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齐鲁医院举办
庆祝新中国成立七十周年诗歌吟诵会

9 月 27 日晚，由齐鲁医院宣

传统战部组织的“击节齐鲁，与国

唱和”——山东大学齐鲁医院庆祝

新中国成立七十周年诗歌吟诵会在

广智院举行，齐鲁医院党委副书记

林亚杰出席活动并讲话，副院长纪

春岩、田辉出席活动，各党总支书

记、有关职能部门和业务科室负责

人、医务员工代表等 100 余人参加

了活动，青岛院区选送了《读中国》

和《医者心 家国情》两首诗参加此

次活动，经过精彩的演绎，均获得

一致好评。

本场诗歌吟诵会以弘扬爱国

主义精神和传诵经典为主题，用

诗歌的形式传递爱国精神。活动

中，一首首人们耳熟能详的诗歌

被唱响在百年齐鲁的夜空，一颗

颗医者的心灵在朗朗诵读声中得

到洗礼。

吟诵会在青岛院区带来的《读

中国》中拉开序幕，这首由党政办

公室主任于洪臣、医务部副主任李

建军、心内科副主任由倍安、护理

部主任刘晔、党政办公室副主任高

洁、手术室护士长张婷共同深情诵

读的《读中国》，回顾了五千年中

华文明发展史，热情奔放，字里行

间透露着对祖国的热爱，深情委婉

的朗诵让所有人感受到中国文化源

远流长，博大精深。

《医者心 家国情》一诗由青

岛院区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副主任袁

英和傅莹、李龙、钱金等医护人员

倾情演绎。《医者心 家国情》书写

了从古至今的医学发展，回顾近代

中国百年的耻辱，记录齐鲁人在抗

洪救灾、抗击非典、汶川地震中英

勇突出的表现，诗中最后的咏叹表

达出当代齐鲁医者对中国梦的追求

与向往。

晚会在《经典吟诵之美》中落

下帷幕。吟诵者们用深情的演绎和

精彩的表现点燃了全场，将气氛推

向高潮，把心中对祖国母亲的崇敬、

热爱和赞美抒发得淋漓尽致，充分

展现出医护人员的风采，表达了齐

鲁医院人对祖国母亲 70 华诞的深

情祝福和讴歌，为大家奉献了一场

诗歌的饕餮盛宴。

耳鼻咽喉头颈外科　李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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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院副院长张彤带领专家赴普定县
人民医院开展对口支援工作

9 月 26 日，我院张彤副院长带

领专家团队到普定县人民医院开展

对口支援工作。张彤副院长一行在

普定县人民医院院长朱代荣带领下

实地参观了当地医院急诊内科、门

诊部和拟扩建工程的选址等。

在随后召开的座谈会上，张彤

副院长表示，近年来，普定县人民

医院在院领导班子的正确带领下，

全院职工奋发努力，医院发展迅速，

为普定老百姓做出了较大贡献。下

一步，山东大学齐鲁医院（青岛）

帮扶专家也将继续做好帮扶工作，

为普定县人民医院人才培养和技术

发展做好“传帮带”。

朱代荣院长代表普定县人民医

院对山东大学齐鲁医院（青岛）的

领导和专家表示欢迎和感谢。他说，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青岛）对口支

援普定县人民医院以来，各位领导

及专家无私奉献、不畏艰苦，取得

了非常明显的帮扶成效，相信在齐

鲁医院（青岛）领导和专家的支持

和帮助下，普定县人民医院将在有

限的条件下创造出无限的成绩。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青岛）相

关专家先后开展了“患者安全与医

院感染管理”“严格执行医疗核心

制度、保障医疗质量与安全”“坚

持质量控制与绩效考核，助力医院

可持续发展”等专题培训讲座。

医务部

9 月 16 日上午，山东大学齐鲁医院（青岛）青少年学习

成长门诊正式开诊，该门诊主要针对青少年成长过程中出现

的情绪、行为、生理和心理等常见问题，提供专业的评估、

诊疗、咨询等综合服务，帮助其尽快解决问题，恢复学业。

据了解，这是山东省首家青少年学习成长门诊。

副院长潘新良教授出席揭牌仪式并致辞。他说：“少年

强则中国强，孩子是家庭和祖国的未来，他们在成长的过程

中会遇到很多问题。为了促进孩子健康成长，我院特别成立

青少年学习成长门诊，希望能为更多家庭提供帮助。”

心理科高进副主任医师表示，青少年期是个体在生理、

心理、情感和社会层面发育的关键阶段，近年来，青少年健

康问题也越来越多，但由于缺乏对专业知识的了解，很多家

长并不能及时带孩子进行诊治，严重影响了孩子的学业发展

和社会功能，给个体、家庭和社会均带来了沉重的负担。心

理科开设青少年学习成长门诊，将针对青少年常见问题提供

专业服务，通过心理治疗、物理治疗、药物治疗等方式帮助

其改善大脑功能，提高应对压力的能力，促进亲子沟通，尽

快解决问题。

目前心理科接诊的孩子中最小的 10 岁左右，但大多数是

初中、高中的孩子，有时候孩子会主动向父母要求前来就诊。

那么，出现哪些情况可以带孩子来青少年学习成长门诊就诊

呢？

据高进副主任医师介绍，当孩子上课注意力不能集中、

记忆力下降、满脑子胡思乱想、或者脑子反应变慢了，学习

起来很困难；总是对自己感到不满意、自卑、胆怯，想要和

大家多交流，却不知道怎么办；明明很着急，做事情却很慢、

还不停重复，导致学习效率明显下降；脾气暴躁，不愿与家

长交流、沉迷手机、作息不规律、头晕、腹痛等却查不出问题、

经常请假甚至厌学，可以考虑前来就诊咨询。

“不一定是疾病，有时候可能是一种亚健康的状态。”

