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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迎接十一中秋佳
节，世博高新医院联合山
东省肿瘤医院举办双节特
惠大型肿瘤义诊活动。9月
29日至30日 (本周五周六 )
上午9：30，山东省肿瘤医
院专家团队将在世博高新
医院举行大型肿瘤义诊。
省肿瘤医院知名专家教授
齐聚淄博，涵盖了肿瘤外
科、内科、放疗、影像等专
业，为患者提供综合肿瘤
治疗方案。

本次义诊，将对参与
义诊的肿瘤患者给予巨大
优惠，从检查到治疗均有
优惠，具体优惠措施为：1、
射波刀治疗减免4 . 6万元。
2、彩超、CT、核磁共振检查
(含平扫和增强)优惠10%。
3、免挂号费、专家费。

不久前，世博高新医
院与山东省肿瘤医院举行
签约揭牌仪式，世博高新
医院正式成为山东省肿瘤
医院合作医院。双方签约
后，山东省肿瘤医院派专
家到世博高新医院坐诊，
减少淄博患者去外地市治
疗的奔波之苦，使其在家
门口就可以享受到国际和
国内的先进诊疗技术。据
介绍，省肿瘤医院专家义

诊免收挂号费和专家费。
目前省肿瘤医院专家

团队已经来淄博，在世博
高新医院举行了两次义
诊，为众多肿瘤患者解除
了疾病困扰，不少周边区
县的肿瘤患者也慕名到世
博高新医院找省肿瘤医院
专家诊治。

肿瘤治疗是一个异常
复杂的过程，需要内科、外
科、介入科、放疗科、病理
科、影像科等协同合作，才
能实现肿瘤治疗效果最大
化。省肿瘤医院引领肿瘤
治疗进入综合治疗时代。
多学科专家对病情进行全
面评估后，再制定个体化
诊断和治疗方案，从而达
到最佳治疗效果，让肿瘤
患者治疗少走弯路。

本周到世博高新医院
参加义诊的省肿瘤医院专
家包括了肿瘤内科外科，
影像和放疗等专业，涵盖
了肿瘤的诊断和各种治疗
方式。省肿瘤医院专家团
队将为肿瘤患者进行全面
综合评估，提供最佳治疗
方案。如果您有肿瘤方面
的困惑，抓紧时间去世博
高新医院找省肿瘤医院专
家诊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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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科：赵磊

山东省肿瘤医院肝胆外科主
任医师；山东大学临床博士研究生
导师，外科学教授；济南大学，山东
省医学科学院医学与生命科学学
院，外科学硕士研究生导师；郑州
大学特聘硕士研究生导师，肿瘤学
专业；潍坊医学院特聘副教授；全
国欧美同学会医师协会肝胆分会
副主任委员；山东省抗癌协会肝胆
肿瘤分会青年委员会主任委员；山
东省抗癌协会肝胆肿瘤分会副主
任委员；中国抗癌协会肿瘤转移专
业委员会委员；中国医促会肝脏肿
瘤分会青年委员会委员；山东省抗
癌协会消化道肿瘤分会常务委员；
山东省预防医学会慢性非传染性
疾病预防与控制分会常务委员；山
东省医师协会肝胆外科分会委员；
山东省医学会医疗服务质量评价
分会委员

影像：陈兆秋

从事CT/MRI影像诊断20余
年，临床经验丰富，擅长神经、脊
柱、乳腺、呼吸、消化、骨骼、乳腺、
泌尿生殖系统疾病诊断及肿瘤的
放疗定位，尤其擅长肿瘤的MRI诊
断。

山东省医学会放射学会委员；

山东省抗癌协会肿瘤影像专业委
员会副主任委员；山东省医学影像
学研究会神经影像学专业委员会
委员；山东省医师委员会委员；山
东省医学会诊断学分会委员

放疗：张英杰

山东省肿瘤医院放疗三病区，
副主任医师，博士研究生；山东省
抗癌协会放射肿瘤学分会青年委
员会委员兼秘书；山东省生物医学
工程学会肿瘤靶向治疗学分会委
员。

承担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山东
省重点研发计划项目3项，为主参
与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1项、国
家自然科学基金2项，获得山东省
科技进步三等奖2项，第一作者发
表SCI及核心期刊论文10余篇。擅
长胸部肿瘤包括肺癌、食管癌、乳
腺癌等恶性肿瘤的精确放疗和综
合治疗。

内科：史培泉

山东省肿瘤医院内科四病区
主任医师。

毕业于山东中医药大学中医
系，出生于中医五代世家，从事中
西医结合肿瘤临床近40年，潜心研
究呼吸、消化、淋巴、乳腺等恶性
肿瘤中西医结合治疗，突出中医

药保驾恶性肿瘤术后、放化疗后
增效减毒，有效提高患者治愈率
及生活质量。

外科：张永明

山东省肿瘤医院外科六病
区，主任医师，硕士研究生导师；
山东省抗癌协会胸部肿瘤专业委
员会常务委员；山东省医师协会
胸外科分会常务委员；山东省疼
痛研究会肿瘤精准治疗委员会副
主任委员；第一届齐鲁加速康复
外科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华
人肿瘤放射治疗协作组第一届食
管癌工作委员会委员。

长期从事胸部肿瘤外科的临
床诊治工作。积累了丰富的临床
工作经验，掌握了丰富的专业理
论知识和较高的专业技术水平。
能正确处理本专业各种疑难复杂
问题，尤其对一些疑难和少见病
例有丰富和较高的诊断治疗经
验和水平，熟练掌握肺癌隆突切
除术、支气管肺血管双成形术，
食管贲门癌根治性联合脏器切
除术，巨大纵隔肿瘤切除术等高
难度术式，对胸外科并发症如肺
栓塞、ARDS、多脏器功能不全等
危重病人的诊断和治疗有丰富的
经验，提高了手术切除率和抢救
成功率。

