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巡城
找 记 者 上 壹 点

本报1月1 2日讯 (记者 赵
原雪) 继7日和11日迎来降雪天
气后，淄博许多市民十分关心未
来是否还会出现降雪。12日，记者
从淄博气象台获悉，13日，淄博或
将迎来年内第三场降雪，且最低
气温从零下5℃降至零下7℃。

12日，张店区主城区内街道
上的冰雪大部分已经融化，道
路两旁的台阶、植物上还留有
先前降雪的痕迹。柳泉路与西
五路相交的十字路口周围，环
卫工人正清扫着道路两侧的垃
圾，并铲扫缝隙处剩余的残雪。

“降雪后，我们配合城市管理人
员清除道路积雪，铲除降雪后
结出的冰层，保障市民的道路
出行安全，到现在为止，随着气
温的回升和融雪工作开展后，
现在马路上已经基本上没有冰
雪覆盖。”一刘姓环卫工人告诉
记者。

对于未来是否还会出现降
雪，市民在保持期待的同时，也
对降雪之后路面是否结冰、道
路是否行进通畅怀有疑虑。“7
号那天下雪时，我正在外面活
动，原本想要走路回家，但天气

状况不太乐观，连正常行走都
有困难，我只好先找到附近的
快餐店避了一会才出来，不知
道之后还会不会出现这样的情
况。”张店区莲池路附近的市民
王先生表达了自己的想法。

根据淄博市气象台发布的
天气预报来看，未来三天温差
最大将保持在 1 1℃左右，白天
夜间体感差异较大，对此，气象
台工作人员提醒广大市民，时
刻关注气温变化，降雪期间注
意做好防护措施，防止引发疾
病。

淄博本周或将再迎“雪姑娘”
未来三天温差最大11℃，提醒市民时刻注意天气变化

因害怕父母责备

10岁女童失联近一天
本报1月12日讯(记者 赵原

雪) 11日早上8时左右，淄博高青
一10岁女孩小苗(化名)从高青县
苗家旧村的奶奶家离开后，与家
人失去了联系。

父母发现后立即报警寻找，
终于在当日下午18时35分左右，
在高青碧桂园售楼处找到了该女
孩，问其原因了解到，原来是女孩
本学期期末考试成绩不理想，怕
回家后父母责备，于是将成绩由

“D”改“A”，但改后的成绩一眼被
母亲看破，遭到了父母的严厉批
评，女孩害怕再次被父母责备，于
是离家出走。对此，女孩的家长也
表示自己的教育方式有不对的地
方，今后会多与孩子交流沟通。

因为被父母责备而离家出
走，看似是一件小事，却也暴露了
不少大问题。一方面是家长的教
育方式需要调整，而另一方面，孩
子脆弱的心理承受能力也需要引
起社会的足够重视。对此，父母和
学校老师应该对此进行怎样正确
的指导呢？12日，记者致电铁路小
学办公室副主任张健，张健表示，

首先，在孩子发生考试失利的情
况时，作为家长，不要急于去进行
批评，而是需要从多方面去寻找
原因，并与孩子进行及时、耐心的
沟通。

“孩子考试失利，需要先从几
个方面寻找原因，首先，是否是今
年的试卷有一定难度，孩子掌握
的知识点相对不够。其次，家长的
第一反应是否得当，应该首先对
孩子试卷中出现的错误进行科学
的分析。再次，家长也需要思考与
老师平时的沟通情况，及时掌握
孩子的日常学习状态。”张先生告
诉记者。

张先生表示，孩子出现离家
出走的情况时，家长首先需要
思考是否平时对孩子的学习过
于严厉，使得孩子产生了一定
的心理负担，并及时与孩子进
行沟通交流，同时保护好孩子
的自尊心。此外，在发生此类情
况后，家长需要保持一定的警
惕性，采用合理的方式方法，及
时进行心理疏导，杜绝此类情
况再一次发生。

男子摔伤肩痛不止

手术重建肩袖

张先生说，他是在去年8月底修房子
时摔伤的，当时他的腹股沟处被一根钢钉扎
伤，左肩也有些疼痛。前往附近的医院进行
治疗时，仅仅对左肩进行了X光检查，并未
发现异常，张先生觉得肩膀上的疼痛是从高
处掉落时导致的皮肉伤，也就没有在意。然
而休养了一段时间后，肩痛并没有缓解，张
先生以为自己得了肩周炎，于是去附近的诊
所打封闭针、贴膏药，但都无法根治疼痛。从
去年年底开始，疼痛突然加重，晚上尤其严
重，张先生被疼痛折磨得睡不安稳，肩膀稍
微一动，更是撕心裂肺。

