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9日，由中国制造强国论
坛组委会、青岛双星名人集
团联合主办，中制智库承办
的“中国制造强国论坛走进
双星名人暨双星名人98周年
庆典”在青岛举行。本届论坛
以“百年双星 东方鞋王”为
主题，以主题演讲、圆桌论
坛、闭门会议、交流参观等形
式，探讨为建设制造业开放
型经济开具良药秘方，助力
企业百年大型庆典活动，共
商企业未来发展大计。

中国制造强国论坛走进
双星名人集团暨双星名人98
周年庆典(高峰论坛)上，与
会专家分别从工匠传承精
神、智能制造、传承企业家精
神展开的主题演讲。圆桌对
话环节围绕“百年双星 东
方鞋王”的主题，对话嘉宾为
百年企业双星如何探索制造
加工业更高水平的发展模式
出谋划策。

拥有近百年发展历史的
双星名人集团始于1921年，
是我国最早的民族制鞋工业
企业之一。此次中国制造强
国论坛走进双星名人，旨在
对双星的企业文化、特色管
理和双星发展模式进行深入
研究。在国际化大融合的今
天，品牌的力量被放大，民族
品牌代表了一个国家的生产
力，双星名人作为“品牌之
都”青岛市的标杆企业，更是
担负着发挥地域优势、解锁
经济发展新动能的重任。在
新时代中国迈向制造强国的
过程中，身处大变革中的双
星名人企业也将坚持“敢为
天下先”，不断创新、继续深化
改革，携手广大民族企业，助
力中国制造实现新的突破，
打造国际知名民族品牌，为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
百年品牌的力量。

(焦守广)

本报济南9月16日讯(记者
张如意 通讯员 韩青

孙浩)在中秋佳节来临之际，
济南市社会福利院又一次迎
来该院的特色活动——— 第九
届敬老活动月。12日上午，第
九届敬老活动月开幕式暨中
秋联欢会举行，来自社会各
界的爱心人士、福利院老人
代表以及福利院职员参加。

“我来到福利院已经七
年了，每年的敬老活动月我
都会参与。”今年50岁的范
正兴患有腿疾，他每年参加
最多的是唱歌、朗诵等活
动。“福利院非常替我们老
人着想，这对我们陶冶情
操，丰富精神文化有很大的
好处。”

开幕式上，多家爱心单
位为福利院老人以及智障人
员送上资金、残疾人康复器
材、月饼等，福利院为爱心企
业颁发荣誉证书。

来自山东省话剧团、省

艺术馆、济南市吕剧院等爱
心单位也给大家送来了丰富
多彩的文艺汇演。“今天给大
家表演乐器合奏很激动，敬
老爱老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
统美德，我们也会一直把这
种美德发扬传承下去。”来自
泉城义工关爱艺术团的李庭
河激动地说。

济南市社会福利院院长
刘金柱介绍，本届敬老月活
动从9月12日开始，到10月18
日结束。福利院将在敬老月
期间，陆续开展开幕式文艺
演出、爱心烘焙坊作品展、

“歌唱祖国”歌咏会、“我和我
的祖国”综合性康乐游戏比
赛，重阳节外出游玩等一系
列敬老爱老活动。“我们希望
通过敬老活动月的举办，弘
扬中华民族尊老、敬老、爱
老、助老的社会正气，加强老
年人与社会的互动联系，让
社会大众更加了解老年人，
关爱老年人。”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记者 王小蒙

只有10个月大的小心妤，
已经在山东省立医院重症监护
室待了一个多月了，她没法自
主呼吸，只能依靠呼吸机。“有
一次通过视频看到孩子，她全
身都不会动，只有眼睛能动，不
停地四处张望。”孩子的妈妈王
梅说，看到孩子眼睛到处看，她
觉得孩子一定是在找妈妈，但
是她却不能陪在她身边。

出生于1993年的王梅怀孕
时产检一切正常，孩子生下来
没多久，王梅发现孩子对声音
没反应。王梅带着孩子去当地
医院做检查，确诊小心妤属于
听力障碍。但是，残酷的病魔却
没有放过小心妤。“孩子渐渐全
身都不会动了，只能直挺挺地
躺在床上，就像木偶一样。”

心妤还总是时不时感冒。
后来，孩子四肢无力僵硬的情
况越来越严重，小心妤不能自
己抬起手，甚至也无法转头。

“有时候孩子知道我在她旁边，
但是都无法扭头看到我，只能
不停地转着眼睛。”王梅和丈夫
刘华带着孩子先后去了几家医

院，今年1月，两个多月大的小
心妤在山东省立医院被确诊为
脊髓性肌萎缩症。

这个噩耗如同晴天霹雳一
般，“这种病才万分之一的概
率，怎么就偏偏落到我孩子头
上呢？”罕见病让小心妤渐渐失
去力气，同龄孩子能做到的抬
头、翻身、坐起来等动作，她一
个都无法做到。病情还影响了
小心妤的呼吸，一次次肺炎让
她的生命岌岌可危。

