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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自古以来，成年男子就被
看成家中的顶梁柱，当今社会发展进步
迅速，生活节奏也都在不断地加快与加
强，给男人带来了越来越大的生活和工
作压力，这也造成了男性健康问题越来
越凸显。9月8日，枣庄市立医院开展
了一场关爱男性健康的高端义诊。仅
当天上午，就接诊了82位患者。

8日一早，市立医院义诊现场就已
经涌入大量预约来就诊的市民。8时许，
正值挂号高峰，专家团队的到来和浓厚
的健康科普氛围立刻吸引了大量人群。
现场，专家为患者认真进行病情评估、
诊断，并详细介绍治疗和保健方法。针
对前列腺炎、男性泌尿问题等常见病、
多发病准备了丰富的科普健康知识。

记者从院方了解到，这次义诊活动
是由中国医师协会男科医师分会主办、
枣庄市立医院承办的“走进鲁南革命老
区”关注男性健康大型活动。旨在为枣
庄百姓提供近距离与国内知名专家面
对面交流的平台，达到疾病早发现、早
诊断、早治疗的目的。此次义诊的四位
专家分别是，中国医师协会男科分会会
长，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副院长，上海
交通大学泌尿外科研究所所长夏术阶
教授；中国医师协会男科分会副会长，
山东省医师协会泌尿外科分会主任委
员，山东省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院长赵
升田教授；中华医学会泌尿外科分会国
际交流委员会委员，上海市第一人民医
院泌尿外科临床医学中心副主任韩邦
旻教授；中华医学会男科学分会男性生
殖与不育学组委员，山东省医师协会泌
尿外科分会男科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
山东大学第二医院泌尿男科副主任袁
明振教授。

“我们邀请到了全国顶级的专家，
来为枣庄地区的病人提供医疗服务。
通过这次活动，我们搭建了一个共同学
习交流的平台。通过互联网查房、专家
义诊坐诊，来相互学习交流，共享先进
的医疗知识，从而提高枣庄市立医院泌
尿外科的医疗水平，更好地为病人服
务，造福当地百姓。”市立医院泌尿外科
主任高建国向记者介绍。

义诊中，前来咨询的群众接连不
断，其中有青年男性、老年男性，来往的
患者不乏亲属陪同，甚至还有一些女同
志也为自己的男性亲属进行了相关咨
询。这些说明了社会发展和大众健康
意识的提高，也表明人们对男性健康问
题更为关注。

市中区光明园小区的宋先生说：
“经过今天专家大夫们的答疑解惑，我
也了解了最近身体出现的一些问题。
下一步也知道怎么保健和治疗，不仅自
己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也给家人吃了
一颗定心丸。十分感谢咱市立医院组
织的这次义诊活动。”采访过程中，其他
前来就诊的市民也表示希望多举办此
类义诊活动。市民李先生说：“这样的
义诊活动，让市民免去到外地医院就医
的奔波之苦，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国家
顶级专家的专业治疗。”

“这次枣庄市立医院与中国医师协
会男科医师分会联合举办的大型义诊
活动，把全国顶级的专家请到枣庄来，
为枣庄的老百姓提供诊疗服务，这是我
们医院服务百姓，提高学科建设的重要
手段。自公立医院改革以来，市立医院
狠抓学科建设，努力提高学科水平和服
务质量。仅今年上半年，市立医院就诊
量增加了 40%，高难度手术量增加了

61%，这些成绩的取得和我们加强学科
建设，做好学科战略规划是密切相关
的。”市立医院院长张令刚表示，“下一
步，我们将加强与全国顶级医疗机构、学
术机构以及学会、协会等联系，把全国最
好的专家请到枣庄来，为枣庄人民服
务。同时，我们也把优秀的学科人才、优
秀的中青年骨干派到国外去进修学习，
进一步提升市立医院的医疗水平，为当
地百姓提供更加优质的医疗服务。”

对于此次关爱男性健康高端义诊
活动为何定在枣庄市立医院，赵升田教
授表示，“这次我们之所以把义诊的地
点定在了枣庄，是因为我们和枣庄的医
院、医生同行多有交流，比较熟悉，而且
枣庄也是革命老区，我们也要多关注。
此次前来，主要是看看当地百姓对我们
这个行业有哪些需求，而且和同行能有

所学习交流，今后在服务方面、技术层
面能提供哪些帮助。”此外，赵升田教授
也对枣庄市立医院的男科专业技术以
及医疗设备水平给予了充分肯定。

义诊结束后，夏术阶教授告诉记
者：“这次活动之后，我们要建立一个长
效机制，对此我们和张令刚院长进行了
沟通，比如可以建立一个培训学院，我
们组织技术骨干定期来枣庄市立医院。
通过远程会诊、远程医疗，和当地的医
生共同交流、共同进步，一起进行疑难
病的讨论、诊治。如果一些病人需要我
们过来做手术，我们可以过来为患者手
术治疗。一些病人需要到北京、上海、济
南去治疗，我们的团队可以提供优质的
服务。总而言之，通过多种方式，为枣庄
百姓多做些实事。”
（记者 刘一单 苏羽/文 赵宁/图）