几天后，张先生来到世博高新医院就
诊，骨一科主任杜玺君接诊后，听了他的症
状，建议张先生进行核磁共振检查，检查结
果显示，张先生左侧肩膀是肩袖损伤，需要
进行手术。张先生很快就在医院住院治疗，
在住院的第二天，杜主任为其进行了手术。
在手术中医生发现，由于病情拖得太久，患
者伤口处已经出现积液，手术中共为其清理
出30—40ml积液，而且患者肩袖部位全部撕
裂，萎缩成球状，医生只好为其重建肩袖。在
手术时，杜主任采取了“铆钉疗法”，先在左
肩的骨头上打了一个铆钉，铆钉的尾端连
着4条线，再将萎缩的肩袖用线牵拉起来，
使得组织逐渐恢复。

肩痛就是肩周炎？

这是一大误区

手术后一个星期，张先生顺利出院了，他
对记者说：“肩膀疼痛已经困扰我好几个月
了，做完手术后，现在一点都不疼了，多亏了
我们的医生水平高超。”记者了解到，张先生
并不是第一次来到世博高新医院进行治疗，
去年，他因为手指麻木，曾经前往多家医院就
诊，但是一直没有好转，也没有获得明确的诊
断。后来他陪亲戚前往世博高新医院看病，就
顺便来到骨科咨询，终于被杜主任确诊为末
梢神经炎。经过20多天的治疗，张先生好转出
院，从那以后，每当身边的人生病，他总是向
他们推荐世博高新医院。

肩膀疼痛是一种非常常见的症状，但是
对于肩袖损伤，许多人则感到十分陌生，杜主
任向记者介绍，许多肩痛患者总以为自己得
了肩周炎，但是肩周炎是过去对肩关节结构
缺乏认知时提出的一个比较笼统的概念。近
年来，随着医学研究的不断深入，对于肩部疾
病的诊断更为清晰，目前，经过不断学习，对
于肩袖损伤已经能够很好地确诊并精准地进
行治疗。

肩袖损伤多是由受伤或是肩峰撞击引起
的，其明显表现就是在抬肩过程中疼痛。因此
建议患者一旦出现肩痛，应注意休息、停止运
动，并改变运动方式，尽量不要把手举过头
顶。肩袖损伤须尽早发现并接受科学治疗。如
果患者肩膀持续疼痛，并在夜间更加明显，可
以前往医院骨科进行相关检查。(王锐 吴岳)

原来，刘女士是一名肠癌患者，
肿瘤在发展过程中侵犯了输尿管，造
成输尿管狭窄，就在几天前，她前往
外院手术，希望将输尿管打通，然而
在手术中，双J管并没有按照预想的
方案贯穿输尿管，而是在输尿管中打
了几个结，由于一团“乱麻”一般，将
本身狭窄的输尿管完全堵塞。术后，
刘女士病情进一步恶化，手术输尿管
导致存在伤口，刘女士尿道流血不
止，并且输尿管堵塞后，尿液无法排
出，造成重吸收，患者各项指标出现
恶化，短短三天，尿素氮就超过了
500mmo l/L，是术前的数倍，患者十
分着急，又来到世博高新医院肿瘤介
入科就诊。

谭建平主任向记者介绍，患者体
内的肿瘤体积较大，之前就压迫了肠
道，造成肠梗阻，后来，肿瘤不断发
展，更是逐渐侵犯到腹腔、肠系膜和
双侧输尿管，其中以左侧输尿管更加
严重，目前左侧输尿管由于堵塞时间
过长，已经导致左肾自截，失去了功
能。刘女士已经是谭主任的老病号
了，几个月前，刘女士因肿瘤导致的
肠梗阻发作痛苦不堪，可是跑了多家
医院，治疗效果都不理想，最终通过
打听来到世博高新医院，“这位患者
的情况比较特殊，她体内的肿瘤侵犯
了多个组织，就好像一大包冻鱼一

