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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08名白衣天使奥体大竞技
济南市卫生计生系统举办第二届职工田径运动会

□记者 王丽 通讯员 高咏梅

10月29日至30日，济南市卫
生计生系统第二届职工田径运
动会在济南奥体中心举行。济南
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许强，山东
省医务工会主任许洪昌，济南市
体育局党委书记、局长高立文，
济南市总工会副主席戚淑斌，济
南市委文明办副主任苏庆勋，济
南市委市直机关工委副书记韩
青，共青团济南市委副书记徐冬
梅，济南市妇联副主席刘雅涵，
济南市卫计委党委书记、主任马
效恩，济南市中心医院党委书
记、院长苏国海等领导出席开幕
式。济南市卫计委医务工会主席
张晶卉主持开幕式。

本次运动会，共有38支代表
队、1848名运动员和760名广播
体操队员，共计2608名白衣天使
参加比赛。

开幕式上，济南市人大常委
会副主任许强宣布运动会开幕。
济南市卫计委党委书记、主任马
效恩致辞。

广播操比赛中，节奏鲜明的音
乐声响彻全场，放眼望去，各队队
员精神抖擞，气势昂扬，运动服饰
鲜艳靓丽，色彩鲜明，体操分解动
作舒展优美，流畅有力。他们用整
齐的步伐、洪亮的口号、标准的动
作、尽情地舞动着健美的身姿，彰
显着不屈不挠、团结一致、奋发向
上的精神风貌，给观众呈现了一场
视觉盛宴。经裁判组评判，共评选
出广播体操一等奖6个，二等奖8
个，三等奖若干个。经本届运动会

组委会研究决定，授予平阴卫计局
等15家单位“体育道德风尚奖”。

各单位高度重视，精心策
划，组织有序、纪律优良。在筹备
和召开运动会期间，对组织保障
中有特殊贡献的济南护理职业学
院等3家参赛单位授予“特殊贡献
奖”；对济阳卫计局等23家单位授
予“优秀组织奖”；按照团体总分
排名，济南市中心医院、济南市第
三人民医院、济南市儿童医院分
获团体总分冠、亚、季军。

10月30日上午，运动会圆满
落幕。马效恩主任在致闭幕词时
表示，在今后的工作中，济南卫
计人要继续发扬“更高、更快、更
强”的奥林匹克精神，把在运动
会中锻炼的强健体魄、坚定信
念、昂扬斗志转化为工作、学习、
生活的动力，以敢领风气之先、
敢立潮头的精神，撸起袖子加油
干，做大做强特色优势，共建共
享健康济南，推动国际医疗康养
名城建设取得新突破。

第二届“山东健康卫士”
颁奖仪式在济南举行
□记者 秦聪聪

通讯员 田玉清

生活日报11月2日讯 10
月26日至28日，由山东省健康
管理协会、山东省医院健康管
理中心主办，山东大学齐鲁医
院承办的第六届山东健康论坛
暨2018山东省健康管理协会年
会在济南隆重举行。

在百名医院院长、千名嘉
宾代表见证下，张学高、马立新、
姬升峰、李新钢等为“山东省现
代医院管理研究院”成立揭牌。
会议总结了我省2018年度健康
管理工作，评选出第二届山东
健康卫士，国医大师尚德俊等
六位老专家荣获健康卫士终身
成就奖，济南市中心医院院长
苏国海等六位医院管理者荣获
健康卫士管理贡献奖，山东大
学齐鲁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
科主任董亮等15位学科带头人

荣获健康卫士杰出贡献奖。
论坛设立两场主论坛、四

场分论坛，分别以“急诊检验医
学”、“体检质量控制”、“神经病
学”、“人文医院”、“医疗自媒
体”等专业开展深入交流研讨。
邀请近60位授课专家，围绕“大
数据时代的医院信息化建设”、

“健康必须管理 管理必须落
地”、“大数据与大智慧”、“医保
支付方式改革的探索与思考”
等主题交流，探索我省健康事
业的发展与定位，推广健康管
理的成功经验和先进模式，为
政府和企业提供借鉴参考。

又讯 (记者 王丽)在山
东省健康管理协会年会上，济
南市口腔医院纪委书记、工
会主席李红梅当选人文医院
分会、医疗自媒体分会常务委
员，何萍当选人文医院分会委
员，尹静当选医疗自媒体分会
委员。

山大口腔医院推出微信小程序
无需下载，在家就能挂号缴费

□记者 王闯 通讯员 张真

到医院挂号、缴费排长
队，是让很多市民头疼的就医
经历。近日，山东大学口腔医
院(山东省口腔医院)推出微
信小程序，无需下载，只要在
家点点微信就可以完成预约、
挂号、门诊缴费、住院缴费等，
大大缩短就诊等待时间。

据介绍，该小程序只需微
信扫码即可进入，首次就诊患
者，完成身份认证后需要在个
人中心页面选择就诊人信息，
新增就诊人，就可以进入预
约、挂号、门诊缴费和住院缴
费等页面。

预约挂号时，选择预约挂
号→选科室→选医生→选时
点→确认就诊信息→提交并
支付即可完成预约挂号，可根
据小程序中个人中心内的挂
号信息直接就诊。预约挂号能

预约近3天的号。
当日挂号的患者，选择当

日挂号→选科室→选医生→
选时间→确认就诊信息→提
交并支付即可完成挂号，您可
根据小程序--个人中心内的
挂号信息直接就诊。

门诊缴费时，选择门诊
缴费，即可根据缴费项目进
行支付。住院缴费时，选择住
院预缴，扫描手腕带的二维
码，选择缴费金额，即可进行
支付。在个人中心内，可查询
到用户的预约挂号、当日挂
号、门诊缴费、住院预缴记录
等信息。

