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7月2 8日 (本周六 )上午，
我国著名放疗专家，现任解
放军第301医院肿瘤放射治疗
中 心 主 任 李 玉 教 授 将 来 淄
博，在世博高新医院坐诊，限
号5人，挂号费300元，有肿瘤
疾病困扰的患者，可以提前
预约，找专家诊治。

李玉教授，我国著名放

疗专家，主任医师，硕士生导
师。现任解放军第301医院肿
瘤放射治疗中心主任。曾是
3 0 2医院肿瘤放射治疗中心
主任，亚太区肝脏肿瘤射波
刀 诊 疗 研 究 与 示 范 中 心 主
任。辽宁省肿瘤放射学会名
誉主任委员、全军肿瘤放射
学会副主任委员、全军放射

肿瘤学会腹部肿瘤放射综合
治疗专业学会主任委员，北
京肿瘤放射治疗学会委员，
从事肿瘤放疗工作2 8年，肿
瘤介入工作23年，1996在全
国率先引进X刀，2010引进国
内首台G4系统射波刀。

李玉教授擅长肿瘤精确
放疗与肿瘤血管介入、非血

管介入在肿瘤内注药和栓塞
巧妙的结合(内与外结合)等
肿瘤微创综合治疗，对近年
临床推广应用的肿瘤微创靶
向治疗技术，如经皮穿刺瘤
内化疗粒子植入、瘤内放射
性粒子植入、瘤内化学药物
注射、病理组织学活检技术
(全身各部位病变)以及微波

消融治疗等有独到之处。在
应用放疗联合介入对瘤内药
物植入等综合技术治疗原发
性肝癌、胆道肿瘤、胰腺癌、
肺癌等疾病达到国内领先水
平，并有自己的独特见解。首
先在全国系统地将血管介入
与放疗结合治疗恶性实体肿
瘤。

330011医医院院肿肿瘤瘤专专家家李李玉玉教教授授周周六六坐坐诊诊
限号5人 肿瘤患者抓紧到世博高新医院看北京专家 电话2326666

近日，一名外地来淄打工
的男子被紧急送入世博高新医
院。原来这名男子右脚足背被
砸伤，肌腱外露。在没有医保的
情况下，男子要求尽量减少医
疗费用。世博高新医院徐兴臣
主任利用牵拉成皮的原理，仅
用两枚医疗常用的克氏针和两
根橡皮筋，就帮助患者愈合了
伤口。

今年43岁的刘先生从老家
湖北来到淄博一工地打工。家里
上有老、下有小的要养家糊口。
今年6月份，他在工地干活的时
候，不小心被砸伤了右脚脚背，
右脚脚背上一块长10公分、宽5
公分的皮肤都脱落了，漏出了脚
内的肌腱，就是人们常说的筋。

“长期裸露容易感染细菌，导致
伤口化脓恶化，必须尽快让伤口

愈合。”世博高新医院骨科临床
医学中心徐兴臣说道。

据徐兴臣介绍，让伤口愈
合有多种方法。最常见的就是
植皮，通过手术在身体其他部
位取一块大小相当的皮肤，再
将这块皮肤移植到脚背创面
上。在这个过程中，要保证被移
植皮肤里面的血管与脚背周边
的血管连接起来。“只有血管连
通了，血液能够循环了，这块地
方的细胞才有活力愈合。如果
血管没有接好，那么这块皮肤
也会枯萎的，细胞没有活力，伤
口也愈合不了。”徐兴臣说道，

“但是这种方法耗时长、费用
高，患者经济条件不允许。我就
考虑了另一种方案。”

据介绍，皮肤创面可使用
皮肤牵张器设备，通过牵拉力

来让伤口逐渐愈合，使用这种
设备的治疗费用是5000余元。

“光使用设备就5000多元，还不
算其他医药等费用。对这名患
者来说，也是一笔不小的支
出。”徐兴臣说道。于是，徐兴臣
潜心钻研，想尽办法为患者节
省开支。“我想可以利用皮肤牵
张器的原理，就地取材自制一
个简易‘牵引器’。”有了这个想
法后，经过与科室内其他医护
人员的反复会诊和推敲，再次
确定这个简易牵引器的有效性
和安全性。随后，徐兴臣就为患
者实施简易却不简单的治疗方
案。

两枚克氏针、两根橡皮筋，
就是制作简易牵引器的全部工
具。“克氏针通常是用来骨折后
固定的，是常见、常用的的医疗

用具，给患者打麻药后，用克氏
针穿过创口的两边，再在两根克
氏针之间套上橡皮筋。通过橡皮
筋的牵引力，使得两边的创口每
天都能对向长一点，慢慢创口就
逐渐愈合了。”据悉，经过两个月
的治疗和休养后，患者刘先生脚

背的创口已完全愈合。“这个小
简易牵引器就地取材，仅花费了
几十元的材料费，患者完全能够
承受。并且，使用牵引器，让患者
细胞自行恢复和生长，就不会有
植皮的风险，患者痛苦也小。”经
过治疗后，目前患者已康复。