样，想要在解冻之前把其中一条单独
拎出来，是非常困难的。这类情况就
叫做‘冰冻腹腔’，在这种情况下治疗
肠梗阻，又不影响其他组织，是一大
难点。”谭主任告诉记者，最终，通过
介入治疗，刘女士的肿瘤得以控制，
医生再对肠梗阻进行了治疗。

患者出院几个月后，又出现了酸
中毒、电解质紊乱的症状，经过检查，
确诊是由于右侧输尿管狭窄导致的。
为了打通输尿管，刘女士前往外院手
术，手术失败后，无奈之下，她又来到
世博高新医院，寻求谭主任的帮助。
秉承着“一切为了病人”的宗旨，在刘
女士就诊的第二天，谭主任就为她进
行了手术。在手术中，谭主任先是用
球囊扩充输尿管，再慢慢将打结的双
J管解开，经过3个多小时的手术，双J
管终于完全伸展，患者的输尿管恢复
通 畅 。术 后 ，患 者 分 2 1 次 ，排 出 了
3800ml尿液，肌酐、尿素氮等相关指
标开始下降。

记者在病房见到了术后第二天
的刘女士，她来院时全身的浮肿已经
消除，看起来精神不错，提起这次手
术，她充满感激：“谭主任的技术太神
奇了！如果不是遇见这么好的医生，
我现在会是什么情况根本无法想象，
是他救了我的命。”

(王锐 吴岳)

男子摔伤肩疼数月
竟是肩袖损伤
世博高新医院骨科为其手术重建肩袖

世博高新医院肿瘤介入科：

输尿管中留“乱麻”
医生妙手巧解决

“谭主任，您快帮我看看，我这刚做完手术，情况咋还恶化了
呢？”1月1日，患者刘女士来到世博高新医院副院长、肿瘤介入科主
任谭建平的诊室，只见她浑身肿胀、精神萎靡，声音充满了急切和
害怕。

几个月前，家住滨州的张先生不慎从板凳上摔下，从那时起肩膀就疼痛不止，他一直
以为是患上了肩周炎，可是打针、用药效果都不明显，后来他来到世博高新医院骨科就
诊，才知道自己患上的是肩袖损伤。昨天，记者在病房见到了做完手术后即将出院的张先
生，提起这次就医经历，他不由得感到庆幸。

超7成候补列车车票实现兑现，记者支招教您顺利买春运票

票难买咋办，发车前两天“捡漏”最容易

本报1月12日讯(记者 王建
炜) 12日一早，没有买到回家票的
张同学带着行李来到淄博站，打算

“碰碰运气”，张同学今年在齐鲁医
药学院读大一，家住徐州，没有提
前买票的他告诉记者，因为是第一
次出远门在外地，所以今年春运碰
到了麻烦，“我已经在12306上预定
了抢票，打算上午看看可不可以捡
漏，希望有人退票，如果捡不到，就
只能考虑商务座或者去济南转乘
回家了。抢票真的是太可怕了！”

幸运的是张同学只等待了一
小时左右就“捡”到了一张回家的
车票。购买春运火车票出现“秒光”

现象，还有捡漏的机会么？记者根
据铁路部门近期公布的数据得知，
春运开始以来，每天已发列车车票
候补兑现率都超过了7成，有的超
过8成。火车票的“捡漏”也是确实
可以实现的，春运抢票的“三大捡
漏时间”购票攻略确实值得一试。

据悉，“捡漏时间”一般有三
个，分别是开售30分钟后，如有旅
客未及时付款，车票会重新返回系
统发售；开车前15天，是退票高峰
期；开车前48小时和24小时，系统
会放出部分剩余车票，每个停靠车
站有一定比例的分配票额，如有未
售完的票，开车前一天余票将再次

出售。另外，一般22点到23点是退
票高峰，旅客朋友也可以多留个心
眼。12306工作人员提醒旅客，候补
功能才是12306的“官方捡漏神器”，
可多选择候补功能购票。

记者通过济南铁路局淄博车
务段得知，节前春运客流基本以学
生、务工与探亲客流为主，不会出
现明显的客流高峰，一月10号左右
正是学生放假的高峰期，从1月8日
到1月11日这四天时间，上车人数都
在2 . 2万人左右。在此也提醒市民，
如果没抢到回家的车票，也不要通
过第三方的代购网站购票，以免个
人信息泄露带来风险或影响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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