山东省肿瘤医院义诊专家简介

日前，临淄区初中地理举行
首次学科培训，高阳中学地理教
师王雪艳做了课堂教学经验交
流。王老师从地图出发详细分析
了在教学中如何引导学生读图、
析图、描图、绘图，精彩的交流赢
得了在场老师的赞许。（周亮）

临淄区高阳中学：

研训交流，助力成长

日前，马尚一中举行了心理
健康讲座。围绕“阳光心态与压
力释放”、“如何保持健康情绪”
等内容，从简单的生活常识入
手，以生动形象的案例，精彩的
互动，使同学们深刻领悟到心理
健康的重要性。 （房文宇）

张店区马尚一中：

举行心理健康讲座

日前，皇城一中组织了班
级拔河比赛。旨在构筑班级团
结与和谐，增强班级凝聚力，丰
富学生课余生活，打造学校蒸
蒸日上的精神氛围。据悉，该校
各级部篮球比赛、乒乓球比赛
等活动将相继展开。（李波）

临淄区皇城一中：

拔河比赛强聚力

近日，齐都镇桓公小学组织
开展了“践行核心价值观 争做
美德少年”演讲比赛活动。活动
不仅锻炼了同学们的演讲能力，
展示了他们多方面的才华，更促
进了学生自身良好品德的形成
和文明素质的提高。 (商宜强)

临淄区桓公小学：

开展争做美德少年演讲赛

近日，马桥镇北营小学组织
师生参观“马桥镇青少年思想道
德教育基地”。观看国史、党史长
廊，学习共产党榜样事迹，参观
法制教育广场。旨在教育引导青
少年在学习过程中充分发挥红
色资源的作用。（胡志强 王宁）

桓台县北营小学：

参观思想道德教育基地

日前，起凤中学科技活动小
组开展了“关注马踏湖湿地，保
护家乡水系环境”的科技实践活
动。活动形式主要是发放调查问
卷，走访考察当地水域情况，以
及采集当地水样，以便带回学校
进行水质检测。 (张久伟)

桓台县起凤中学：

开展科技实践活动

开学初，为进一步增强教师
的事业心和责任感，强化为学生
服务、为家长服务、为社会发展
服务的意识，张店特殊教育中心
学校教师郑重签订师德承诺书
和师德师风建设目标责任书，严
格要求教师。 (赵娣 翟英明)

张店特殊教育中心学校：

教师签订师德承诺书

为丰富职工文体生活，近
日，朱台镇中心小学开展了以

“我运动，我健康，我快乐”为主
题的健步走活动。活动不仅锻炼
了职工耐力和意志力，也营造了
一份健康、快乐的轻松心情，促
进了职工间的交流。 （路新）

临淄区朱台镇中心小学：

组织职工健步走活动

日前，临淄二中结合学校实
际，组织干部和教职工学习了区
委书在第33个教师节大会讲话。
旨在动员和引导学校干部、教
师，确立发展新目标，制订发展
新举措，努力创办更加优质、更
具活力的临淄新二中。（郑军）

临淄二中：

学习区委书记教师节讲话

防震演练·警钟长鸣 为
进一步提高全校师生的应急避
险能力，近日，沂源县燕崖镇中
心小学举行防震疏散实战演练
活动。 (李彩)

开展示范课活动 近日，沂
源四中组织各备课组长开展了
示范课活动。活动主要是进一步
推行该校的“六环节数字化教学
模式”。 （刘士春）

市沙排比赛获金牌 在淄
博市第十七届运动会沙滩排球
比赛中，沂源县沂河源学校男
子沙排队斩获金牌，女子代表
队勇夺第四。 （李文华）

学习感悟 分享成长 近
日，沂源县荆山路幼儿园举办
了“学习感悟 分享成长”教师
外出学习经验分享活动。旨在
促进共同提高。 (夏巧凤）

“爱心”图书捐赠 日前，乐
羊教育公益山东区负责人及社
会爱心人士到沂源县张家坡镇
流泉小学开展爱心图书捐赠活
动。 （任晓寒 宋尚建）

学生会干部竞选活动 近
日，沂源三中初中部举办了学
生会干部竞选活动。旨在提高
学生干部的管理水平，强化竞
争意识和合作意识。（江秀德）

举行课堂开放日活动 近
日，沂源县悦庄镇鲍庄小学邀
请了学生家长到校参与学校的
听课活动。进一步增强家校联
系。 (陈长波)

探索中体验快乐 日前，
沂源县悦庄镇中心幼儿园开展
了发现室探索活动。让孩子们
在操作探索中体验成长的快
乐，激发兴趣。 （郑芬菊）

拧紧校园“安全阀” 开学
初，沂源县鲁村镇徐家庄中心
学校开展学校安全隐患大检
查，力行宣传、监管、整治、落实

“安全阀”。 (孙欣)

公益行动培训座谈会 日
前，在沂源县鲁村镇政府会议室
举行了东方君基金会乡村教师
培训公益行动第一期培训座谈
会。 (鞠丽华 齐元涛)

高青县义和幼儿园：

开展爱牙护牙主题教育

国际爱牙日之际，为促进幼
儿养成爱牙护牙的好习惯，田镇
义和幼儿园开展了“我的牙齿棒
棒棒”教育活动。组织幼儿观看
视频,并通过故事、情景表演的
教育方式教育幼儿，认识到牙齿
对身体健康的重要性。 (李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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