全国知名专家受热捧

市立医院举办关爱男性健康高端义诊活动

本报讯 为提高青年医师
分析解决实际临床问题的能
力，共享诊治过程中的经验和
教训，9 月 7 日至 8 日，枣庄市
精神卫生中心用两个半天时间
进行了青年医师典型病历演讲
比赛活动，来自17个临床科室
的 34 名青年医师参加比赛。
市精神卫生中心院长贺敬义担
任比赛评委主任并作了讲话。

选手们选取了各自临床实
践中亲身经治的典型病例制作
成 PPT，分别从病例特点介
绍、鉴别诊断、诊疗措施、治疗
小结和个人感悟等方面进行阐
述，分享发生在医疗岗位上各

种典型病例、特殊病例以及诊
治过程和经验教训，展示罕见
病例、临床常见疑难问题及新
技术的应用。比赛现场气氛活
跃，多媒体课件制作精良，图
片、录像、文献引用、图例应用
自如。展现了青年医师良好的
精神风貌。

贺敬义对选手们所演讲的
病例进行了精准的点评和指
导，在青年医师中弘扬“学中
做、做中学，理论与实践结合，
经验总结和循证医学融合”的
良好氛围，提高了青年医师技
术水平和病历质量。

(李庆海 张雪芹)

市精神卫生中心
举办青年医师典型病历演讲比赛

峄城讯 为深入推进全面
质量控制及综合绩效管理，进
一步提升医院经营管理能力，
提高干部职工综合素质和执行
力，谋划医院长远发展任务目
标，9月8日，峄城区中医院召
开了综合绩效管理专题辅导
会，著名北大特聘教授、西安当
代医院管理研究院院长孙学勤
教授应邀到会辅导，全院中层
以上干部及职工代表共 80 余
人参加会议。

孙学勤教授带领西安当代
医院管理研究院专家团队为峄
城区中医院进行综合绩效管理
辅导已经三年。此次辅导孙教
授用大量客观数据以第三方的
视角，回顾总结了中医院搬迁
三年来在深化医改、内涵建设、

质量管理、业务增量、学科建
设、中医优势、员工薪酬福利待
遇以及社会满意度等方面取得
了显著成就，走在同级医院前
列。孙学勤教授针对当前医改
形势，为医院下一步工作及
2018 年的计划梳理出八项重
点工作，同时为医院未来 5 年
的长远规划设定了目标。

通过此次辅导会进一步激
发了员工的工作热情。今后，
峄城区中医院将以深化医改为
契机，发扬中医特色，打造中
医品牌优势，完善基础学科，
为群众提供优质、高效、便捷
的服务，让医院得发展，让员
工得实惠，让政府放心，让群
众满意。

（孙中华）

峄城区中医院
召开综合绩效管理辅导会

近日，西岗中心卫生院将健康直通车查体工作纳入重要工
作日程，为做到查体“村不漏户、户不漏人”，医护人员深入村居、
社区，对辖区查体对象深入摸底排查，并实行定时定点一站式服
务的模式，为查体人员节约了时间。 （黄莉 丁大地 摄）

9月8日，市精神卫生中心组织开展了党员干部下乡义诊活动,由该院心理科、内科、医学
康复科专家组成医疗义诊组来到第一书记帮包村——峄城区榴园镇王马山口村，共为130余
名村民提供了医疗服务，并对村民开展了生活健康宣传教育。 （单昂 摄）

本报讯 9月9日，在市妇幼保健
院新院启用一周年之际，医院在新院孕
妇学校举行了“大手牵小手 与妇幼共
成长”活动。市妇幼保健院党委书记、
院长吴修荣与医院相关科室负责人和
家长们共同为23位在新院出生的宝宝
们庆祝生日。

“今年的9月8日是我们新院启用
一周年的日子，也是各位宝宝的生日，
我们准备了丰富多彩的亲子活动以及
丰厚的奖品给各位小朋友，希望借助此
次活动，为各位宝宝、家长以及医院留
下一份共同的美好、珍贵回忆。”下午2
点，在工作人员热情洋溢的话语中，亲
子活动拉开了序幕。吴院长为各位可
爱的宝宝们送上生日祝福，在祝福声
中，23 位宝宝们成长的点点滴滴出现

在大屏幕上，一幕幕温情的画面感染着
在座的每个人。

新院出生的第一位宝宝家长在台
上回忆着孩子出生的点点滴滴，看着大
屏幕上医院工作人员记录着宝宝出生
的每一刻，百感交集，“宝贝，2016年8
月22日你出生在枣庄市妇幼保健院这
个温暖友爱的大家庭，得到了医院可亲
可敬的医护人员关心和爱护，今天我们
一家三口回到这个熟悉的地方来参加

