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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姜斌 通讯员 张森 报道
本报泰安讯 5月17日，泰山医学院附属

医院银医自助系统经过一周的调试试运行后正
式上线。

在泰医附院门诊大厅和各个楼层，分布着
30余台银医自助机器。患者通过进入这些操作
系统，即可完成建档发卡、自助充值、购买病
历、诊疗查询等操作，不仅提高了就医效率，
也不必再上下来回跑，让就医更加方便。

据了解，随后病房也将投放银医自助机
器，患者不出病房即可完成住院交费、费用查
询、一日清单打印等操作。

银医自助系统实现了以社保卡、银行卡为
基本载体，以自助建档发卡、充值、查询为主
要内容，以多点分布式刷卡缴费为特点的一体
化充值、交费、就医模式，最大限度地减少了
患者排队等候时间，改善了患者就诊体验。

据了解，患者持身份证、社保卡就诊无需
再办理医院医卡通，可直接绑定医院虚拟账
号，充值后直接拿身份证、社保卡就诊。在自
助机充值需要保存好收据，退款时使用。目前
退款打印发票需要在人工窗口办理。没有携带
身份证社保卡的患者可以在自助机手工输入患
者信息建档发卡，手工录入信息时必须有身份
证号方可办理。以前办理过医卡通并且医卡通
内有身份证号信息的患者可以在自助机办理充
值业务，以前办理过医卡通但是没有身份证号
信息的患者需要在19号窗口补录身份证号，方
可在自助机使用。目前自助机支持手写建档发
卡、身份证建档、社保卡建档、现金充值、银
行卡充值、取病历本、药品查询、诊疗查询等
功能。

□记 者 姜 斌
通讯员 付 野 报道

本报泰安讯 近年来，绿色低碳、文明健
康的生活方式愈发受到人们的青睐。为引领广
大市民开启低碳、智慧、清洁能源生活新风
向，5月15日—16日，国网泰安供电公司举办
走进电动汽车活动，共有北汽、上汽、江淮、
云度、奇瑞、长安等7家企业近30款新能源汽
车参加本次集中展示。

活动中，市民在小井充电站活动现场了解
了充电设备情况、电动公交车运营情况，现场
观看了充电操作流程演示，体验了便捷充电过
程。在国网山东电动汽车服务有限公司泰安分
公司，市民了解分公司运营情况及泰安充电基
础设施规划，了解了充电桩的发展史，并与经
销商面对面交流，了解意向车型相关信息。为
了让大家亲身体验电动汽车性能，国网泰安供
电公司还设置了试乘试驾区，实地体验新能源
汽车。

截至目前，国网泰安供电公司共建成投运
充电站38座，充电桩488台。今年根据泰安市
135规划，公司计划在2018年新建519个充电
桩，打造泰安三区四县核心区五公里充电服务
圈。同时全力助推公交电动化进程，打造公交
电动化示范城市名片，力争2018年在全市建成
5座公交车专用充电站，共计40个直流桩，充
分满足泰安市公交电动汽车发展需要。下一
步，国网泰安供电公司也将以电动汽车用户为
导向，全力打造车、桩、网一体化综合服务网
络，积极落实“十三五”发展规划，为大美泰
安、绿色泰安作出积极贡献。

□ 本 报 记 者 姜言明 曹儒峰
本报通讯员 李 娜

◇党建引领：

激发村干部战斗力

“大叔您好，我是咱村的第一书记郑龙
跃，您拿好我的联系卡，有事直接找我就
行！”初到后仓村，郑龙跃有空就在村里转，
见了村民就做一番“自我介绍”。

郑龙跃以抓党建为第一要务，先让党支部
强起来。他带领班子成员严格落实“三会一
课”制度，给党员们上党课，和班子成员谈
心，入户宣讲十九大精神……渐渐地，班子成
员的责任感越来越强，工作作风也发生了巨大
变化，从“躲事”到主动问事，党支部在群众
中的威信越来越高。

为了激发班子成员干事创业的热情，郑龙
跃带着他们外出参观考察，对照强村找差距，
根据实际想路子。“看看人家那些好村，我们
是越来越坐不住了。”村干部纷纷表示，“要
脱贫致富，就要踏踏实实干点事！”

◇产业扶贫：

带领群众增收

后仓村位于东平湖畔，是一个不足800人的
库区无地移民村，更是省级贫困村。近年来，
东平县大力实施抓党建促脱贫库区移民避险解
困工程，为5 . 1万名无地移民群众建起了14个新
移民社区，后仓村也即将搬迁上楼。

