请您于
2021年5月21日前携带相关证
明材料(企业用户：携带盖章版
营业执照复印件、法人身份证
复印件、银行账户相关证明；居
民客户：携带户名本人身份证
复印件、银行卡复印件及银行
账户正常使用相关证明)到当
地供电营业厅办理退费业务，

过期视为自动放弃。感谢您的
理解和支持。详情请咨询属地
营业厅，咨询电话如下(区号：
0534)：

城区供电中心：3885090
经 济 开 发 区 供 电 所 ：

3885180
北铺店供电所：3638622
北 铺 店 所 苏 留 庄 厅 ：

3633122
新盛店供电所：3541818
东李供电所：3511911

东李所雷集厅：3912122
香赵庄供电所：3503081
田庄供电所：3528622
宋楼供电所：3581822
白马湖供电所：3578832
双庙供电所：3557786
双庙所渡口驿厅：3552778
南城供电所：3591511
特此公告。
国网山东省电力公司

夏津县供电公司
2021年4月7日

国网山东省电力公司夏津县供电公司关于办理销户退费工作的公告

尊敬的电力用户：
如您在我公司已办理销

户，但仍存在电费余额，因销户
后部分客户无法联系，请您于
2021年5月15日前携带相关证明
材料(企业用户：携带盖章版营
业执照复印件、法人身份证复印
件、银行账户相关证明；居民客
户：携带户名本人身份证复印
件、银行卡复印件及银行账户
正常使用相关证明)到当地供
电营业厅办理退费业务，过期
视为自动放弃。感谢您的理解
和支持。详情请咨询属地营业
厅，咨询电话如下(区号：0534)

郑店供电所：7614452
铁营供电所：7614426
胡家供电所：7614412
黄夹供电所：7614422
郭家供电所：7614435
化楼供电所：7614457
朱集供电所：7614442
大孙供电所：7614416
孔镇供电所：7614462
杨安镇供电所：7614447
城区供电中心：7614406
特此公告。
国网山东省电力公司

乐陵市供电公司
2021年4月7日

国网山东省电力公司乐陵市供电公司

关于办理销户退费工作的公告

尊敬的电力用户：
如您在我公司办理销户业

务后仍存在余额，因销户后部
分客户无法联系，请您于2021
年5月15日前携带相关证明材
料(企业用户：携带盖章版营业
执照复印件、法人身份证复印
件、银行账户相关证明；居民客
户：携带户名本人身份证复印
件及银行卡复印件)到当地供

电营业厅办理退费业务，过期
视为自动放弃。感谢您对我公
司工作的理解和支持。详情请
咨询属地营业厅。

德州市陵城区供电公司中
心营业厅咨询电话：0 5 3 4 -
8283031/8283069

特此公告。
国网德州市陵城区供电公司

2021年4月7日

国网德州市陵城区供电公司

关于办理销户退费工作的公告

乐陵市安居社区

趣味活动让“四点半学校”成学生留恋之地

本报德州4月19日讯 (记者
孙文丽 通讯员 宋园园)

“平时我们放学就来这里写作业，
不懂的就问老师，写完作业后还
可以一块下棋、做游戏，太喜欢
这里了！”乐陵市安居社区五合
小区留守儿童石井一开心地说。

4月17日，在安居社区党群
服务中心，社区志愿者和“四点
半学校”的老师带领辖区留守儿
童和贫困儿童正在进行趣味比
赛活动，40余名留守儿童和5名
贫困儿童参加活动，活动气氛热
烈，井然有序，内容丰富。活动
中，社区志愿者和“四点半”学校

老师带领同学们开展“拔河比
赛”和“传递爱的呼啦圈”，孩子
们兴致高昂，精神饱满，呐喊声、
欢呼声此起彼伏，经过角逐，所
有比赛奖项都花落有主。比赛
后，孩子们用手语操《感恩的心》
表达了对社区志愿者及“四点半
学校”老师的感激之情。

此次活动，不仅丰富了孩子
们的周末生活，拉近“四点半学
校”老师与学生的亲切关系，让

“四点半学校”成为孩子们的留
恋之地，更增强了孩子们的沟通
能力和团体协作精神，让他们在
成长的道路上永远不孤单。

本报德州4月19日讯 (记者
孙文丽 通讯员 张波) 4

月8日，乐陵市综合行政执法局
与德州学院举行产学研合作签
约暨教学实习基地揭牌仪式。此
次签约主要围绕引进园林养护
人才，加快科技成果转化、提升

乐陵市绿化水平等方面进行长
期战略性合作，有助于弥补乐陵
市园林养护专业性人才不足、专
业性技能匮乏的短板，促进园林
绿化新技术、新品种的运用，进
而全面实现乐陵市绿化水平的
提档升级。

下一步乐陵市综合行政执
法局将以此次合作为契机，借助
学院人才资源、知识资源，高质
量推进“一街一景”、主题公园、
绿色长廊等项目建设，努力为乐
陵市民打造生态、宜居、和谐的
生活居住环境。

