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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大大拨拨””国国内内名名医医来来淄淄把把脉脉
“北医专家淄博行”活动启动，让患者看病不奔波

济南军区总医院

为环卫工人义诊
“大爷，您的血糖有点高，您可以

抽空到我们医院来免费检查一下。”
一大早，来自济南军区总医院的医护
人员来到北村街道办事处，为济南天
桥区的环卫工人们免费查体。

1月8日，济南军区总医院与天
桥区北村街道办事处双拥办联合发
起了“关爱辛勤环卫工，温情暖冬送
健康”的义诊活动，为40余位坚守一
线岗位的北村环卫工人进行免费体
检，活动中还为他们免费发放了共
计4万余元的药品，据悉，这个活动
已经连续举办了两年。

活动现场记者看到，医院的医
务人员通过先进检查设备以及一对
一问诊等方式，为每一个环卫工人
进行全面诊断，并制定健康档案。

(通讯员 周慧君)

近日，济南嘉乐生殖医院的“社会
监督员”开始正式履职，来自多家媒体
的5名记者光荣上岗，成为济南嘉乐生
殖医院的外聘“大管家”。据悉，监督员
将在医院内开展“满意度调查”、“医德
医风评价”、“监督投诉处理”等多项工
作，通过第三方监管，切实提高医院的
服务质量、完善行风建设。

济南嘉乐生殖医院马艳院长介
绍说，邀请媒体记者作为“社会监督
员”不仅仅是出于客观评价本院工
作的需要，更是医院自我加压、自我
完善的一种体现。不孕不育的病因
非常复杂、个体差异极大，医生需要
更多的耐心为患者解答病情。如果
服务不到位，不仅患者满意度差，还
会影响到患者配合治疗的积极性，
很多患者往往半途而废，浪费了精
力、浪费了金钱。嘉乐希望通过建立
第三方监督体制，让医护人员更加
积极主动地服务患者，让他们感受
到嘉乐的温暖和帮助。

本报淄博1月11日讯(记者 樊
伟宏 通讯员 勾翠华) 近日，记
者从北大医疗鲁中医院获悉，为让
患者看病更方便，免去在外地四处
求医的奔波，医院从2015年8月份正
式启动“北医专家淄博行”活动，将
邀请多位国内各学科权威专家定期
来医院坐诊，为市民服务。

“在未来的五年内，北大医疗将
把北大医疗鲁中医院打造成淄博临
淄区的区域医疗中心，并以北大医
疗鲁中医院为依托，发展大健康产
业，解决当地养老、康复、健康管理
等亟待满足的医疗、健康需求。”提
起医院未来的愿景，北大医疗CEO

吕和东如是说。诚然，从去年7月成
立至今，北大医疗鲁中医院带给淄
博乃至山东太多的惊喜，作为北大
医疗成立以来对外合作的首家三级
综合性医院，北大医疗在这家医院
身上花费了巨大的人力、物力、财
力，从根本上实现了改造。

“目前我们已经委派了多名专
家教授常驻医院。同时，我们还组织

‘北医专家淄博行’系列活动，大批
知名专家定期、不定期地来医院门
诊、手术、查房以及开展各种学术交
流活动。”吕和东表示。据悉，随着

“北医专家淄博行”活动正式启动，
已有心内、心外、普外、重症医学、消
化、泌尿外科、皮肤科等专家定期来
医院进行门诊、手术、会诊及带教等
医疗活动，实现了让患者不用到大
城市也能享受到北大专家的医疗服
务。“下一步，我们将继续推进‘北医
专家淄博行计划’落实，扩大专业范
围，引进有影响的名医为医院首席
专家，定期来医院坐诊、手术、业务
指导。使驻地居民优质医疗资源更
可及；同时，我们还将与北京大学国
际医院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在学科
建设、人才培养、双向转诊、信息化
建设等方面全方位进行共建合作，
为山东患者提供最大限度的便捷。”
医院常务副院长王继东表示。

经协调相关部门，医院为本报
读者开放绿色就诊渠道方便就医，
有需要的读者可拨打0533-7536222

进行预约咨询。

本报记者 李钢 通讯员 赵炳旺

“献血会不会影响身体健康？献血
会不会传染艾滋病……”许多想献血的
居民会有这样的疑问。每当面对这样的
疑问时，他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来回答：
在血站工作25年，献血累计超过60次，献
血量达25200毫升。他就是2015年“全国
医德标兵”、2015年度“最美血站人”、省
血液中心体采科科长——— 金孟民。