郑龙跃决定要抓住这个好机会，找准脱贫
路子，一举斩断穷根。他与厅里派驻东平县的6
位第一书记一道，整合各类扶贫资金，利用拆
迁腾空土地，在扶贫产业园建起了“租赁式”
通用厂房，目前租给了当地一家绳厂。贫困户
不仅可以拿租金，还能优先就业拿工资。仅此
一项，贫困户每年就可增加收入1500元。他还
参与引进了手工编织项目，让留守村里的老人
和妇女在家门口就能就业赚钱。如今的后仓村
再也不是那个一穷二白的空壳村，事业发展蒸
蒸日上，不仅群众增收脱贫，村集体收入也稳
步提高。

“在我们水利厅派驻的第一书记队伍中，
龙跃是中坚力量，大到考察对接项目，小到一
分钱怎么花，事事都离不开他！”省水利厅派
驻东平县第一书记领队张杰对记者说。

◇“爱心供餐”：

群众冷暖挂心间

中午12:00刚过，后仓村村民郑宗月老人的
“免费午餐”便送了过来。五花肉炖豆角、大
米粥、热馒头……

80多岁的郑宗月与精神失常的儿子相依为
命，行动都困难。郑龙跃看在眼里、急在心
里，经过调研，发现村里高龄老人和贫困群众
吃饭难的问题非常突出。他和张杰等同事冥思

苦想，决定通过腾讯公益开展网络募捐餐费，
他个人带头捐款1500元，采取邻里互助的方
式，实施“爱心供餐”公益项目，解决了29名
贫困失能群众的吃饭问题。“爱心供餐”公益
项目得到了东平县委领导的充分肯定，并向全
县推广。

郑龙跃常常要求自己：“群众的事情无大
小，件件都得想到做到。”他是这样说的，更是这
样做的。天气刚刚变冷，郑龙跃就自掏腰包，给
村里的老人们买了新棉衣，送到他们手中。
“我这是第一次穿羽绒服，又轻快又暖和。”72岁
的村民郑端生热泪盈眶，握着郑龙跃的手说：

“你对咱老百姓知冷知热，是个好干部！”
“六一”儿童节那天，他又把精心挑选的

书包、文具和书籍送到孩子们的手里。孩子们
第一次收到了节日礼物，个个开心的不得
了……这样的事情在郑龙跃身上不胜枚举。

5月5日，郑龙跃还未出院，村会计郑国福
又收到了他的微信，内容是一则刚刚进驻扶贫
园区企业的招工简章。他在电话里对郑国福
说：“你在咱村里宣传宣传，这个厂子效益不
错，工资有保障！”最后，他又加了一句：
“告诉乡亲们别再来看我了，我没事！大家等
着我，出了院我就回村里！”

□记 者 姜 斌
通讯员 魏文婷 报道

本报泰安讯 汛期将至，为积极做好防汛
工作，5月21日，国网泰安供电公司全面开展变
电站防汛安全隐患排查和整治工作，确保防汛
工作万无一失。

该公司以落实防汛工作责任制为前提，制
订明晰的检查方案、标准。总结以往防汛抢险
工作经验，制订相应的防汛应急工作预案，全
面落实防汛工作安排，认真开展事故预想做好
反事故演练，确保防汛各项工作明确到人。全
面排查，突出重点。结合日常巡视等工作排查
各变电站排水设施是否良好，屋顶防水是否完
好，排水沟有无堵塞等问题，发现问题及时治

理、疏通、清理及加固；对变电站控制室、高
压室等漏雨及防进水的措施进行检查，根据往
年防汛记录及天气预报情况，提前在防汛重点
站相关室门布置防汛沙袋等防汛设施。建立健
全防汛档案和资料，结合防汛物资台账，做好
防汛物资储备。对变电站的防汛物资、账卡物
进行梳理、试验，备足备品备件，确保各站防
汛器材和物资充足、功能完善。

此外，国网泰安供电公司还重点做好河
流、山洪行洪道，湖泊、水库泄洪道，蓄滞洪
区及地势低洼位置的电力设施排查，特别是对
容易水淹的小区配电室、环网柜、充电桩、箱
变等，逐一走访排查。并积极向政府水利、防
汛主管部门沟通汇报，梳理辖区内防汛抗洪泵

