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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医院发展，设备先
行。淄博口腔医院在省内首家引进
国际上先进的韩国口腔CT，并建成
医院医学影像信息系统，拥有多种
先进设备，设置了全市首家规范化
口腔消毒供应室，保证进入患者口
腔的器械一人—用一高温消毒。

为让社会群众享受到世界先
进口腔技术，医院投资100余万元购
置了全市首台也是唯一一台德国
原装进口CAD/CAM数字化椅旁口
腔即刻修复系统，改变了过去患者
牙齿修复三番五次就医、调试的历
史，使牙齿修复实现了一次革命，
牙齿缺损修复一小时完成，对牙齿
疾病、牙列不齐、四环素牙，口腔黏
膜病等都具有治疗和美容修复功
能。同时购置笑气镇静仪，让患者
亲身感受到高科技发展带来的“无
痛、便捷、专业”的治疗效果，得到
了患者的信任。 (郭艳)

淄博口腔诊疗全面

迈入数字化时代

本报1月12日讯(记者 樊
伟宏 通讯员 郭艳) “淄博
口腔医院、品质口口相传”这是
淄博口腔医院的品牌宣传语，
也是医院着力奋斗的目标。历
经60年的发展，淄博口腔医院
现已成为淄博规模最大、设备
最精、技术领先、专业分科最全
的口腔专科医院，是“张店区牙
病防治中心”、“张店区青少年
口腔疾病预防保健中心”、“张
店区适龄儿童免费窝沟封闭定
点单位”；系泰山医学院、潍坊
医学院本科教学医院。

据悉，从2013年开始，张店区
将适龄儿童免费窝沟封闭工作
连续三年列为全区民生项目之
一，淄博口腔医院作为全区唯一
定点单位，认真组织，扎实工作，
高点定位，3年来对全区近3万名
小学生进行了免费窝沟封闭，受
到了学生家长和群众的一致好
评。2015年荣获淄博市卫生系统

“为民、便民、惠民”创新项目奖。
同时，医院最早在全市推出住院

“先诊疗后付费”医疗服务新模
式，开展先看病后付费工作是一
项便民利民的实事好事，受到了
广大群众的欢迎。

“特色办院、人才立院、科技
兴院、管理强院”是淄博口腔医
院多年来的办院理念。建院60年
来，淄博口腔医院始终向专业纵
深发展，着重打造自身口腔诊疗
特色，在淄博医疗行业众多医院

中脱颖而出，新科室、新技术、新
设备填补淄博市一个又一个口腔
行业空白，逐渐成为淄博居民诊
疗口腔疾病的第一选择。目前，医
院口腔学科已建成口腔种植中
心、口腔正畸中心、牙体牙髓病

科、儿童口腔科、牙周科、口腔粘
膜病科、口腔颌面外科、口腔修复
科、口腔特诊科、口腔24小时急诊
室、口腔病房手术室、口腔消毒供
应室等10大专业科室，成为淄博
口腔行业建设发展的标杆。

淄博口腔医院建院60年始终不忘公益，赢得群众口碑

33万万名名小小学学生生享享免免费费窝窝沟沟封封闭闭

淄博口腔医院医生走进学校为学生服务。

山铝医院:

新诊疗技术助患者
消除13处乳腺肿物

本报讯 近日，山铝医院
普外科与超声科合作，成功为
一名乳腺肿物多达13处的患者
实施双侧乳腺肿物真空负压旋
切术，这是乳腺旋切术中较为
罕见的一例。据悉，自开展该技
术以来，该院已成功为300余名
患者解除了病痛。

30岁的孙女士家住张店，
一年前乳房出现疼痛，感觉内
有肿块，起初没有引起注意，随
着时间推移，疼痛不断加重，一
碰就疼，严重影响了日常生活
及工作。经检查发现双侧乳腺
竟多达13个大小不等的结节，
得知肿物如此之多，孙女士既