众所周知，目前全国无偿献血工作
面临前所未有的困难，医院用血量持续
快速增长，血液紧张在全国各地时有发
生。金孟民所在的省血液中心体采科担
负着省直各大医院临床用血的采集任
务，面对如此严峻的考验，工作压力可
想而知。

在采血和宣传现场，金孟民经常能
听到居民担心献血会影响身体健康的
言论，这时他都会现身说法。“我工作25

年，献血累计超过60次、25200毫升。当大
家知道这个情况后，我再向大家讲解献
血的规定和献血对身体的好处，往往起

到很好的示范效果，事半功倍。”金孟民
说，只要身体允许，他会长期献血。受金
孟民的影响，他身边的人也纷纷加入到
常规献血大军中来，他所在的体采科共
有62名工作人员，半数以上的人都献过
血，有些人还是固定献血者。

金孟民说，为保障临床用血，从2011

年开始，他们实行采血工作全年无休，
哪怕是在大年初一，他们都在坚持工
作。据介绍，他所在的体采科目前有8个
班组，人员广泛分布于济南各市区的大
街小巷，披星戴月、早出晚归，战酷暑、
斗严寒，坚守节假日、忙碌风雨天就成
了工作人员的“新常态”。

由于在工作中的突出表现，金孟民
获得了全国无偿献血奉献奖金奖、全国
无偿献血特别促进奖，先后两次获个人
三等功、一次二等功，获得2015年“全国
医德标兵”等荣誉称号。

面对这些荣誉，金孟民说，“我没什
么特别的。从帮助别人的过程中，从大
家对我的认可中，我得到了很多快乐，
我也非常满足。在我的工作中有苦有
累，但更多的是感动，正是这些感动让
我对工作饱含深情。我的手机将继续24

小时开机，我将继续随身携带献血证，
我将随时关注微信QQ群中的信息，将
爱心不断传播开去，让无偿献血深入人
心，使越来越多的人参与到无偿献血的
公益事业中来。”

血血站站工工作作2255年年献献血血6600多多次次
2015年度“最美血站人”金孟民用实际行动宣传献血

济南嘉乐生殖医院

迎来首批社会监督员

脚部皮肤表面长期角
质化堆积会形成老茧、硬
皮和鸡眼，主要是皮肤癣
菌、酵母菌和霉菌的混合
感染，多年不愈，越长越
多，疼痛难忍、坏死及恶
变，并且传染健康的脚；它
不仅影响外表美观而且危
害大！极易形成交叉感染。

茧康牌鸡眼专用盒针
对脚茧、鸡眼、硬皮、脚裂
问题研制而成，它巧妙运
用了中医外敷理念，通过
局部贴敷，体表施用、皮下
吸收，可改善茧皮肤局部

微循环，促进机体的新陈
代谢，有效抗击深层细菌
和消除毒素刺激的同时软
化和消除茧组织，使之与
正常皮层自然分离；茧康
使用简单方便；只需每晚
泡脚后轻轻一贴，茧组织
迅速软化脱落，让您轻松
搞定老茧、脚垫，脚裂和鸡
眼，消除残余真菌，柔嫩足
部皮肤恢复正常弹性；茧
康据悉已被我省大观园庆
育堂率先引进，详情咨询
400-633-7638，省内也可免
费送货、货到付款。

鸡眼 老茧 教你一招

足跟痛是由于足跟的
骨质、关节、滑囊、筋膜等处
病变引起的疾病。它的典型
表现就是早晨起床后站立
或走路时疼痛较重，行走片
刻后疼痛减轻，可是休息一
会儿再次行走又会出现疼
痛；足跟痛不同于风湿骨病
的发病原因，很多患者错当
风湿骨病来治，结果久治不
愈，令患者痛苦不堪。