乐陵市综合行政执法局与德州学院达成产学研合作

4月17日，德州市
妇幼保健院举行“耿斌
工作室”揭牌仪式。

耿斌为北京安贞
医院儿童心脏病中心
内科副主任，从事儿科
临床工作29年，擅长儿
童心血管疾病的诊断
和治疗，尤其擅长各种
心血管疾病的超声诊
断。仪式上，耿斌与德
州市卫健委主任常树
风共同为德州市妇幼
保健院“耿斌工作室”
揭牌。

先天性心脏病是
发生率、致死率最高的
先天畸形，是0到5岁儿
童的第一杀手。如果治
疗时机得当，90%以上
的先心病患儿可通过
手术一次根治。工作室
成立后，耿斌将定期来
德州市妇幼保健院坐
诊，对胎儿及小儿复杂
心脏疾病进行诊断及
预后评估，德州市妇幼
保健院与北京安贞医
院搭建起了绿色转诊
平台，旨在为本地患者
提供优质诊疗服务。

据了解，近年来，

德州市妇幼保健院注
重加强与首都、省会城
市专家或专家团队对
接，采用“假日专家”、
项目交流合作等形式，
多渠道培养高层次人
才，成立了“王国云工
作室”“中医博士工作
室”“连方工作室”“山
东大学齐鲁儿童医院
耳鼻喉专家工作室”

“郑杰宫腔镜工作室”
“省立医院王琪团队工
作室”等6个工作室。

“开展与上级优质
医疗资源形式多样、内
涵丰富的有益合作探
索和有效深度实践，有
利于方便德州及周边
地区广大患者就诊，有
利于促进我市妇幼健
康服务迈上新的更高
台阶。”德州市卫健委
委四级调研员刘利表
示，现如今，德州市妇
幼保健院专业技术水
平和服务能力日益提
升，在区域内的示范引
领和辐射带动作用日
益彰显，在全市卫生健
康领域中所处的地位
和作用日益突出。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徐良 通讯员 李红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胸外
科病区主任赵峻教授4月21日(周三)
应邀来德州市第二人民医院开展单
孔胸腔镜微创手术，并为肺结节、
肺肿瘤等患者进行诊疗，患者可提
前预约。预约电话：13181378288。

赵峻，主任医师，医学博士，中
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胸外科病区
主任。专业擅长肺癌、食管癌、贲门
癌和复杂纵隔肿瘤的外科治疗，尤
其擅长肺癌、食管癌的胸腔镜微创

手术和复杂疑难病例的扩大切除手
术，是北京胸外科学会微创学组的
首届委员。对于肺部结节的诊治，
肺癌、食管癌和贲门癌的规范化综
合治疗以及胸科手术的快速恢复有
独到造诣。

德州市第二人民医院胸外科，
鲁西北地区规范诊疗胸部肿瘤的
权威科室。规范诊疗肺癌、食管癌、
贲门癌、纵膈肿瘤等疾病。开展胸
部各种疑难杂症诊治和高难度手

术、微创手术及个体化综合治疗，
诊疗技术先进规范，水平领先全
市。与天津市肿瘤医院、上海肺科
医院、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
北京友谊医院胸外科长期签约协
作，专家定期来院坐诊手术，年手
术量500余台。科室参与完成省级
科研课题4项，并获得市级科研成
果奖1项。科室获市级医学重点学
科、山东省工人先锋号、优质服务
科室等光荣称号。 （张月华）

胸外科专家赵峻博士来市二院开展专场诊疗

为庆祝建党100周年，深入开展
党史学习教育，结合创建全国文明
城市工作，宣传普及中医养生保健
知识、急救知识，4月16日，德州市中
医院组织东院区内科副主任医师曹
旺波、急诊科医师王延伟、护士马平
平到陵城区农业农村局开展健康知
识和急救知识讲座。

讲座中，曹旺波从春季常见病、
多发病入手，用通俗易懂、贴近生活
的语言，并辅以生动的生活例子，从
中医养生、饮食起居、运动等各方面
进行详细讲解，围绕春季的气候特

征，详细介绍了春季一些常见多发
病的特点及注意事项，比如饮食调
节、增减衣物、合理运动等，同时讲
述了预防疾病和养生保健的重要
性，并在讲座结束后为职工问诊脉
诊。讲座内容全面细致，诊疗服务贴
心暖心，大家受益匪浅，服务受到在
场人员的一致好评。

王延伟大夫结合实际案例，用
通俗易懂的语言介绍了院前急救原
则、常见急救病症诊断要点，讲解了
心肺复苏、海姆立克急救法的注意
事项，马平平护士应用模拟示教人，

详细向职工讲解了心肺复苏、人工
呼吸等应急救护的步骤和动作要
领，指导他们心肺复苏模拟操作，进
一步提高了大家的急救知识水平。

陵城区农业农村局的干部职
工纷纷表示通过专家们讲解健康
知识收获颇多，对日常生活中改善
亚健康的生活方式及急救知识都
有了新的认识，树立了科学健康的
生活理念，增强了自我健康意识，
养成了良好生活习惯，以饱满的精
神状态和健康的体魄投入到日常
生活工作中。 （李婷）

德州市中医院健康讲座进机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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