闸明细及联络信息，逐一开展现场排查。对防
汛指挥部等政府部门，气象、广播、医院、交
通、供水等关系民生的企事业单位，化工、厂
矿等停电易导致重大安全事故的重点行业用
户，排查相关的供电设施情况。

在全面排查的同时，国网泰安供电公司也
全力做好应急准备工作。积极开展应急演练，
提前制订应急抢修值班表，认真做好应急物资
保障，确保抢修队伍24小时拉得出、打得赢，
随时准备应对汛期突发事件，最大限度减小事
故损失。加强值班管理、严肃值班纪律。合理
安排值班人员，确保值班人员通讯畅通，严格
按照规章制度开展各项工作，并做好相关记
录，同时确保PMS系统记录的同步完善。

广告

术后次日就开始整理扶贫资料，郑龙跃———

病床上办公的“第一书记”

国网泰安供电公司开展防汛工作排查做到防灾减灾

排查整治确保汛期万无一失

◆2018年4月25日傍晚，一辆救护车呼

啸着驶进济南市中心医院，担架抬下来的患

者名叫郑龙跃，得的是急性心肌梗塞，必须

马上手术。

4月26日清晨6点，东平县老湖镇后仓村

党支部书记郑洪生的手机收到了郑龙跃发来

的短信：“我昨天早上去后山转了转，觉得

咱们可以征求乡亲们的想法，建个标准化的

土鸡养殖场……”郑洪生眼泪顿时就涌了出

来。“郑书记这都是为了我们村累的啊！”

手术第二天，当省水利厅、省移民局和

东平县委、县政府领导走进病房看望郑龙跃

时，他正在手机上整理扶贫资料。郑龙跃是

省移民局派驻东平县老湖镇后仓村的第一书

记、驻村扶贫工作队队长，而他病倒的这一

天，是他担任第一书记的第429天。

自助充值、诊疗查询等操作

一机搞定

泰医附院

银医自助系统上线

近30款新能源汽车

集中展示

□刘培俊
杨静波 报道

连日来，新泰市公安
局交警大队民警深入辖区
物流公司和货运企业，开
展“讲一堂交通安全课”
“发放解读交通安全资
料”的宣传警示教育活
动。民警以货车交通事故
案例为素材，针对当前物
流运输市场存在的安全隐
患和问题，对企业主和货
车驾驶员面对面进行宣传
教育。同时，严格要求物
流运输企业落实和承担起
安全主体责任，进一步强
化源头管理和交通事故的
防控机制，让物流货运企
业主和驾驶员，人人做到
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抵制
交通陋习，确保货运车辆
行车安全。图为民警给货
车驾驶员讲解交通违法行
为的危害。

□姜斌 李欣 侯佳

9岁女童患上卵巢瘤

“医生！医生！快救救我孙女！”今年4月
上旬的一天，中午临近下班时间，一名老人推
着轮椅急冲冲地来到泰安市妇幼保健院(市儿童
医院)妇科和小兵主任的诊室，轮椅上坐着的是
老人的孙女乐乐(化名)，年仅9岁，满脸痛苦表
情，疼得捂着肚子蜷缩在轮椅里。

和小兵询问病史得知孩子已经在家里疼了2
天，以为是胃肠炎在诊所里打了一天针，不见
缓解，今天才来到医院。“孩子的彩超发现盆
腔内有一个直径近10厘米的包块，考虑是卵巢
瘤，现在腹痛考虑是卵巢肿瘤蒂扭转了，因为
血运阻断了所以会出现急性腹痛，卵巢可能已
经缺血坏死，需要马上住院急症手术。”和小
兵看了检测报告给孩子爷爷解释。

“医生，孩子的爸爸妈妈都在广东打工，
我身上只有十几块钱，怎么办？”老汉边说边
掏出口袋里的几张纸币。

“现在不需要考虑钱的事，孩子病情急，
不能耽误，先把孩子的病治好再说，住院费以
后可以再补交。”和小兵的话打消了孩子爷爷
的顾虑。

乐乐的卵巢扭转时间太长了，很可能已经
缺血坏死。如果两天前疼痛开始时立即就诊的
话，卵巢保留下来的几率可能会更大些！中午
加班，紧急术前准备，送入手术室，乐乐的手
术顺利进行。和小兵知道女孩子都是爱美的，
现在孩子小可能不在意，大了一定会在意肚子
上的每一处瘢痕。所以和小兵决定应用最新技
术给乐乐做了一个“找不到瘢痕”的手术———