足跟康复贴牌痛就贴
使用现代工艺制作而成，
巧妙运用了远红外技术，
通过穴位贴敷，体表施治，

透皮吸收，改善局部微循
环、促进机体新陈代谢，有
效成分能够通过各种障碍
进入组织病灶；让足跟痛
患者看到了健康的希望。
自上市以来，以其新方法、
简单方便、靶向作用、中医
敷灸等特点，深受广大足
跟痛患者欢迎。足跟康复
贴适用于各种原因引起的
足跟部疼痛，具体可拨打
全省统一服务热线4 0 0-
016-7158详细咨询，经销
商大观园庆育堂，省内也
可免费送货，货到付款。

足跟痛 小毛病、大问题

所属医院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皮肤科、北京大学国际医
院皮肤科

职称：科室主任、主任医师、教授
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皮肤病与性病学系主任，北

京大学人民医院皮肤科主任,是我国皮肤科学领域的主要领
军人物，具有精湛的医术和高尚的医德。他对红斑狼疮、银屑
病、毛发病和肉芽肿性皮肤病有深入研究。在国际上首次报
告“特应性皮炎样移植物抗宿主病”，首次报告“妊娠股臀红
斑”，首次发现RPL21基因是先天性少发症的致病基因；在国
内首先发现游泳池肉芽肿病。他领导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皮肤
科成为教育部重点学科和卫生部重点临床专科，成为全国培
养皮肤科高级人才的基地，成为享誉国内外的著名学科。

张建中

所属医院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心外科、北京大学国际医
院心脏外科

职称：主任医师，副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擅长疾病：冠心病外科、瓣膜手术、主动脉手术、各种微创

心脏手术。2004年赴德国进修，回国后成功组织实施北京大学第
一例心脏移植手术。2007年赴美国学习，回国后成功开展胸腔镜
微创治疗心房纤颤。主要研究方向：心脏手术后长期疗效与生
命质量评价、先天性心脏病的分子遗传与基因突变。先后在核
心学术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40余篇，参与编写和编译论著10余
部，并荣获教育部科学技术进步一等奖(第二完成人)。

陈彧

所属医院：北京大学国际医院
职称：副主任医师
擅长冠心病、瓣膜性心脏病、先天性心脏病。熟练掌握体外循

环辅助下冠状动脉搭桥术及不停跳冠状动脉搭桥术、二尖瓣成形、
二尖瓣置换、主动脉瓣置换、双瓣置换术、心脏粘液瘤切除等手术，
能独立完成简单先心病(动脉导管未闭、房间隔缺损、室间隔缺损、
肺动脉瓣狭窄)及复杂先心病(肺静脉异位引流、法乐四联症、右室
双出口)的矫治手术，能独立完成分流手术、Glenn手术等外科手术
操作。在北京地区较早开展在食道超声引导下，应用镶嵌技术治疗
房间隔缺损、室间隔缺损等先天性心脏病并率先开展小切口切除
心耳治疗小儿快速性心律失常及心表临时起搏器植入术。

潘广玉

所属医院：北京医科大学人民医院
技术职称：主任医师、教授
专业:外科监护
1984年毕业于北京医学院医疗系，毕业后分配至北京医学

院附属人民医院外科工作，1989年赴联邦德国进修，1994年以来
主要从事外科危重病人的治疗及临床研究工作，1997年起任北
京医科大学人民医院外科加强治疗科(SICU)主任。长期从事危
重病医学专业，在休克、急性肾功能衰竭、肾脏替代治疗、严重
感染、抗生素应用、呼吸衰竭、呼吸机使用、危重病人营养代谢、
多器官功能衰竭等方面均有丰富的临床经验及理论基础。

安友仲

宋世兵

所属医
院：北京大
学第三医院
外科任主任
医师

职称：
主任医师

擅长肝
移植与肝癌
的 外 科 治
疗。近几年主要从事肝脏外科的临
床和科研工作，特别是肝脏移植及
肝切除手术。有200余例供体肝脏切
取及100余例肝脏移植手术的经验，
能独立完成各种术式的肝脏移植和
肝切除手术。

齐虹

所属医
院：北京大
学第三医院

职称：
主任医师，
副教授

北京大
学第三医院
眼科主任医
师，硕士研
究生导师。1999年获得北京医科大
学眼科学博士学位。曾留学美国哈
佛医学院及Baylor医学院。擅长治
疗白内障，ICL植入治疗高度近视
和散光，屈光性IOL手术(LASIK术
后、先天性白内障IOL置换，Toric、
可调节、多焦点IOL植入)及干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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