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4月29日，由淄博
世博高新医院与解放军原302
医院(肝病生物治疗研究中心)
专家联合举办的“健康零距离，
肝系你我他”——— 淄博世博高
新医院百名肝病患者大型救助
活动正式启动。该项目致力于
缓解贫困肝病患者看病贵、因
病致贫、因病返贫等问题，让广
大肝病患者充分享受到淄博世
博高新医院带来的惠泽。同时

也为饱受肝病折磨的患者提供
多种形式医疗救助，尤其是让
肝硬化、肝腹水患者能够得到
科学治疗，早日恢复健康。

据了解，与其他国家相比，
我国已成为全球肝病患病率的
第一大国，死于肝病的患者逐
年上升，肝病不仅给国家带来
巨大的经济压力，也使肝病研
究医务工作者面临重大挑战。
解放军原302医院肝病专家杜

宁主任呼吁，为了能更好的捍
卫我们自己的肝健康，每个人
都应该参与到保肝护肝的行动
中，调节好肝脏生物钟，把握养
肝最佳时机。

此次救助活动将一直持续
至2019年7月底，淄博地区的肝
病患者均可拨打救助活动办公
室热线0533-2326666申请报名，
也可以关注公众号“淄博世博
高新医院”微信报名。为做到精

准有效救助，该活动将共计筛
选出百名肝硬化患者。其中肝
硬化失代偿期入院治疗患者40
名，提供3000元健康救助金，赠
送肝病处方药物六味五灵片2
个疗程。另外招募肝功能代偿
期患者60名，提供健康救助金
1000元，赠送肝病处方药物六
味五灵片1个疗程。

为确保更多肝病患者及
早得到科学规范的治疗，淄

博世博高新医院为此次救助
活动设立了专门救助小组，
参与救助的肝病专家都是有
着从业二三十年临床经验的
肝病专家，同时也带来最新
的肝病诊疗技术，严重肝病
患者无法来医院诊治的患者
提供免费接送服务，患者转
院走302医院治疗绿色通道，
让更多的肝病患者得到科学
规范治疗。

淄博世博高新医院联合解放军原302医院共同举办

百百名名肝肝病病患患者者大大型型救救助助活活动动启启幕幕

本报讯 “今天我特意来
为李新兵主任送锦旗，现在呼
吸顺畅了，睡觉也踏实了，悬在
心 头 的 这 块 石 头 终 于 落 地
了……”出院一周后，刘女士专
门到淄博市高新区人民医院普
外科感谢李新兵主任。

43岁的刘女士在当地某三
级医院查体时被查出甲状腺肿
瘤，压迫气管。多位当地医院专
家会诊后建议她去北京301医
院治疗，本地治疗手术风险很
大。刘女士通过朋友联系北京
301医院，得知病房床位非常紧
张、需等待。自从发现长肿瘤
后，刘女士精神压力增大，随着
病情的不断发展，呼吸也越来
越困难，声音变得嘶哑，吞咽时
有阻挡感，酣睡。后来多方打
听，得知高新区人民医院普外
科主任李新兵教授可手术治疗

此病，便前来就诊。
李新兵教授从事普外工作

30余年，是淄博市甲状腺疾病
防治知名专家。他详细询问刘
女士的病史，仔细阅读CT、B超
等各项检查后，诊断是锁骨下
甲状腺肿瘤，良性可能性大，需
要手术切除。此手术虽有一定
风险和困难，但在高新区人民
医院完全可以根治，没必要去
北京治疗。李新兵教授立即组
织心胸外科、神经科、肿瘤科、
骨科等多科室的专家联合诊疗
(即MDT)，最终确定了对患者
创伤最小的手术方式，李教授
称之为“钓鱼”模式。手术由李
新兵教授带领蒋永波、薛汝健
两名主治医师共同完成，术中
发现甲状腺肿物比术前触及的
更大、更多，都在锁骨下、后方，
稍有不慎引起出血就可能危及

患者生命，李新兵教授凭借丰
富的解剖知识和娴熟的手术技
巧，按既定方案最终完成手术。
刘女士术中出血约10m1，术后
没有出现声音嘶哑、口角麻木
等并发症。返回病房后，经过医
护人员几天的精心照料，刘女
士康复出院。

另据了解，世博高新医院
是山东省一家现代化的大型三
级医院，集医疗、科研、教学、康
复等多功能为一体。2017年正
式开诊，2018年转型为非营利
性医院。2019年1月31日，淄博
高新区人民医院成立并落户世
博高新医院。目前已建设心血
管、神经、普外、肿瘤、消化、妇
产、中西医结合、骨科、泌尿外
科等临床医学中心。医院秉持
阎敬武院长提出的“一切为了
病人、生命只有一次、不惜一切

代价、托起生命太阳”的理念，
全体医护人员全心全意为广大
患者服务，组建了肿瘤、甲状腺
两个MDT团队，避免了单科抢
救的局限性，有效地发挥了各

科专家的综合抢救能力，并根
据患者病情制定了合理的诊疗
方案和最优化的治疗流程，不
但提高了患者治愈率和生存质
量，还减轻了患者的经济负担。

淄博市高新区人民医院普外科收到患者感谢锦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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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丰富校园文化，营造“多
读书、读好书、好读书”的氛围，
近日，高城学区中心小学举行
了2019年读书节启动仪式。该
校教务处马主任号召同学把握
住时间多阅读，在阅读中积累
知识，促进个人成长。(邵明国)