两两枚枚针针两两根根皮皮筋筋制制成成简简易易牵牵引引器器
男男子子半半个个掌掌心心大大的的脚脚创创面面愈愈合合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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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期10天的“金鼎华郡杯”
2018齐鲁晚报小报童暑期营销
秀圆满落幕，在这10天的卖报
中，百余名小报童走街串巷售
报，他们从羞涩到自信，从稚嫩
到成熟，不仅感受到赚钱的辛
苦，更体谅了父母的辛劳，他们
也在这段特别的经历中收获了
快乐和成长。

本次活动招募了一百多名
孩子参加，10天共卖出报纸两
万多份，公园、商场、小区……
都有小报童的身影，他们身穿
统一服装，吸引了众多市民的
关注，成为城市一道靓丽的风
景线，也为丰富城市文化做出
了贡献。

获得本次营销秀冠军的是
马俊楠，他连续两年参加卖报活
动，从最开始的不敢开口，一步
步坚持下来，如今他已经是一名
落落大方、充满自信的“男子
汉”。而通过卖报带给他的变化，
他的妈妈更是感受深刻。“孩子
最大的变化就是变得独立了，做
作业也不用督促了，在家也会主
动帮着做家务，我们非常欣慰。”
马俊楠妈妈告诉记者。

当一次次被陌生人拒绝，当
头顶烈日坚持卖报，当一天下来
筋疲力竭第二天依然要早起，这
些对孩子都是很好的锻炼，正如
小报童李东林的妈妈所说，卖报
让孩子懂得、更经历了无论做什
么事情都不是一帆风顺，只有辛
勤努力，才有好的收获。

为让孩子们在暑假丰富社
会阅历，锻炼与人交流的能力，
培养孩子的营销意识，齐鲁晚报
将举办第二期小报童活动，“金
鼎·东柳湾杯”2018齐鲁晚报小
报童暑期营销秀即日起开始报
名，在营销秀中表现优秀的小报
童可获现金及物质奖励。

本次活动得到了金鼎·东柳
湾的大力支持。售报启动前，我
们将请专业人士对小报童进行
培训。同时本报将为每名小报童
免费提供T恤衫、太阳帽等物
品，并开设新闻专版以及在齐鲁
壹点APP设立专题，对表现优异
的小报童进行报道。活动设立
金、银、铜及优秀奖，金奖1名，奖
励现金500元，银奖2名，奖励现
金200元，铜奖2名，每人100元，优
秀奖5名，奖励精美水杯1个。每
一位坚持完成卖报任务的小报
童都可以获得“齐鲁晚报营销明
星”荣誉证书。

自2012年开始，本报小报童
暑期营销秀已成功举办六年，千
余名小报童通过体验售报，锻炼
了能力，收获了成长。

欢迎广大中小学生报名参
加，过一个不一样的暑假。

报名电话：13853379605(微
信同号)。

“金鼎华郡杯”齐鲁晚报小报童暑期营销秀圆满落幕

小小报报童童卖卖报报实实践践中中收收获获快快乐乐和和成成长长
““金金鼎鼎··东东柳柳湾湾杯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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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鼎华郡是由山东金
鼎智达集团有限公司倾力
打造的张店东城区公园生
态住区，项目坐拥百亩新华
公园，紧邻新规划的九年一
贯制学校，项目完全建成
后，将成为东城区人居升级
的标杆之作。日前，金鼎智
达集团营销经理王应涛接
受专访，对金鼎华郡进行了
详细介绍。

王应涛介绍，金鼎华郡
紧邻百亩新华公园，坐拥有
百亩天然氧吧，开窗就可欣
赏公园美景，出家门便可逛
公园，这将大大提升小区居
民幸福感。“随着张店东部化
工企业的迁出，东城环境焕

然一新，居住吸引力明显增
强。”王应涛说。

记者此前从淄博市规划
部门了解到，张店东部老城
区将新建一所九年一贯制学
校，位于东三路以西、洪沟路
以北，同时在其附近建设2所
幼儿园，这必将使张店东城
的教育资源更加丰富和均
衡，也会大大提升东城的教
育价值。

王应涛还介绍了项目的
物业服务，金鼎华郡为四星
级标准物业，能为业主提供
专业、周到、细致的亲情式服
务，封闭式管理、24小时保安
巡逻，为业主创造安全、舒
适、温馨的生活环境。

此外，万象汇、淄博商
厦等大型商超环绕，淄博市
妇幼保健院、市中西医结合
医院等医院距离较近，健康
服务全天候，项目建成后，
将成为东城区人居升级的
标杆之作。

王应涛告诉记者，金鼎
华郡二期将推出 4栋高层，
500多套房源，项目新推115-
138平方米全新三室升级钜
献，计划8月份开盘，目前接
受预约咨询。

“作为山东金鼎集团打
造的公司第一个东城区项
目，我们有信心、有责任将
最好的居住环境奉献给淄
博人民。”王应涛说。

齐鲁晚报专访山东金鼎智达营销经理王应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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