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只是干活时不小心被木头
把柄上的刺儿扎了一下，没想
到却连续感染流脓，明明是个
小病，却反反复复治了一年，最
终不但没有治愈，连前臂手腕
处都被感染了。近日，一名手指
和前臂有三处流脓的患者来到
了世博高新医院。

据患者王老汉介绍，2017
年4月份，他在家干农活的时
候，被铁锹的木头把柄上的刺
儿给扎了一下。“你看，就扎在
左手中指这个第二指节上了。
一开始我还没在意。干粗活嘛，
磕磕碰碰很正常。只是被扎了
一下，挑出刺儿来行了。以前干
活被刺儿扎了都是这么弄的。”
王老汉说道。然而这次却不像
以前那样很快就愈合了。“没过
多久，被刺的这个伤口就开始
发炎、化脓，我自己清洗消毒也

不见好。后来就去医院，医生也
给消毒，还给切开创口将脓引
流出来，又给我开了抗生素。但
是都没有效果。”王老汉说道。
据悉，王老汉多次去医院就诊，
反反复复仍没有效果，伤口隔
几天就化脓。

令王老汉更揪心的是，手
指受伤半年后，不仅手指创口
化脓，连带的前臂手腕处也有
了两个直径两公分的创口，每
过一两个星期，前臂创口就会
化脓。“这可吓死我了，这一个
小毛病咋治了这么久没有效
果，到底咋回事啊？”受伤口化
脓影响，王老汉也干不了活，生
活和工作都受到了影响。后来，
听说世博高新医院每周都有北
京、济南等大城市的专家坐诊，
说不定见过这种“疑难杂症”。
于是，在朋友的建议下，今年五

月份，王老汉来到世博高新医
院就诊。

世博高新医院骨科临床医
学中心的徐兴臣主任接诊了患
者。了解了王老汉的治疗过程
后，骨科临床医学中心的医疗
团队为王老汉进行了会诊，怀
疑是罕见的结核杆菌感染。随
后徐兴臣要求为患者进行伤口
分泌物检测。最后结果显示，抗
酸染色阳性，果然是结核杆菌
感染，确诊王老汉是患了皮肤
结核病。“我听说过有肺结核，
还没有听说过皮肤结核病。”患
者王老汉说道。

据徐兴臣介绍，结核杆菌
感染导致的病有肺结核、骨结
核、皮肤结核等。“常见的是肺
结核，皮肤结核感染确实很少
见，一般临床的医生如果没有
见过，没有经验，可能就想不到

结核杆菌是病因。只要找到了
病因，治疗就容易了。”徐兴臣
说道。此后，徐兴臣为患者制定
了抗结核治疗方案，通过口服
治疗结核病的药物，患者王先
生手指创口很快就不再流脓
了。王先生激动得不能自已，他
对徐兴臣说，“谢谢大夫，谢谢
你们，这个小毛病困扰了我一

年啊，啥也干不了。没花多少钱
就把病治愈了，太谢谢你们
了。”

徐兴臣主任提醒，生活中，
被木刺扎一下是很常见的事
情，但不要大意。如果不严重的
话，可用双氧水等进行消毒无
菌处理；严重或者有条件的话，
可到医院就诊。

被刺儿扎一下竟流一年脓

罕罕见见皮皮肤肤结结核核病病难难坏坏王王老老汉汉

徐兴臣、男、48岁，1993
年毕业于吉林医学院，中华
医协会会员，淄博市康复医
学会委员，在中国解放军第
八十九医院进修创伤骨科和
显微外科，上海第六人民医
院进修创伤骨科，在《骨与关
节损伤》，《中国手外科杂
志》、《中国矫形外科杂志》等
国家级杂志发表文章6篇，参
与肱骨自动加压髓内钉的设
计和应用科研课题，并获得

山东省煤管局科技进步三等
奖，发明专利5项。

从事创伤骨科、显微外
科、手外科工作22年，擅长于
创伤骨科，关节外科，显微外
科，手足外科疾病的诊治，尤
其是在创伤骨科，显微外科，
手足外科疾病诊治达国内领
先水平。在治疗骨髓炎方面
有丰富的临床经验。

承行医理念：普施仁术、
精诚至爱

世博高新医院骨科专业
是世博高新医院重点建设的
学科。从做常规骨科手术发展
至人工关节置换、关节镜、脊
柱复杂手术、足踝外科矫形
术、显微外科手术，形成了一
整套科学严谨的诊疗常规及
操作规程，以良好的预后效
果、周到细致的医疗服务、人
性化的医疗价格去赢得经治
患者的信任和好评。

组成与特色：目前世博
高新医院骨科专业组分为关
节组、脊柱组、骨创和手足外

科三个组，由1名主任医师、1
名副主任医师、2名主治医
师、2名住院医师组成，是一
个具有良好专业素质协作团
队，在骨病(颈、腰椎病变、各
型关节病变、骨髓炎等)及复
杂创伤、足踝病变和手外科
疾患的诊断治疗方面积累了
丰富的经验，尤其是针对颈、
腰椎病变、各型膝关节炎，显
微外科方面处于鲁中地区领
先水平。

专业组带头人均具备骨
科传统三甲医院进修学习经

历，并定期参加本市及全国
骨科专业学习交流研讨活
动，具备及时掌握本专业前
沿发展、新动向的能力，积极
创新，与时俱进。

世博高新医院率先引进
了进口计算机导航设备指导
手术，使手术创伤减小，手术
的准确性极大的提高。科室
还配备进口关节镜、椎间盘
镜、显微镜、进口C-型臂X线
透视机、进口骨科动力系统
等先进的手术设备。保障骨
科手术安全有效地进行。