担心手术切口多、创面大、留下
疤痕难以恢复，又害怕延误病
情影响治疗，从而陷入忧虑之
中，辗转多家医院治疗无果。经
介绍孙女士求诊于山铝医院。
普外科主任医师李淑荣和超声
科专家联合手术，采用先进的
真空负压旋切术，借助彩超定
位引导，发现乳腺肿物的位置，
左侧7个，右侧6个，通过真空辅
助高速旋切的安珂系统，利用
真空负压吸引原理，仔细地将
两侧乳腺肿块全部切除。手术
结束，一侧切口仅2毫米，患者
术后3天出院。

(朱凤霞 赵志楠)

淄博市第七人民医院：

穿的太多太臃肿
老年人更易摔骨折

本报讯 近日，随着气温不
断下降，不少老年人的关节开始
怕冷、怕风，有的甚至出现小腿
骨痛的情况，而且老年人的骨折
率也在增高。市第七人民医院骨
二科主任兼关节外科主任陈新
良提醒，冬季气温低，人体血液
循环较慢，会使人反应迟钝，肢
体协调性下降，容易摔伤。而人
老了机体各方面都退化，骨质发
生疏松，一旦跌倒就很容易发生
骨折，因此老年人在冬季要提早
做好各种预防准备。

“小寒以来，尤其是近日降
温之后，来医院就诊的病人有上
升趋势，特别是骨折的老年患者

明显增多。”陈新良表示，冬季气
温降低，老年人穿得比较多，肢
体灵活性降低，协调性较差，容
易跌倒。即使在家里，由于衣着
臃肿且冬季疏于活动，摔倒的几
率也会加大。年龄增大会导致骨
骼肌肉系统退化，肌肉力量和关
节灵活性下降，或者由于腰背、
脊柱的劳损退变使脊柱对下肢
的调整能力下降，容易诱发跌
倒。据了解，随着年龄的增长，跌
倒概率逐渐增加；80岁以上的老
年人跌倒的发生率高达50%，其
中5-10%的跌倒可导致骨折，90%

的老年性骨折与跌倒有关，尤其
是伴有骨质疏松的老年人。

张张店店中中医医院院““治治未未病病””中中心心开开诊诊
将为市民适时提供预防保健措施及养护调理

本报1月12日讯(记者 樊
伟宏 通讯员 门晓丽 孙艺
萌) 为进一步提升张店区中医
预防保健服务水平，满足广大
市民预防保健、健康养生的需
求，近日，张店区中医院设立的
中医“治未病”中心正式开诊，
受到市民好评。

“治未病”中心开展以体质
辨识、中医药膏方、针推理疗为
核心的一系列“治未病”服务。
中医“治未病”思想源于《黄帝

内经》，是中医核心治疗原则之
一。鉴于当今社会人群快节奏、
高压力的生活工作状态和亚健
康、慢性病人群数量的日趋增
多，越来越多的中医药机构开
始溯本求源，探索发掘中医经
典中诊疗思想的精髓，许多中
医专家认为“治未病”思想是当
今中医临床中具有最具应用价
值的诊疗理念。“治未病”思想
强调医生应结合个体体质差
异、气候环境特征、季节时令特

点等因素对甲亢人群实施有效
的预防保健措施，对于亚健康
人群、慢性病患者给予全面系
统的养护调理，从而达到“未病
先防，既病防变，守护健康，养
生保健”的健康目标，实现预防
疾病、健康长寿的目的。

“治未病”既包括通过健康
评估、体质辨识以预测人体健
康风险，对疾病进行预防和早
期诊断，亦包括对亚健康、慢性
病人群采取一定的保健治疗措

施，从而实现既病防变，减轻患
者病痛，防止疾病恶化，使患者
身体逐步趋于健康。这一治疗
方法适用于具有体倦乏力、善
怒易激、失眠少寐、记忆力减
退、胃肠功能紊乱、易感冒、过
敏、性生活质量下降等人群。基
于整体观念，中医“治未病”注
重体现了整体调节、辨证施治、
动态观察、全程管理、多种治疗
手段综合应用的现代整合医学
模式。

