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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挥妇幼公共卫生职能

加强妇幼全生命

周期健康管理

“在全市进入常态化疫情防
控阶段后，医院作为妇幼保健机
构，充分发挥公共卫生职能，迅
速转入到恢复医疗秩序、加快业
务发展中来。”张立新介绍，医院
通过进一步完善妇幼卫生信息
系统，提高全市妇幼卫生信息质
量；牵头成立全市出生缺陷防控
多学科联合委员会，加强出生缺
陷综合防治工作；围绕孕产保
健、妇女保健、儿童保健三大部
建设，加强保健与业务融合发展
等多方面举措，快速恢复正常发
展秩序。

落到实际，医院从推动建立
以“保健”为枢纽带动亚专科高质
量发展服务模式；推动各区县妇
幼保健机构加快建设儿童耳鼻咽
喉保健特色门诊步伐等方面，以
保健为引领，推动医院高质量发
展。

同时，为满足全市妇女、儿童
多元化健康需求，协助市卫生健
康委制定全市产前筛查、产前诊
断、新筛惠民项目方案、城乡适龄
妇女“两癌”免费检查项目实施方
案、妇幼全生命周期健康管理等
方案，认真履行全市妇幼公共卫
生职能。

此外，医院牵头成立了中国
妇幼保健协会耳鼻咽喉疾病防治
专业委员会，当选为主委单位；并
早在2014年牵头成立淄博市妇幼
保健协会，搭建交流平台，推动全
市妇幼健康发展，充分发挥妇幼
保健协会作用。

启动“全生命周期健康教育
学校”也是医院工作一大亮点，按
照不同专业在院内不同区域设置
7个专业学校，来普及健康科学知
识，引导公众形成健康的行为和
生活方式。

学科建设助推

打造区域医疗高地

人才是医院存在与发展的重
要资源，学科建设则是聚才、汇才
最有效的方式。

2022年是淄博市“品质提升
年”，是淄博市妇幼保健院的“学
科建设年”，也是医院建院六十
周年。在此关键之年，医院围绕
打造区域医疗高地，积极推进学
科建设。“以期形成人人渴望成
才，人人努力成才、人人皆可成
才、人人尽展其才的良好局面，
早日实现人才强院的战略目标，
推动医疗高质量发展的同时，助
力淄博‘病有良医’高品质医疗
建设。”站在全局大背景下，张立

新他们目标明确。
据介绍，淄博市妇幼保健院

关注亚专科建设与发展，切实推
动各学科全面提升，扩大学科影
响力及辐射力。并大力开展新技
术、新业务，通过多学科的协作治
疗，共同攻克疑难杂症。

其中，产科积极推广无痛分
娩适宜技术，助力自然分娩更高
效；新生儿科成功救治最小早产
儿体重680g，危重患儿抢救成功
率达98%以上；妇科不断提升业
务水平，实现微创精细化，全年微
创手术占95%以上。

据统计，目前，淄博市妇幼保
健院共拥有1个省级重点学科、1
个省级保健特色专科、6个市级重
点学科、6个市级临床精品特色专
科和10个市级质控中心，形成了
多层次的学科建设架构。

全力打造“四个融合”

提升党建规范化建设水平

近年来，医院坚持党的建设

与医院发展同心同向、同频共振、
同抓共管，全力打造“四个融合”，
同向发力、落实突破，不断提升党
建规范化建设水平。

坚持“双带头”“双培养”机
制，创新建立党员联系职工六级
网格化工作机制，盘活党建-业
务“一张网”，实现党建与业务融
合；探索党建和现代化医院管理
深度融合的具体举措，推行党支
部评星定级管理，实现党建与现
代化医院管理融合；与淄博17个
单位党组织签约共建，积极开展

“我为群众办实事”活动，优化就
医流程17项，建立6个杏林驿站、9
个名医基层工作站，同时推动优
质医疗资源向基层倾斜，实现党
建与区域党建融合；深耕党建文
化建设，打造医院党建廉政文化
长廊，线上线下加强党员教育管
理，进一步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增强凝聚力、向心力和创造
力，实现党建与精神文明建设融
合。

张立新表示，未来，淄博市
妇幼保健院将以国家妇幼保健
机构绩效考核为指挥棒，继续推
进多学科集群建设和MDT诊疗
模式，加速互联网+医疗发展，为
实现医院高质量发展提供新动
能。

初心不改护健康，打造妇幼医疗健康新高地
——— 专访淄博市妇幼保健院党委书记张立新

守望花开，不负重托。
淄博市妇幼保健院始建于1962年，1997年被原国家卫生部

评为全国第五家、山东省第一家三级甲等妇幼保健院；淄博市
唯一一家开展试管婴儿技术的医疗机构……2022年是淄博市
妇幼保健院建院六十周年，这一个个象征着里程碑的名片也刻
在了这家医院六十年所经历的栉风沐雨中。

“医院将继续秉承‘一切为了妇女儿童健康’的初心理念，
进一步提升医疗服务能力与水平，助力淄博高品质医疗民生建
设，为健康淄博建设谱写新的篇章。”谈及医院的未来，淄博市
妇幼保健院党委书记张立新做客《医心向党·筑梦访谈》节目时
坚定的话语，便是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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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秦聪聪

