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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近日，国内知名小儿
眼科专家朱德海教授应邀来市三院
眼科坐诊，针对当日就诊的20例疑
难斜弱视患儿，一一仔细检查、分
析，制定了最佳治疗方案，耐心回答
家长及患儿的疑问，解决了患儿家
属的疑惑及顾虑。

下一步，北大医院小儿眼科将
和市三院眼科在学术、科研、教学等
方面加强合作，使北大医院小儿眼
科的优质医疗资源引入该院，进一
步提高医院眼科的诊疗水平。此后，
本市及周边患者不出家门、不用赴
京就能享受到国内尖端、权威的一
流医疗服务。 (宋天印)

市三院邀北大医院

专家定期来院坐诊

本报讯 数日前，市级机关医
院张店世纪花园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大厅门口突然传来一阵喊叫声，一
市民抱着一个两岁左右女童向医生
求救。此时孩子已是意识丧失、头向
后仰、眼球固定上翻、口吐白沫、牙
关紧闭、口唇青紫。医护人员见状，
即刻分工实施抢救，对患儿进行低
流量吸氧，并联系患儿父母咨询情
况。5分钟后，患儿口唇转红润、意识
恢复，抢救成功。

10分钟后，患儿家属赶到、一起
跟随120救护车到市中心医院做进
一步检查。 (王斌 高丽)

机关医院10分钟

抢救2岁昏厥患儿

市二院西院区建设获批

将开放2000张床位

本报讯 近日，市规划局
第二十七次业务办公会研究通
过了市中心医院西院区建设工
程方案。据悉，该建设项目为三
级甲等综合医院，床位2000张。

基地位于淄博新区上海路
以西、天津路以东、新村路以
北、共青团路以南。淄博市中心
医院西院区将负担全市医疗教
学科研的指导作用，并成为全
市疑难危重病症的诊断治疗中
心，院区包括诊疗、预防、保健、
康复等医疗服务功能，教学科
研功能，指导中心功能等。

根据规划，该项目设计规
模为总床位数2000张，其中一
期工程1 9 9 1 7 5平主米，床位
1000张，二期工程139885平方
米，床位1000张。该项目规划
理念为“一个绿化中心，两条
发展轴线，三个功能片区”。从
规划图上看，整个园区的建筑
呈院落式布局，打造室内外相
互贯通交流的场所。所有病房
楼、办公科研、康复等空间均
能享受到中心花园及各自小
院落的景观和日照。

(李扬)

患者身患胃肿瘤

没“开腹”成功切除

本报讯 “没有丁点的刀
口创伤就把肿瘤切除了，连来
看望我的朋友们都感觉出乎意
料。”近日，在淄矿中心医院普
外科护士站，胃贲门巨大间质
瘤患者王先生高兴地说。

原来，家住周村的王先生
一周前被查出患有胃贲门间质
瘤，王先生听说淄矿中心医院
无需损伤“皮毛”，只需要从口
腔中插入一根“内镜管子”就可
以切除胃部肿瘤，遂前往该院
实施内镜手术。不料，住院后的
王先生被查出还患有胆囊结石

症，当主管医生告知他无需开
刀，可以同时实施微创下保胆
取石手术后，才像吃了“定心
丸”一样踏实下来。

几日后，在该院普外科与
消化内科内镜室的联合下，王
先生被成功实施了保胆取石术
与胃部肿瘤切除术2个手术。据
该院消化内科主任唐秀红说，
目前他们开展的消化内镜粘膜
下剥离术已达国内先进水平；
同时，微创下保胆取石技术也
达省内领先水平。

(刘小芸 王广)

本报讯 16日，周村区卫生监
督所对一家非法行医的“黑诊所”
进行了依法取缔。

根据群众举报，工作人员多次
着便装对该窝点进行调查，摸清非
法行医窝点的行医时间，并制定了
周密的取缔计划。当天上午，卫生
执法人员在对其检查时发现，该诊
所有一名患者正在接受牙科治疗，
房间内放有牙科器械和药品，该诊
所未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
开展牙科诊疗活动，属非法行医行
为，执法人员当即责令当事人停止
诊疗活动，下达现场笔录、卫生监
督意见书，封存非法行医用的药
品、器械，该诊所被当场予以取缔。

(王斌 高丽)

周村成功取缔

一处“黑诊所”

1111家家新新闻闻媒媒体体聚聚焦焦博博山山看看““第第一一””
市卫计委主任张鲁辛：不能光做病房摆鲜花的表面功夫，患者满意是根本

本报讯 为了把医院良好
的服务措施再细化再精准，让
更多的群众了解医院，了解更
多医疗便民服务措施，结合市
卫计委9月份满意度媒体介入
计划，近日，市第一医院特别邀
请全市知名新闻媒体主要负责
人进院实地调研工作，组织座
谈，为医院提升医疗服务提出
建设性意见。市卫计委主任张
鲁辛出席活动并做重要讲话。

在市第一医院院长陈进国
等的陪同下，新闻媒体调研团一
行先后参观了门诊爱心使者志

愿者、急救善使、医疗服务监管
展牌，门诊一站式服务、便民门
诊、远程会诊及流动服务车、国
医堂、中心采血室、院史馆以及

《新闻媒体记者“生命使命”走进
市第一医院摄影展》等，实地调
研了该院在提升群众就医满意
度方面采取的具体措施。经过现
场调研，新闻媒体充分肯定了医
院在优化就医环境、简化就医流
程、提高医疗服务水平等方面所
做的努力，同时也从新闻媒体角
度就如何进一步提高群众看病
就医满意度献言献策，提出了很