治治疗疗头头晕晕如如今今有有了了专专科科门门诊诊
市中心医院“眩晕门诊”正式启用，为病人对症下药

本报1月12日讯(记者 樊伟
宏 通讯员 李扬) 近日，记者
从市中心医院获悉，市中心医院
耳鼻喉科眩晕门诊现已正式启
用，为广大眩晕病人带来福音。

据悉，眩晕症是一种涉及耳
鼻喉科、神经内科、神经外科、心
内科、精神科等多个学科的门诊
常见病，眩晕的患病率约占人群
的5%，尤其是50岁以上的老年群

体。一般表现为天旋地转、走路
不稳、头昏、头沉、严重者伴有恶
心、呕吐、出虚汗、面色苍白等症
状。眩晕病人约近1/3至2/3是前
庭因素导致的周围性眩晕，在周
围性眩晕中又有 1 / 3至 2 / 3是
BPPV(良性阵发性眩晕，亦称耳
石症)，近10年来引起广泛重视，
是一种可通过复位治愈的疾病。
目前该院耳鼻喉科配备了眼震

图检查、温度试验、转椅试验、视
动试验、变位试验、脑干诱发电
位等检查设备。

通过这些检查，基本上可
以查清眩晕的原因，明确如梅
尼埃病、突发性耳聋、前庭性偏
头痛、前庭阵发症、前庭神经元
炎、耳毒性药物中毒、头部外
伤、酒精中毒以及良性阵发性
位置性眩晕(BPPV)等疾病。医

生可根据检查结果，为病人选
择药物治疗、手术治疗或康复
训练。

除此之外，医院近期新引
进了SRM-IV良性阵发性位置
性眩晕诊疗系统，可以明确诊
断并治疗BPPV，达到了BPPV

的精准化治疗，取得了良好的
效果，免去了眩晕病人求医东
奔西走的麻烦。

本报讯 近日，济南军区总医
院(90医院)专家葛彦明来淄博市中
西医结合医院为4名血液透析病人
进行动静脉内瘘搭建术。

动静脉内瘘是动静脉内外科
手术，主要用于血液透析治疗，能
为血液透析治疗提供充足的血液 ,

保证了血透质量。葛彦明是山东省
著名血管通路专家，对动静脉内瘘
搭建术及深静脉置管术有着丰富
的临床经验。此次专家亲诊提升了
医院的动静脉内瘘搭建水平，让当
地市民不出淄博就能享受到省内
权威专家亲诊手术。

(李爱学 赵丽娅)

淄博市中西医结合医院：

济南军区总院专家

来医院亲诊手术

本报讯 为推动糖尿病教育管
理的系统化进程，中国健康促进与教
育协会、中华医学会糖尿病学分会启
动了为期两年的糖尿病教育管理单
位认证项目，项目推行“二重认证”，
将糖尿病教育师培训认证、医院教育
管理项目开展以及医院糖尿病教育
管理体系建设结合起来，对糖尿病教
育管理单位进行认证。

北大医疗鲁中医院内分泌代谢
科健康教育团队通过两年的努力创
建，成功通过认证，被授予全国“糖尿
病健康教育管理认证单位”。(勾翠华)

北大医疗鲁中医院：

获评糖尿病健康

教育管理认证单位

本报讯 6日下午，市120急救指
挥中心检查组到市妇幼保健院急诊
科进行2015年度工作检查。

检查组对医院各项工作进行了
认真、细致检查。首先通过匿名呼叫，
对急诊科急救出诊小组的出车反应
速度进行了考核，其次对急诊科科室
布局和环境、急诊一体化建设进行检
查，对急诊科各项急救制度落实完善
情况、院前急救病例、急诊科医生、护
士职业资格、值班情况、急救药品、急
救器械情况进行检查；最后对急诊科
值班医生、护士进行了急救业务知识
的考核。 (邢倩)

淄博市妇幼保健院：

市急救指挥中心
检查组来院检查

头条链接


	Y08-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