个人简介
骨骨科科临临床床医医学学中中心心简简介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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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7月24日讯(记者 马
玉姝) 24日，记者从淄博市人
社部门获悉，为规范企业裁员
行为，维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淄博市人社部门制定公布了

《关于进一步规范用人单位裁
减人员有关问题的通知》(以下
简称《通知》)。

据市人社局失业保险科
工作人员介绍，市人社部门
根据《劳动合同法规定》，对

原文件中不得裁减人员的规
定做出了调整，取消“夫妻双
方在同一用人单位工作，应
当留用的一方”。此外，增加

“一次性裁减超过50人以上，
需提前通知当地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部门”的规定，人社
部门能够及时掌握用人单位
大规模人员变动情况，及时
采取措施预防规模性失业情
况的发生。记者了解到，在企

业上报的相关材料中，“工会
或职工代表对裁减人员的意
见”并入“裁减人员情况报
告”，裁员企业将不再单独上
交书面意见材料。

按照《通知》要求，根据
放管服改革政策规定，为进
一步提高办事效率，为企业
提供更加便捷高效的服务，
有以下两种情形之一的用人
单位：用人单位总用工数量

不足20人，且一次性减员人数
不足10人的；用人单位要求职
工将劳动关系转移到另一用
人单位，并合并计算职工工
作年限，接续缴纳职工社会
保险，且能提供接收单位同
意接收证明的，裁减人员可
不办理《裁减人员方案》报
告，直接办理解除劳动合同
备案手续。

此外，该《通知》补充了

《劳动合同法》第四十一条，
符合以下条件的用人单位可
以裁减人员：依照企业破产
法规定进行重整的；生产经
营发生严重困难的；企业转
产、重大技术革新或者经营
方式调整，经变更劳动合同
后，仍需裁减人员的；其他因
劳动合同订立时所依据的客
观经济情况发生重大变化，
致使劳动合同无法履行的。

本报7月24日讯(记者 巩
悦悦 李洋) 受台风“安比”
影响，23日7时～7月24日7时，
淄博市平均降雨62毫米，其中
降雨最大点在沂源县三岔站，
平均降雨量为162毫米，其次
为淄川区峨庄站141 . 5毫米。受
台风影响，淄博市部分区县玉
米出现不同程度倒伏。

据淄博市农机站工作人
员介绍，经统计，全市共有
15 . 7万亩玉米发生倒伏，除玉
米外，有0 . 2万亩黄烟受到损
失。

24日一早，高青县青城镇
莲花池村一村民说：“昨天一
场大风，将村里不少玉米吹倒
了。我家玉米受损情况还不算

严重，地邻种植的三亩多玉
米，直接从根部发生倒伏了。”

记者从淄博市农机站获
悉，受灾玉米要根据实际情况
及时采取补救措施，加强田间
管理，减灾保产。对此，淄博市
农机站工作人员建议农户，应
及时排除田间积水预防渍涝
发生。

“倒伏较轻的玉米不用
扶，植株自身调节能力强，随
着植株的生长，中上部会恢
复直立状态。对于倒伏严重
的玉米，必须在暴风雨后2天
内扶起。”淄博市农机站负责
玉米生产的李女士说，发生
玉米倒伏后，农户要及时中
耕松土、补肥，还应注意防治

病虫害。
省气象台于24日16时发

布高温橙色预警信号：预计25
日白天，包括淄博在内的多个
地市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将超
过37℃，局部可达40℃。

据淄博市气象台预报未
来五天天气情况如下：25日，
晴间多云，南风3～4级，气温
27～36℃；26日，多云转阴有雷
阵雨，南风转北风3～4级，雷
雨时阵风7～8级，气温2 7～
34℃；27日，阴有雷阵雨转多
云，北风3～4级，雷雨时阵风7
～8级，气温25～31℃；28日，多
云，北风转南风2～3级，气温
25～32℃；29日，多云间晴，南
风2～3级，气温25～34℃。

本报7月24日讯(记者 罗
静) 近日，淄博市房管局发布

《关于进一步明确商品房预售
许可工程形象进度要求的通
知》。根据《通知》，多层建筑(6
层以下，含6层)主体结构达不
到总层数的二分之一以上不可
预售。

为进一步规范商品房预售
管理，积极落实房地产市场调控
政策，促进全市房地产市场平稳
健康发展，近日，淄博市房管局
明确了商品房预售许可的最低
规模和工程形象进度要求。

投资比例需达到25%以上。
根据《城市商品房预售管理办
法》(建设部令第131号)、《山东省
商品房销售条例》规定，按提供

预售的商品房计算，投入开发建
设的资金应达到工程建设总投
资的25%以上。预售许可的最低
规模不得小于栋，不得分层、分
单元办理预售许可证。

针对预售的商品房形象进
度也有明确要求。多层建筑(6层
以下，含6层)主体结构达到总层
数的二分之一以上；小高层、高
层建筑(6层以上)主体结构达到
总层数的三分之一以上。计算
形象进度时，主体结构中地下
部分作为自然层计入总层数。

该标准自《通知》印发之日
7月16日起施行，凡未取得商品
房预售许可的房地产开发项目
(含分期开发项目)均按本通知
执行。

淄博进一步规范企业裁员行为，维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一一次次性性裁裁员员超超5500人人需需通通知知人人社社部部门门

台台风风过过境境，，淄淄博博1155..77万万亩亩玉玉米米倒倒伏伏
高温“卷土重来”，明后天或有雷阵雨

淄博进一步规范商品房预售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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