高青县高城学区中心小学：

举行读书节启动仪式

为确保学生身体健康，营造
健康安全的校园环境，保障学校
教育教学工作的正常开展，近
日，淄江中学开展了卫生健康教
育宣传活动。旨在，让学生了解
有关卫生健康知识，为学生的健
康成长保驾护航。 (崔敏)

临淄区淄江中学：

开展健康教育宣传活动

桓台县起凤中学：

开展传染病防治活动

为加强学生的传染病防治
教育，提高中学生安全意识，预
防中学生季节性疾病的发生。近
日，起凤中学邀请镇中心卫生院
医生到校开展了传染病防治教
育活动。倡导学生学会七步洗手
法，抵制各种不良行为。(张久伟)

为弘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
引导少先队员向上向善，近日，
杏园小学举办了“树文明新风
争做新时代好队员”雷锋小使者
暨首届雷锋文化解说员评比活
动，旨在，让文明之花开遍杏园，
让文明的种子扎根心灵。(李炜)

为丰富学生春季传染病预
防知识，增强预防意识，近日，张
店十中召开了“春季传染病预
防”主题班会。旨在，帮助学生养
成良好饮食卫生作息习惯，加强
锻炼，给学生创设一个安全健康
的学习和生活环境。 (侯忠良)

张店十中：

召开传染病预防班会

近日，花沟学区唐口小学举
办了春季运动会，针对学生实
际，比赛按照年级分组进行。据
悉，该校高度重视体育教学，严
格按照上级文件要求，开足课
时，开全课程，保证学生每天至
少1小时的体育活动时间。(李明)

高青县花沟镇唐口小学：

举办春季运动会

临淄区朱台镇中心小学：

三举措推进家校共育

本学期，朱台镇中心小学开
展了三举措推进家校共育活动。
一是高度重视，充分认识家庭教
育的重要作用；二是完善措施，
提高家庭教育工作质量和水平；
三是健全制度，全面促进家庭教
育工作科学持续发展。 (郭庆)

为加强家校联系，扫除青春
期孩子教育误区，近日，皇城一
中召开了青春期专题家长会。该
校强调了家校联系的重要性以
及青春期家长与孩子交流的必
要性，同时对父母与孩子交流的
方式和方法提出了建议。(李波)

临淄区皇城一中：

召开青春期专题家长会

劳动教育活动 近日，沂源
县张家坡镇冯家圈小学开展了

“爱劳动”主题活动。旨在，通过
卫生清理，让学生体验生活乐
趣，增强环保意识。 (沈传红)

跳绳比赛 为丰富校园文
体生活，培养学生自强进取的
拼搏精神，近日，沂源县鲁村中
学举行了“我快乐，我健康”跳
绳比赛。 (袁恒成 任德志)

中医药知识宣讲 为让学生
学习中医药知识，近日，沂源县燕
崖中学邀请县中医院志愿服务队
到校开展了中医药护理健康知识
宣讲活动。 (陈作涛 杨希艳)

举办春季运动会 日前，沂
源县历山街道办事处鲁山路小
学举办了2019年春季运动会，运
动员顽强拼搏，赛出了风格，赛
出了水平。(于红 王晗 马建军)

环境创设评比 为推进校
园文化建设，营造温馨舒适、美
观有序的生活学习环境，近日，
沂源县鲁山路幼儿园开展了班
级环境创设评比活动。(张宗叶)

读书节启动 近日，沂源三
中举行读书节启动仪式，向全体
师生发出“爱生活，爱读书”的倡
议。旨在，丰富师生的精神生活，
陶冶师生们的情操。 (江秀德)

全科阅读启动 近日，沂源
县鲁村镇中心小学举行了全科
阅读启动仪式，鼓励学生走进图
书室、走到图书角认真筛选、细
细品读经典。 (张云霞 王超)

区域走班活动 近日，沂源
县振兴路幼儿园开展了区域走
班活动，以年级组为单位，利用
年级组的力量为幼儿提供了适
合的区域材料。(张太丽 任慧)

为培养学生认真、工整、规
范的书写习惯，提高学生的作业
完成质量，发挥过程性评价对学
生发展的促进作用，近日，高青
县中心路小学开展了优秀作业
展评活动。通过榜样带动培养学
生良好的作业习惯。 (韩元素)

高青县中心路小学：

开展优秀作业展评活动

为总结前半学期工作经验，
提升学校管理水平，协调近期学
校工作，近日，张店四中召开了
中层干部专题会议。学校王锋校
长强调，毕业班工作是学校工作
的重中之重，做好毕业班工作是
当下最紧要的任务。 (崔金华)

张店四中：

召开中层干部专题会议

消防安全教育 为提升全
校师生消防安全意识，确保生
命安全，近日，沂源县沂河源学
校联合县消防支队开展了消防
安全教育活动。 (吴志鹏)

党员实践教育 近日，沂源
二中张国宝校长、刘培方书记带
领第二、第三党支部到南鲁山镇
双石屋开展“传承红色基因，提
升党性素养”实践活动。(刘念华)

张店区杏园小学：

评选雷锋小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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