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就在不久前，一位患者以
一种奇怪的姿势来到世博高新
医院就诊：患者坐在轮椅上，左
脚高高举过头顶，而病人就用
力地抱住这只脚。原来，家住东
营的赵先生半年前患上了下肢
肉瘤，足部被侵蚀腐烂，疼痛难
忍。在世博高新医院接受了射
波刀治疗后，疼痛大大减轻，提
高了病人的生活质量。

患上肉瘤

男子遭剧痛折磨

赵先生来到医院肿瘤临
床医学中心就诊后，医生为
他进行了详细的检查，确诊
赵先生患上的是转移性血管
肉瘤。“患者每次发作都会有
剧烈疼痛，常常是大汗淋漓，
连 床 上 铺 的 被 褥 都 被 浸 透
了，止痛药都不起作用。”医
院肿瘤一科主任张晓莉向记
者介绍。患者之前也曾经去
过许多家医院，但因为肉瘤
已经转移至髋部淋巴结和腹
股沟淋巴结，常规的截肢治
疗已经无法实施，化疗效果

也不尽人意。后来赵先生听
说世博高新医院拥有先进的
大型肿瘤治疗设备，有不少
患者都在这里得到了比较满
意的治疗结果。于是，他在家
人的陪同下来到世博高新医
院。

射波刀治疗

患者终于睡好觉

经过检查和诊断，张晓
莉主任决定用射波刀为赵先
生进行治疗。据了解，射波刀

又称“立体定位射波手术平
台”，是全球最新型的全身立
体定位肿瘤放射外科治疗设
备，是非流血的外科治疗方
法。它可治疗全身各部位的
肿瘤，只需数次的照射，即可
杀死肿瘤组织细胞，第五代
射波刀在图像引导下、计算
机控制机器人操纵加速器实
时动态追踪肿瘤，高精度、大
剂量直接摧毁全身各部位的
肿瘤。

经过了1个疗程的射波刀
治疗，肿瘤立即得到了控制，病

灶明显缩小，更让他惊喜的是，
在做到第3次治疗时，赵先生就
明显感觉到，之前困扰他已久
的剧痛明显减轻了，这让他惊
叹不已。原来，自从患上肉瘤，
赵先生常常被疼痛折磨得无法
入睡，现在经过治疗，半年来，
他头一次睡了个好觉。治疗结
束后，赵先生的病情有了更加
直观的改善，左脚腐烂部位脱
落，原本长满了大包的左腿能
够活动自如，疼痛也消失了。目
前赵先生已经出院回家，接下
来，还将接受下一步的治疗。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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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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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博高新医院是山东省肿
瘤医院合作医院。山东省肿瘤

医院派专家团队到世博高新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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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在肿瘤义诊期
间，乙肝五项定量检测、肿瘤标
记物筛查、呼吸系统肺肿瘤标
记物、肝癌肿瘤标记物筛查、消

化系统肿瘤标记物筛查全部6
折优惠。

目前省肿瘤医院专家团
队已在世博高新医院举行了
多次义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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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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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男男子子患患肉肉瘤瘤 足足部部遭遭侵侵蚀蚀疼疼痛痛难难忍忍
世博高新医院射波刀治疗 缓解疼痛睡好觉

省省肿肿瘤瘤医医院院专专家家明明后后天天淄淄博博义义诊诊
免挂号费专家费 涵盖肿瘤外科内科放疗影像等专业 肿瘤标记物筛查6折优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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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6月28日讯(记者 马
玉姝 通讯员 路春菲) 兴
趣是最好的老师，而把兴趣转
变成事业却并不容易。因为热
爱街舞，临淄青年王凯放弃了
打拼三年的零售行业，走上了
舞蹈培训创业的道路。

2011年，大学毕业后，王凯
在莱芜某大型零售商超工作，一
年半后成为运动休闲部经理，负
责运动休闲品牌的销售。高强度
的工作时间让他逐渐感到疲惫，

于是萌生了返乡创业的念头。
2015年，王凯回到临淄，寻

找创业之路。王凯第一个想到
的就是街舞。他早在2006年，就
爱上了街舞。2015年9月，王凯
接手朋友的一家街舞馆，开始
创业之路。开舞蹈教室，房租、
装修和水电这些固定成本成了
最大的难题。2016年，由于刚开
业时街舞馆知名度低，房租成
了王凯面临的资金难关。

“当时朋友向我推荐了政
府贴息贷款政策，能为创业者
提供优惠的资金支持，于是我
立刻向临淄区创业贷款担保中
心提出申请，在汇金村镇银行
贷款十万元，这才结清了房租，