2010年夏天，61岁的赵京
山被检查出食管癌，且被告知
没法手术治疗。好在，他没有放
弃希望，积极生活、积极治疗，
如今，已经安然走过十二年时
间。

他说，得了这个病，就得面
对现实，乐观生活。

食管癌的阴影

憋喘的症状经过治疗逐渐
消失了，赵京山听着窗外哗啦
啦的雨声，有点睡不着。

“咱明天就办出院回家吧，
雨这么大，河里该有不少大鱼
呢！”想想去年雨后从河里捞的
三桶鱼，赵京山抬手拍了拍身
边陪床的儿子。

睡眼朦胧中醒来，看着眼
前有些兴奋的老父亲，赵先生

忍俊不禁。谁能想到，12年前的
这时候，老爷子曾被食管癌折
磨得茶饭不思呢！

时间回到2010年，赵京山
总感觉吃东西吞咽时嗓子眼里
有东西。一开始，他还试着清清
嗓子，但这并不管用，情况还越
来越严重。时间长了，家人开始
担心了：“咱去医院看看吧？”

去了莱芜当地的医院，拿
到结果的那一刻，赵先生感觉
天塌了。

是食管癌，且有两个直径七
八厘米的病灶，医生不建议手术，
因为手术要切除的范围太大了。

赵京山被带到医院，三次
化疗之后，原本性格乐观的他

“蔫”了下来。
“太难受了，我不想治了。”

赵京山无力地躺在病床上，态
度却异常坚定。

无奈之下，家人把他接出
了院。可那毕竟是癌，怎么能说
不治疗就不治疗了呢。赵先生
四处打听，想试试中医药治疗。

那年秋天，赵京山到济南
华圣医院开中药服用。前前后
后吃了一百多副药，因为没有
明显不适，也就不再琢磨肿瘤
的事儿，也没再去医院复查。直
到2014年查体做内镜检查，医
生给出的报告中只有“胃炎”的
提示。

生活在阳光里

日子一天天过去，三年、五
年、八年、十年……赵京山活成

了四里八乡的一位“传奇”人物，
常有人来打听他的抗癌秘诀。

“有些人得了癌，很避讳这
个词、这件事，但是，没有必要去
隐瞒。咱得了这个病，咱就得面
对现实！”赵京山的话很敞亮，就
像他过的日子一样很敞亮。

赵京山从没有把自己困在
生病这件事里。每天早上四五
点钟起床，晚上十点睡觉，身上
感觉不难受了，闲不住的赵京
山就出去找活儿了。

周边村里有流转的土地，
用做松树的种植，赵京山近些
年，就在这松林里干活。

“天南地北，可是跑了不
少地方。”赵京山说，哪里订了
树，他们就一起把树送过去，
然后帮他们栽好，虽然六七十
岁的年纪，但干活依然是一把
好手。

最近体检，赵京山被发现
肿瘤有复发的迹象。化疗两次
之后进行放疗，结果导致了间
质性肺炎。每天吸着氧气，依然
感觉憋得喘不过气，睡不着觉，
也没法平躺。

他又想到了吃中药。当然，
这次也没让他失望。

一段时间的治疗之后，赵
京山的脸色红润了起来，一顿
饭两个大馒头，还需要吃点肉

“垫”肚子，不然太容易饿。这
不，“扔掉”了氧气瓶的他，又开
始惦记雨后的蘑菇和河里的
鱼。

“我觉得过去这一次，再活
十二年没问题！”赵京山说。

抗癌明星·抗癌12年，
他的秘诀是面对现实、乐观生活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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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进一步做好青少年毒品预防教育工作，让禁毒宣传“护航”学生欢
乐暑假，济南市公安局槐荫区分局组织培新小学师生、蚂蚁力量儿童义
工团走进槐荫区禁毒教育展览馆、济南市槐荫区道德街街道社戒社康办
公室、禁毒广场开展首批暑期禁毒系列实践活动后，又迎来了外海中学
小学部等第二批学生走进禁毒展览馆参观。

7月2 6日，中国老年大学标准化建设工作首期培训班暨
《中国老年大学标准示范校》认证启动仪式在济南举办。本
次培训班旨在适应党和国家为积极应对老龄化、对老年大
学健康发展的需求，是中国老年大学规范化、高质量发展
的需要，也是推进中国老年大学建设的重大举措。

中国老年大学协会常务副会长刁海峰发表致辞。他
说，发展老年教育是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实现教育现
代化、建设学习型社会的重要举措。随着我国人口老龄
化进程，将会有越来越多的老年人进入老年大学或老年
教育机构学习，老年教育要持续深入发展必须加强标准
化建设。

中国老年大学协会副会长杜英杰受山东省委组织部
副部长、省委老干部局局长刘国伟委托发表致辞。他着重
介绍了近年来山东省在推动老年教育立法工作和五级老
年教育办学网络建设等方面取得的优异成绩。他祝愿此次
培训班顺利完成既定程序、达到预期效果，为推进全国老
年大学建设与管理更科学、更统一、更规范奠定坚实基础！

出席会议的领导共同按下启动球，标志着中国老年大
学标准示范校认证工作正式启动。协会团标委副主任周岭
介绍了团标委的职责和示范校建设的重要意义。26日下午，
与会代表还参观了山东老年大学和中国老年教育史料馆。

根据培训日程，启动仪式后，协会领导和专家就《中国
老年大学标准示范校》编制情况做详细说明，并围绕行政
管理、党建与文化、教学及师资管理、办学条件和学术科研
等就标准示范校评价指标进行讲解和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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