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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
找 记 者 上 壹 点

全民热抢 销冠泰城
6月20日，保利·鲁坤岳麓府在全泰城的

热烈期盼之下，终于迎来了首次盛大开盘，
一场抢房狂潮激烈上演，并一举获得开盘
即清盘的骄人佳绩，再一次向全城展现了
保利现象级的爆发力。

是焦点，自会璀璨；有实力，自会圈粉。
首开当晚，客户早早便到达现场排起长龙，
浩浩荡荡的签到队伍人头攒动，等候区更
是座无虚席，场面之燃令人叹为观止。选房
开始后，来宾抢房激情高涨，捷报频传，成

交量不断攀升，房源分秒递减，销控板全线
飚红。“前一秒还在犹豫，后一秒就被抢定”
的情景不断上演，最终以首开告罄的斐然
成绩，为本次开盘活动交上了完美的答卷。

瞩目新品 加推在即

而首开与心仪房源失之交臂以及未等

到心仪户型开盘的客户们，最近都在问一
个问题：保利·鲁坤岳麓府，何时加推？

承蒙一城厚爱，保利·鲁坤岳麓府新品
房源，不负期待，即将载誉加推，央企人气
红盘将再度来袭，敬请期待！

央企巨擘 府揽繁华

万亿央企保利，世界500强，三十余载专
筑文化地产，2020年进驻泰安匠心造府，择
址高铁新区正芯，近揽万达、光彩、爱琴海
三大繁华商圈；紧邻泰山学院附属中学高
铁校区，近享名师教育；兼得泮河风光带、
开元河公园等七大公园环伺，圈定塔尖名
士高端生活领地。

榜样宽境 品质加冕

作为保利“府系”高端人居产品，保利·鲁
坤岳麓府深谙城市菁英所需，雕琢两轴三庭
七园，构建绿色健康家品质社区，匠筑建面约
105-180㎡书香府邸，约7 . 4米奢阔横厅、约14 . 3
米朝南四开间、套房主卧臻配飘窗，高得房
率，为泰城名士定制理想人居范本。

首开即罄，是卓越品质的印证，更是城
市美好人居所向，保利·鲁坤岳麓府央企红
盘的称号实至名归。项目新品即将载誉加
推，将以瞩目之姿，持续红动泰城！

当红保利，首开即罄！新品加推在即，全城争藏！
作为市场关注已久的央企红盘，

保利·鲁坤岳麓府从进入泰安到营销
中心开放，再到盛大开盘，每一次动
作都是全城瞩目的焦点，以高品质人
居的姿态，收获了泰安人民的热捧与
青睐，扛鼎城市人气流量热盘！

4月10日，泰安市妇幼保健院(市儿童医
院)放射科，拍下了这样一张照片：医护人员
穿着厚厚的铅衣，弯着身躯，为患有先天性
食管闭锁的颖颖做食管造影检查。就是这
样一个看似简单的操作，仅有5个月大的颖
颖(化名)每2-3周就要做一次食管造影检查。

2020年05月10日，在颖颖生后170日，Ⅰ期
胃造口术后第167日，经规范化治疗，规范化食
道扩张，两盲端终于成功会师了！漫长的170
天，医护人员们在等待，在干预，在企盼，终于
盼来这一天--Ⅱ期胸腔镜食管闭锁根治术。
术后颖颖恢复很好。最终痊愈出院。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记者 张泽文 聂美风

共同奋战204个日夜

颖颖回家了

“王主任，颖颖已经回家了呀。”王磊习
惯性的走到颖颖病床前，回应着同事的调
侃，“是啊，她已经回到自己真正的家了。”

“颖颖住院的这204天，我们为她做食
管扩张、食管造影、吸痰、输液、泵奶、擦澡、
为她精心准备根治术…而我每天上班第一
件事就是去看看她的状态，这似乎已成为
了习惯。现在看着她住院时用过的婴儿床，
我这心里空落落的……”王主任说。

时间回到2019年11月23日，“呼吸急促、
呻吟、面色青紫……”刚满35周的颖颖迫不
及待的来到这个世界，她的到来并没有那
么顺利。医护人员为她清理了呼吸道，吸氧
等 对 症 处 理 后 未 见 好 转 ，遂 将 其 转 入
NICU，经儿外一科王磊主任会诊后，最终
被确诊为“I型先天性食管闭锁”，这意味着
颖颖的进食通道是断开的，食物“无法通
行”进入胃肠道。