济南市二院荣膺全国

“群众满意的医疗机构”

□记者 王丽 通讯员 于娜

10月28日，在由国家卫生健康委
医政医管局主办的“我们在行动·我们
共分享——— 2018中国医院院长改善医
疗服务论坛”上，济南市第二人民医院
被授予“2018年度群众满意的医疗机
构”，全国有28家医疗机构当选。

据介绍，近年来，济南市第二人
民医院立足“服务民生、奉献社会”，
倾力打造了以“全省第一个眼博士公
益服务品牌”为代表的志愿公益项
目，涵盖“眼博士公益电话门诊”、“眼
博士大课堂”、“眼博士眼病咨询群”、

“眼博士直通车”、“眼博士志愿服务
队”5个子项目，为广大市民提供了眼
病咨询、眼科义诊、扶危济困等多种
形式的公益实践。

山大二院举行

世界卒中日健康咨询活动

□记者 董昊骞

今年10月29日是第十三个“世界
卒中日”，今年的主题是“战胜卒中，
再立人生”。当天，山东大学第二医院
神经内科举行“战胜卒中，再立人生”
世界卒中日义诊科教活动，帮助公众
提高预防脑卒中的能力。活动当天，
咨询和就诊人群约100人，发放科普
手册100余份。

山东大学第二医院神经内二科
副主任朱正禹介绍，高血压、糖尿病、
高脂血症等疾病患者发生脑卒中的
风险是普通人的4至6倍，因此，这“三
高”是导致脑卒中的罪魁祸首。

为了帮助公众有效预防脑卒中，
中国卒中学会设置了公益组织———
红手环志愿者服务团，接受中国卒中
学会领导。山大二院为山东省红手环
工作办公室所在单位，三年来已在省
内发展并吸纳了75家红手环协助单
位，基本覆盖全省十七地市。

据了解，山大二院红手环志愿者
服务团成立于2015年，目前有志愿者58
人，主要由神经内科医护人员组成。

省千医荣获全国

改善医疗服务最具示范案例

□记者 秦聪聪 通讯员 毛瑞峰

10月28日，在国家卫生健康委
医政医管局、人民网共同主办的“2018
中国医院院长论坛”上，山东省千佛山
医院荣获“2018年度全国改善医疗服务
最具示范案例”荣誉称号，成为全国
28家获此荣誉的单位之一。

据悉，省千佛山医院申报的示范案
例为新生儿科成功救治的一个胎龄24
周的新生儿的事例。“很庆幸我们选择
了千佛山医院，最好的人文医院，孩子
是个奇迹，但她只是诸多早产天使中的
一个，相信在这里奇迹会不断创造。”今
年8月19日，宝宝爸爸不远千里赶来医
院与全院医师共同度过了第一个医师
节，并作为患者家属代表在庆祝活动上
发言。不仅如此，孩子每有进步，宝爸宝
妈都会第一时间通过微信发来照片，与
医护人员一起分享生命的奇迹与喜悦。

近年来，省千佛山医院在人文
建设和人文关怀方面做出了诸多的
探索和努力，督促、引导科室和医护人
员更加关注医疗安全和患者权益。

山
大
口
腔
医
院

小
程
序
二
维
码

□记者 王丽
通讯员 马庆林 张楠

近日，“2018外国专家项目
暨泉城消化疾病论坛”在济南顺
利召开。本次会议由济南市卫计
委主办、山东大学附属济南市中
心医院保健消化科承办。会议邀
请了美国及国内知名专家就消
化领域相关问题进行了学术报
告，来自山东大学齐鲁医院、山
东省立医院、山东省妇幼保健
院、山东省荣军医院及济南市各
医疗卫生机构共约120人参会，

全国知名医学APP医生圈有约
200人同步观看了直播。

论坛由济南市中心医院保
健消化科褚传莲教授主持，院长
苏国海致开幕词。他首先对本次
学术会议给予高度评价与支持，
同时对保健消化科长期以来的
工作予以肯定，最后对消化科的
发展提出了殷切希望。

会议内容精彩纷呈，各位专
家就消化领域的热点、难点进行
专题报告，并针对消化道早癌、
内镜介入进展、肝硬化等相关问
题进行学术交流。

美国埃默里大学消化疾病
研究所高级消化内镜中心主任、
美国消化病学院国际事务委员
会主席QiangCai教授作报告，介
绍了美国消化内镜介入操作方
面的发展情况，并就临床与科研
方面分享了自己的经验。美国埃
默里大学消化疾病研究所胰胆
管中心主任StevenKeilin教授则
阐述了美国近年来小肠镜进展
情况，介绍了小肠镜最新研究动
态，并做了精彩的病例分享。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消化科
任洪波教授，就共聚焦内镜在消

化道早癌诊断中的重要价值作
了精彩的报告；北京佑安医院、
资深肝病学专家刘梅教授，就肝
硬化腹水最新指南共识作了详细
解读；山东省立医院朱强教授结
合临床、病理、影像学提出了肝癌
前病变这个新概念，并介绍了其
相关研究进展；褚传莲教授分享
了2018年美国DDW有关GERD诊
断及治疗方面的最新进展情况。

本次论坛内容丰富多彩，会
场学习氛围浓烈，为消化领域的
同仁提供互相学习、共同提高的
交流平台。

国内医学大咖齐聚济南市中心医院
2018外国专家项目暨泉城消化疾病论坛在济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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