多切实可行的建议，为医院找到
了工作中的薄弱之处，大大开阔
了工作思路。医院领导表示针对
座谈会中提出的问题和建议，医
院会根据实际情况进行整改，医
院会始终以群众满意为最高追
求，狠抓医院标准化建设，不断
优化服务流程，不断改善群众就
医感受，努力适应群众日益增长
的健康需求。

市卫计委主任张鲁辛表
示，做医疗，不能光做表面功
夫，病房里摆上鲜花，治不好病
就背离了医疗的根本，一个好

的医院，既要占领人才和设备
的高地，也不能少了细节的注
意，最终为的是患者的满意。提
升群众看病就医满意度是今年
淄博市医疗卫生系统的一项重
点工作，淄博卫生行业将不断
通过提升医疗服务质量，规范
医疗服务行为，改进工作作风，
提升工作效能，全面提升医疗
服务水平，切实解决群众看病
就医中的突出问题，逐步缓解
看病难看病贵，改善群众就医
感受，提升看病就医满意度。

(程方 周燕宁)

中医养生文化

进社区

为给第三届中医文化节暨膏
方节预热，张店区中医院药械科
和各社区门诊部近日举行中医药
养生文化进社区活动。

此次活动以宣传中医文化节
和推广膏方为主要目的，以各个
社区所在地的老年人和慢性病患
者为主要宣讲对象。张店和平小
区门诊部是此次活动的第一站，
活动开始，医务人员向居民准备
了精心配制的中药清热解暑茶，
并向大家讲解了中医养生文化，
以及什么是膏方和膏方的优点。
本报通讯员 孙艺萌 摄影报道

市五院开展

自查自纠动员大会

本报讯 近日，市精神卫生中
心召开“践行‘三严三实’自查自纠”
动员大会，围绕党员干部“严以修
身、严以用权、严以律己，谋事要实、
创业要实、做人要实”这一修身之
本、为政之道、成事之要，开展自查
自纠。

医院任清涛院长进行活动动员，
要求全院干部职工要高度重视这次
自查自纠活动，坚持以落实整改、促
进工作为切入点和落脚点，自觉把这
次自查自纠、整改落实与当前正在进
行的医院标准化建设、“三严三实”专
题教育及其它日常工作结合起来。通
过自查自纠，查出问题根源，举一反
三，把解决具体问题与普遍性问题、
解决显性问题与隐性问题、解决当前
问题与长远问题有机结合，逐步健全
完善作风建设常态化机制，着力解决
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确保活动
实效。 （孙秀珍）

新新学学期期将将至至，，小小患患者者扎扎堆堆治治虫虫牙牙
淄博口腔医院：儿童口腔疾病变化快，最好每3个月做次检查

喝冷饮，吃甜食，好好刷牙抛到一旁，经历了一个暑假的
考验，孩子们的牙齿健康状况怎么样？新学期马上来到，孩子
的牙齿“准备”好了吗？这些都是家长在新学期到来之际需要
关心的问题。那就赶在这个暑期的“尾巴”，带孩子做个口腔
检查吧。

暑期生活习惯改变,儿童口腔疾病多发

淄博口腔医院儿童口腔科
主任荆祥表示，口腔疾病重在
预防，定期口腔检查很重要，可
以尽早发现口腔健康问题，及
早进行相对简单且相对便宜的
治疗，避免疾病进一步发展。此
外，有些疾病或身体健康问题
在口腔内有相应的症状反应，
定期看牙医非常重要，尤其是
儿童，儿童口腔疾病变化快，对
疾病自我表达能力差，对疾病
反应迟钝，许多疾病在儿童仅
仅表现为饮食结构和饮食习惯

的改变，所以儿童应该每3个月
或每半年检查一次口腔以便早
日发现存在的问题，及时解决。

伴随着暑期生活习惯的改
变，在儿童龋病、牙髓病，根尖
周病、牙龈炎、溃疡、口腔炎、牙
齿外伤等疾病出现多发，特别
是龋病，往往伴随食物嵌塞，孩
子改变饮食结构和习惯，挑食、
偏食，后期可发展为牙髓炎(夜
间牙痛)，根尖周炎，甚至出现全
身反应，对牙列、面型造成长远
影响。

乳牙不需治疗的观点并不科学

荆祥表示家长应引起足
够重视，要摒弃“乳牙早晚要
掉，不需治疗”的错误观点，避
免错过最佳治疗时机，龋齿首
先可致患儿咀嚼时疼痛，长期
造成偏侧咀嚼，影响面部发
育；其次，龋病可发展成为牙
髓炎甚至根尖周炎，进一步影
响继承恒牙胚的生长发育，造
成釉质发育不全，恒牙异位

等；乳牙是天然的缺隙保持
器，因龋坏可过早脱落，后防
牙齿前移，造成继承恒牙空间
缺失，萌出异位，造成牙列不
齐；乳牙龋病不能及时治疗发
展为根尖周病时，可能诱发风
湿性关节炎、肾炎、心内膜炎
等全身疾病；乳牙龋病还会影
响美观和发音，影响儿童的心
理健康，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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