目前已经住进重症监护
室，戴上呼吸机的小心妤，肌肉
每天都在萎缩，胖乎乎的她开
始瘦得皮包骨头。

医生告诉王梅，这种罕见
病并不是无法治疗，只要使用
一种药物，孩子还有机会正常
长大。不过，治疗药物的价格却
十分高昂，一支药就要几十万

元。如果不用这个药，孩子可能
会反复肺炎，最后因呼吸衰竭
而死。

尽管已经债台高筑，但是
王梅仍然不想放弃。“把孩子抱
在怀里，看到她看我的那种依
恋的眼神，我就下决心，只要孩
子还有一线希望，我就要给她
治下去。”王梅说。

为了帮助像心妤这样突遭
大病的家庭，齐鲁晚报联合水
滴筹等公益组织设立了齐鲁个
人大病求助平台。有需要的大
病患者家庭可通过平台寻求帮
助，也可通过平台向有需要的
家庭伸出援手。

如果您愿意向小心妤伸出
援手，可以扫描二维码查看详
情，并献出您的爱心。如果您也
有类似求助需求，也可拨打平
台热线咨询。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记者 焦守广
通讯员 曹传兵

患者大面积肺栓
塞，栓子取出两纸杯

熟悉胡华的人都知道，她
一直保持严谨慎微的工作态
度，就诊患者任何细微的症状
都逃不过她的“火眼金睛”。

2003年SARS流行，当时作为
结核科主任，胡华主动请缨，抗
击“非典”。有一天，胡华接到一名
结核感染休克的病人。“不像结
核，又不像SARS，看上去肺纹理
很稀疏很少。”在仔细查看病人

的片子后，结合病人胸闷、憋气
及休克等症状，“肺栓塞”三个字
涌上胡华心头。检查结果印证了
胡华的猜想，患者肺部出现大面
积栓塞，胡华和同事为这名患者
做介入溶栓，由于血栓太硬，介
入针头都被挡了回来。胡华告诉
患者家属继续内科治疗死路一
条，如果外科手术取栓，则尚有
50%的希望。经过外科手术，胡华
的外科同事在这名患者肺部取
出的血栓栓子，足足盛满两个一
次性纸杯。

危急关头，正是凭借胡华准
确的判断，救了这名患者一命。

“假如我是一个病人”

2005年9月，胡华从结核科
转入呼吸科担任主任。“当时真
可谓是从零开始。”胡华告诉记
者，当时医院有两个呼吸病房共
60张床位，在床病人仅21人，床
位利用率不足50%。

胡华从病房管理规范化入
手，全面提升科室医护人员业
务水平，呼吸科就诊病人迅猛
增长，由起初2005年在呼吸科
普通病房用有创呼吸机抢救危
重病人开始到2006年就成立了
呼吸RICU病房，呼吸科的在床
病人逐渐增加到目前的300人。

胡华作为呼吸科带头人，
带出了一支有向心力、凝聚力、
创造力的呼吸科团队。山东省
胸科医院呼吸科也一跃成为呼

吸病治疗领域的权威，被评为
山东省临床重点专科团队，医
院重点科室。作为PCCM专修
基地，呼吸介入、呼吸RICU的
单修基地，2018年山东省胸科
医院在胡华牵头下，被评为国
家PCCM规范化建设项目优秀
单位，标志着山东省胸科医院
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的建设已
步入了国家优秀学科建设行
列。同年，胡华与其他9位同事
共同获评山东省胸科医院首届

“十大名医”，成为省胸科医院
的专家品牌之一。

从医35年以来，胡华时刻
牢记着职业赋予她的使命，一
直以“假如我是一个病人”的设
想去指导自己的言行。

山东省胸科医院呼吸科主任胡华：

练练就就诊诊断断呼呼吸吸疾疾病病的的““火火眼眼金金睛睛””

我我献献血血
我我快快乐乐 9 月 1 1

日，济南热力
集团有限公
司举办无偿
献血公益活

动。天气虽然很冷，中间还下
起了雨，但依旧抵挡不住济
南热力集团有限公司员工奉
献爱心的热情。当天献血活
动共有130人参加，献血量高
达41000ML。此次无偿献血活
动不仅汇聚了热力人的浓浓
爱心，更体现了热力人主动
承担社会责任、奉献社会的
文化内涵。

(通讯员 韩京华)

济济南南市市社社会会福福利利院院
第第九九届届敬敬老老活活动动月月开开幕幕

中中国国制制造造强强国国论论坛坛
走走进进双双星星名名人人

2000多年前“医学之父”希波克拉底曾说，医生要一视同仁，为患者谋幸福。这句话放到
2000多年后的今天，仍是衡量医生的道德尺度。从医35年来，胡华一直以“假如我是一个病人”
的设想去指导自己的言行。

专家简介：胡华，呼吸与危重
症医学科主任兼一病区主任，
主任医师二级岗，知名专家，
被省政府授予二等功，获国
家、省级优秀科技工作者荣誉
称号，获省科技进步奖一项。
擅长：对各种肺部疾病的诊
断、鉴别诊断及治疗具有独到
之处。谙熟疑难、危重肺部疾
病的抢救、诊疗，尤其对肺部
感染性疾病、胸部恶性肿瘤、
慢性阻塞性肺病、呼吸衰竭、
大咯血、肺栓塞、重大传染病
如H1N1/H7N9等疾病的诊治。

全全身身不不会会动动，，1100月月大大女女婴婴就就像像软软面面条条
救命药几十万一支，家里债台高筑无力负担

胸胸医医名名家家

10个月大的小心妤来自临沂市沂水县。她在两个月大的时候，被确诊为脊
髓性肌萎缩症。这种罕见病导致她不会动，只能像木偶一样躺在床上，连头都
没法抬。“不管怎么样，都不会放弃孩子。”心妤妈妈王梅说，只要还有一线希
望，她都会拼尽一切去救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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