‘大手牵小手 与妇幼共成长’这次特别
的活动，感到非常兴奋和激动！谢谢这
个大家庭给予我们的温暖和感动。”

感动过后，吴修荣院长以及家长代
表推着蛋糕车缓缓走向各位宝宝，全场
一起唱起生日快乐歌，为宝宝送上生日
蛋糕和祝福。

“爬爬赛”亲子游戏时间到了，主持
人一声令下，各位宝宝在家长的陪同下，
奋力向前爬行，呐喊加油声不绝，可是有
的宝宝赖在妈妈怀里就是不肯爬行，有
的爬到一半就和其它小宝宝玩了起来，

有的干脆站起来找爸爸，场面热闹非
凡。经过激烈的爬爬赛活动，最终决出
了一等奖1名，二等奖3名，三等奖6名，
所有参赛的宝宝均获得优胜奖。（记者
安卿超 通讯员 张兴文 摄影报道）

大手牵小手 与妇幼共成长幼共成长
2323位宝宝在市妇保院新院共庆生日位宝宝在市妇保院新院共庆生日

本报讯 按照《关于2017
年全市麻风病性病防治工作的
实施意见》要求，我市于近日对
2017 年上半年全市皮肤病性
病防治工作进行了督导检查。

市卫计委抽出了专人带队
对全市 6 家皮防专业机构，12
家医疗机构和2家省级麻风症
状监测医院进行了督导检查。
本次督导检查的主要内容是
2017 年上半年各区（市）皮肤
病性病防治工作（特别是麻风
症状监测和一期、二期梅毒控

制等重点工作）的开展情况。通
过督导检查，发现了医疗机构
医务人员对于性传播疾病诊疗
的专业知识掌握还有所欠缺、
临床医生与疫情上报人员缺乏
有效的沟通等问题，并及时地
进行了反馈和沟通。此次督导
显著地提高了各区（市）对麻风
性病防治工作的重视程度，对
发现的问题及时进行了整改，
为今后开展好麻风病症状监
测、性病防治工作奠定了坚实
的基础。 （李国涛）

市卫计委督导皮肤病性病防治工作

近日，滕州市中心人民医院邀请美国健康系统药剂师协会
（ASHP））资深副主席道格拉斯·朔肯霍夫教授来院进行“贯彻
药剂和用药安全的最佳实践”专题讲座，滕州市二级以上医疗机
构的药学人员参加了学习。 （蒋广军 摄）

9月9日，山亭区2017年“中医中药健康行”活动启动仪式
在山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举行。活动中，各位中医药专家向群
众介绍中医、中药的基础知识和功效作用，现场运用中医传统疗
法针灸、理疗等为群众诊治，受到群众好评。

（贾方团 朱永 王继成 摄）

滕州讯 近日，滕州市中
心人民医院党委委员、医务部
主任、救急中心主任周永勤荣
获 全 国 卫 计 系 统 在 2016 至
2017 流行季 H7N9 防控工作
先进个人，全省共 8 名医务工
作者获此殊荣。

据了解，2016 至 2017 流
行季，H7N9疫情来势凶猛，疫
情范围广。全国卫计系统全面
落实联防联控、监测报告、病例
救治、源头控制、应急处置等措
施 ，H7N9 疫 情 得 到 有 效 控
制。为弘扬“敬佑生命、救死扶
伤、甘于奉献、大爱无疆”的精
神，鼓励各级卫计行政部门、医
疗卫生机构和广大医疗卫生工
作者积极认真做好突发急性传
染病防控等卫生应急工作，国
家卫计委决定对全国卫计系统
在 2016 至 2017 流行季 H7N9
防控工作中表现突出的单位和
个人给予通报表扬。

周永勤现任滕州市中心人
民医院党委委员、医务部主任、

救急中心主任，枣庄市急诊质
控中心主任委员，枣庄市重症
监护质控中心主任委员，枣庄
市重症医学学会主任委员，山
东省医师协会重症医学专业分
会副主任委员。历任山东省重
症医学专业分会常委，省重症
监护质量控制中心常委，省病
理生理学会危重病专业分会常
委。主持和参与科研 3 项，发
表中华、国家级及省级论文10
余篇。多年来，周永勤致力于
心血管内科疾病的诊断与治疗
以及各类急危重症病人的监护
与治疗。先后开展了现场气管
插管，经皮穿刺气管切开术，中
心静脉导管及血液透析导管置
入术，肺动脉漂浮导管置入术，
连续性床旁血液透析、滤过技
术，标准心肺复苏以及长程心
肺复苏，复苏后的溶栓治疗，呼
吸机治疗各种呼吸功能不全，
肠内与肠外营养支持等多项新
技术新项目，并填补了本地区
的技术空白。 (张延博)

周永勤获全国卫计系统先进个人殊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