经脐单孔腹腔镜手术！
手术中发现乐乐的右侧卵巢肿大，蒂部扭

转360度，表面呈紫黑色，长径约12cm，里面有
一个直径约7cm的畸胎瘤，输卵管也因为扭转而
水肿。卵巢已经严重缺血，肉眼观察疑似已经
坏死！按目前的医学理论，如果肉眼观察判断
卵巢坏死的话就需要切除，因为这种情况如果
要保留卵巢恢复扭转，扭转部位形成的血栓有
可能脱落栓塞其他脏器。直接切除卵巢倒是简
单快捷也不会有什么风险，然而这样年仅9岁的
乐乐将会少一个卵巢。卵巢对一个还没有青春
发育的女童有多重要，和小兵心里很清楚。多
个新研究发现肉眼所见扭转坏死的卵巢很可能
还有一定活性，保留卵巢时血栓脱落引起栓塞

的风险其实并没有想象得那么高。和小兵再三
考虑，征求患者家属意见后决定还是尽量给乐
乐保留下卵巢。

什么是单孔腹腔镜？

目前，以腹腔镜为代表的微创手术在妇科
手术中的应用日益广泛。随着微创技术的提
高及手术器械的不断改进，尽可能减少手术
创伤、提高手术伤口美容效果已经成为手术
医生和患者的共同目标。为了贯彻微创的理
念，提高腹腔镜的优势，单孔腹腔镜手术应
运而生。

单孔腹腔镜手术是指通过1个切口进入人

体，置入腹腔镜器械进行的手术操作。常规的
腹腔镜手术需要在人体做3—5个切口，可以看
作是多孔腹腔镜。根据入路的不同，单孔腹腔
镜可分为经自然腔道的内镜手术和经脐单孔腹
腔镜手术。经自然腔道的内镜手术是指通过口
腔、肛门、阴道或内脏的创口进行手术的方
式，比如经过胃切口做阑尾切除术。经脐单孔
腹腔镜是在肚脐做一个2—3cm的切口，置入腹
腔镜的器械完成手术操作。

单孔腹腔镜手术最主要的优点就是它的美
容效果。肚脐是出生后脐带脱落留下的疤痕。
此处的手术切口可以被肚脐皱褶掩盖，术后瘢
痕不明显，更具有美观性。同时，由于单孔手
术中切口数量的减少，术后腹壁切口的疼痛会

大大减轻。
另外，单孔腹腔镜手术中取出标本更容

易。肚脐切口被撑开后直径可以达到3cm，使得
手术中取出标本更容易，比如在输卵管妊娠手
术中可以完整取出输卵管，而不用担心绒毛被
挤压破碎；子宫肌瘤挖除术中可以通过“削苹
果”的方式经过肚脐取出肌瘤组织，而不用使
用旋切器。

单孔腹腔镜手术最主要的缺点在于手术难
度增加。在单孔腹腔镜手术中，由于所有的操
作器械都经过单一孔道进入，操作空间狭小，
器械之间相互交叉干扰，容易打架，即所谓
“筷子效应”。尤其是镜下缝合操作，多数时
候只能靠单手进行。由于操作器械常常与镜头
处于同一平行线上，常规腹腔镜的手术三角区
消失，需要手术者重新感觉器械的位置和解剖
的深度。术中器械也容易遮挡镜头，有时为了
兼顾器械的操作，镜头要做适当的让步，难以
获得最佳的手术视野。因此，单孔腹腔镜对手
术者的技术和熟练程度要求更高，难度更大，
手术时间更长，这在一定程度上也限制了单孔
腹腔镜手术的广泛应用。

目前，单孔腹腔镜在多数妇科手术中均有
应用，比如卵巢囊肿剥除术、附件切除术、子
宫肌瘤挖除术、全子宫切除术、内膜癌分期
术、宫颈癌根治术等等。

泰安市妇幼保健院多年来致力于各种微创
技术的协同发展，潜心钻研，精益求精，不断
突破自我。目前宫腔镜、传统腹腔镜以及经脐
单孔腹腔镜技术国内先进，特色阴式手术技术
更是领军全国，多种微创技术全面绽放，有益
互补，形成百花争艳的局面，可根据患者的疾
病特点，为患者制订最适宜自己的治疗方案，
真正达到个体化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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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小兵医生为患者进行手术 和小兵医生为患者进行手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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