高进副主任医师表示，青少年学习成长门诊就诊的孩子不一

定是到了疾病的阶段，也可能只是出现了问题。在情况比较

轻的时候就进行专业的干预，在取得良好效果的同时也不会

耽误孩子的学业。

医院品牌建设办公室

护理团队在第三届山东省医院品管圈大赛
暨第七届全国医院品管圈大赛
山东省预选赛中再获佳绩

9 月 10 日至 12 日，由中国医

院品质管理联盟指导，山东省医院

品质管理联盟、山东省医学会、山

东省护理学会联合主办的第三届山

东省医院品管圈大赛暨第七届全国

医院品管圈大赛山东省预选赛在泰

安召开。

经过激烈角逐，我院参赛的四

个品管项目均取得佳绩，并获得第

七届全国医院品管圈大赛资格。其

中神经内科“首善圈”的“降低脑

卒中患者卒中相关性肺炎发生率”

荣获三级医院护理专场一等奖、保

健内分泌科“甜蜜圈”的“降低胰

岛素注射患者血糖变异度”荣获三

级医院综合专场二等奖、ICU“心

悦心圈”的“降低危重患者瞬时血

压变异发生率”荣获急诊科专场二

等奖、心胸泌尿外科“丫丫圈”的“基

于 MIDT 构建胸外科患者肺康复管

理模式”荣获课题研究型专场二等

奖。护理部荣获优秀组织奖。

此次大赛相较去年，无论是参

赛数量还是质量均有明显提升，规

模为历届最大，全省 97 家医院的

229 个圈组参加了大赛。我院四个

圈组创新性将循证理念融入到品质

管理中，经过八个月的不懈努力，

顺利结题。比赛中四个团队的现场

汇报赢得评委的一致好评。此次品

管项目成绩的取得，也是对我院护

理质量管理工作的肯定。

自 2015 年护理部开展品管活动

以来，秉承“品管文化，根植于心，

外化于形，转化于果”的理念，夯

实基础，扎实推进，在国家级、省级、

市级比赛中均取得优异成绩。护理

部将继续以此次比赛为契机，不断

深抓基础护理质量改善，落实精细

化管理，借助科学管理工具解决工

作中的难点与重点问题，促进护理

质量更上新台阶。                护理部

彰显医工风采！我院在青岛市
医工技能知识竞赛喜获佳绩

9 月 21 日，青岛市医学会医

学工程分会年会暨医工技能知识

竞赛举行，来自全市 100 余名医

工共聚一堂，围绕医工学科建设

进行交流和研讨。期间举行的医

工技能知识竞赛由医院风采展示、

医工技能知识竞赛环节组成， 我

院及青岛市十家公立医院派出代

表队参赛，经过激烈角逐，最终

决出 4 个优秀奖，3 个三等奖，2

个二等奖，1 个一等奖，我院代表

队喜获二等奖。

我院代表队由医学工程与信

息部设备维修组祝树森、李金星、

刘润生、杨康四位工程师组成。

初赛阶段包括 PPT 医工风采展示

和技能理论知识应答两个环节。

在初赛环节，我院工程师以丰富

的资料，生动的表达和扎实的业

务能力赢得好评不断。决赛抢答

环节，我院工程师理论基础扎实，

反应迅速，配合默契，抓住每一

次抢答机会，最终取得了二等奖

的好成绩。

本次医工技能知识竞赛展示

了我院医工扎实的理论知识基础

和业务能力，展现了齐鲁人求真

务实的工作作风，展现了齐鲁人

的风采。

医学工程与信息部　姜文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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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院循证护理实践项目在省市级
循证护理实践项目比赛中荣获佳绩

9 月 25 日、9 月 28 日“青岛

市第二届循证护理实践项目评比”

及“山东省优秀循证实践案例汇

报”相继在青岛、济南举办，我

院选派的循证护理实践项目均取

得佳绩。

心胸泌尿外科的“降低胸科

术后患者肺部并发症发生率”荣

获山东省优秀循证实践案例汇报

二等奖。心胸泌尿外科项目“手

术术后患者准确转交接的最佳循

证实践方案”，急诊科项目“利

用最佳证据规范急性创伤患者处

理时间轴”，妇科乳腺科项目“妇

科围术期患者 VTE 的预防管理循

证护理实践”分别荣获青岛市第

二届循证护理实践项目评比一、

二、三等奖。

我院作为青岛市循证护理专

委会主委单位，在医院和青岛市

护理学会的大力支持下，自 2015

年开始逐步学习循证护理理论与

实践，每年均举办省市级循证护

理实践继续教育学习班，在不断

学习中探索开展循证实践项目。

特别是在 2018 年我院成为复旦大

学循证护理中心证据应用基地，

为后续循证护理工作开展与提升

提供了平台和有力契机。

护理部

《医者心 家国情》《读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