度过了关键时期。”王凯说。
王凯说，创业初期都是摸

着石头过河。“吃过亏，也走过
弯路，但总的来说起步比较顺
利。”这背后，是夜以继日辛勤
的汗水。除了外出接受培训，王
凯的大部分时间都放在不断练
习上。通宵排练、学习、创编。

随着街舞馆名气越来越
大，学员也逐渐增多，小到四岁
的“萌娃”，大到40多岁的街舞
爱好者，学员的年龄段也不断
扩大。在王凯舞社前台的醒目
位置，摆放着一个玻璃柜，里面
摆满了奖杯和证书。说到这些
获奖证书，王凯的脸上充满了
自豪，这其中凝聚了他的汗水

和辛劳。王凯说，街舞跳得好不
好，练习最重要。“例如最简单
的波浪(WAVE)，一开始学会
了有人就会觉得自己做得不
错。可练习五六年后，做出来又
是一个感觉。”王凯感慨，台上
一分钟台下十年功。

王凯的舞蹈馆现在已经有
了一百多名学生。“一百名学生，
就意味着两百名家长，甚至更多
人，在关注我们。这些人各种脾
气、各种行业都有，怎样让大部
分人满意，也是个考验。”

现在王凯的舞蹈馆是国家
体育总局体操运动管理中心街
舞执行委员会评选的淄博唯一
一家三星级单位。“这只是街舞

路上的一小步，接下来我想让
街舞成为市民都能接受的一项
活动。”王凯说，下一步舞蹈馆
还要在人数、影响力和实力上
继续发展，扩大经营规模，争取
在全市街舞少年中树立最专业
的形象。

相关链接：
淄博市人社局创业贷款担

保中心联系方式：张店昌国西
路88号陶瓷科技城会展中心
2017房间，3189111；张店区创业
贷款担保中心：新村路99号，电
话5207990。

临淄区创业贷款担保中
心：临淄人民路 7 8 6号，电话
7315188。

本报6月28日讯(记者 胡
泉) 28日，淄博市食品药品监
督管理局开展了“市民开放日”
活动。记者从活动中获悉，今年
1-5月已接收投诉举报3062件，
其中食品类投诉占84 . 91%。

上午 9 时，活动正式开
始，在参观市食品药品稽查
支队的投诉举报中心时，解
说员介绍：“这里主要负责市
级12331食品药品投诉举报电
话、信件、来人来访还有来自
网站网络对食品药品投诉举
报件的接收、转办、跟踪、督

促、审核等工作，目前各区县
都设有12331电话坐席。据统
计，今年1-5月已接收投诉举报
3062件，从所有投诉来看，食品
类投诉占84 . 91%。另外，符合受
理条件的 1 4 0 2件，咨询建议
1416件，不符合受理条件的244
件。截至今年5月，全市共查处
食品药品案件849起，其中按一
般程序查处的案件667起，罚
没款金额571 . 36万元。”

在食品快检室，记者了解
到今年1-5月，淄博市监督抽检
合格率达96 . 8%。目前已经建立

了全市食品快检数据平台，在
140个单位(含所有农贸批发市
场、重点商场超市、部分学校食
堂)实现了蔬菜、肉类等食品主
要原料的实时快检。截至目前，
共收集食用农产品快检数据
60716条，检测阳性数据138条，
均进行了及时处置。

随后，参与代表参观了淄
博市食品药品稽查支队的其他
相关科室，办案中心及党建文
化长廊和廉政文化长廊。活动
中，讲解员还介绍了部分食品
药品基本鉴别方法。

本报6月28日讯(记者 胡
泉) 28日，淄博市食品药品监
督管理局召开了开放日座谈
会。会上，记者了解到，目前，全
市共登记、备案“三小”单位1 . 7
万家，登记备案率达到95%以
上。每年上千家食品“三小”单
位因不符合经营条件被依法取
缔。

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党
委书记、局长谢锡锋介绍，目前
淄博市总投资20 . 86亿元，累计
新改建了80处农贸市场。划出
了早夜市、便民点4000余处，疏
导2 . 2万余户食品小作坊、小餐
饮、食品摊点“三小”退路进场、
进店规范经营。培育小作坊集
中加工园区3处，示范点36家。

今年1-5月淄博接收食品药品投诉举报3062件，其中食品类投诉超8成

全全市市55个个月月查查处处食食品品药药品品案案884499起起
每年上千家食品“三小”单位

不符合经营条件被依法取缔

创业典型王凯把兴趣转变成事业

1166岁岁学学舞舞2266岁岁创创业业，，他他的的梦梦想想是是全全民民皆皆舞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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