“先让孩子活下去！”此时此刻的王主

任只有这一个念头。11月26日，他为颖颖实
行了胃造瘘术+消化道造影术。术后医护人
员靠胃造瘘来为颖颖泵奶，以保证营养供
给。

12月12日，颖颖术后第30日，病情逐渐
稳定，顺利撤掉呼吸机，转回儿外一科监护
室治疗。

“颖颖的食管盲闭两端间距较长，约6
个胸椎，长约6厘米。”王主任指着颖颖的食
管造影介绍，这种情况属于I型超长段食管
闭锁，发病率极低。最适合颖颖的治疗方案
就是经探条食管扩张，刺激食管自然生长，
待食管盲闭的两端长到“会师”，再进行胸
腔镜食管闭锁根治术。

功夫不负有心人，5月7日，造影显示颖
颖的食管两端成功“会师”。王主任拿着片
子，激动亦笃定地告诉科室成员：“是时候
给颖颖做食管闭锁根治术啦！”

2020年5月10日，颖颖出生后的第170
天，在全麻下行胸腔镜食管闭锁根治术。手
术顺利，术后颖颖转入PICU治疗。

5月18日，颖颖撤机后再次转回儿外一
科监护室，由于其病情较重，予以心电监
测，禁食，静脉抗炎及高营养液等多项治
疗。但颖颖出现了持续高热，体温最高达
40℃，且痰鸣音明显，痰液较多。遵医嘱予
以酒精擦拭、雾化吸入、及时吸痰护理，吸
出大量白色痰液。为此医护人员做了大量
工作。5月21日，颖颖可以自行口服30毫升配
方奶了，未恶心未呕吐。6月13日，颖颖痊愈
出院。

整个治疗过程，颖颖的父母因为在外
打工挣钱，无法在医院陪她度过重重难关。
这204个日夜，是儿外一科、NICU、PICU等
科室的医护人员，守护在颖颖身边，成为了
她的依靠。

胎儿食管闭锁不可怕

及时就医治疗是关键

食管闭锁，也许对很多人来说，都是陌
生的。“先天性食管闭锁是食管连续性中断
闭锁所致的一种新生儿期严重消化道畸
形，如果得不到及时有效的治疗，会在生后
数日死亡。”王磊介绍。

“颖颖妈妈孕期是在医院产三科就诊
的，糖尿病合并妊娠，是在怀孕30周时，来
医院做彩超及胎儿磁共振时发现的胎儿食
管闭锁。”王主任告诉记者。

出现吐奶、面色青紫、呛咳等症状，于
是医护人员赶紧给颖颖插胃管，却不能顺
利插入，便又进行了食管造影检测，最终确
诊为I型食管闭锁。

对于I型食管闭锁的治疗，比较简单的
方式是选择一截胃肠道来代替食管，但这
种方式并发症会很多，后续容易发生返流，
甚至还要进行手术。

“食管闭锁并不可怕，发现胎儿是食管
闭锁后，千万不要轻言放弃，要相信孩子，
他们很坚强，更要规范治疗。”王主任说。

“颖颖，出生至今从未离开过我们，我
们陪伴她走过疫情最紧张的时刻，我们行
使着做父母的职责。她的安危时时刻刻牵
动着全科人员的心。她经历了胃造瘘术，经
历了一次又一次的食管扩张,一次又一次的
食管造影,经历了数不尽的吸痰,经历了胸
腔镜根治术及食管扩张，经历了呼吸关，经
历了术后高热，经历了心力衰竭，经历了喂
养关。难以想象这么一个弱小的生命，却懂
得如此坚强。”回顾颖颖的整个治疗过程，
王主任颇有感触，他告诉记者，“当看着颖
颖被亲生父母接走的那一刻，作为陪伴她
度过204个日夜的她的医护人员，内心即喜
悦又感伤，大概这正是传说中送女儿出嫁
时的心情吧……”

暖心！204个日夜的不离不弃
泰安市妇幼保健院多学科协作 救助罕见食管闭锁患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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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身份证号 发放日 到期日 贷款余额（元） 担保人 担保人身份证号 担保人 担保人身份证号

张兴春 370911196305230835 2016-06-14 2018-06-11 50,686 . 93 张付满 370911198202100818 赵东升 370911196607270832
薛文兵 370911197101234097 2017-06-30 2018-06-29 190,000 . 00 薛玲 370911196602024069 葛庆宏 370911197301164054
刘凤娟 370921197412021825 2018-05-04 2019-05-03 495,000 . 00 刘凤玲 370902197001143082
周传泉 370911196609165219 2014-07-01 2019-06-30 190,000 . 00 周传新 370911195410145216
张磊 370902198702183035 2018-04-06 2019-04-05 200,000 . 00 杨希元 370522196504110219 李克强 370911199206174819

车新宁 370982197007232672 2016-06-30 2019-06-28 399,895 . 77 石礼波 370902197812292115 牛兴原 370902197410252137
郝志富 370902198511103311 2016-06-30 2019-06-29 300,000 . 00 赵玉荣 370911197810260458 赵玉清 370911197603011213
胡兴海 37091119640927201X 2016-05-31 2019-05-29 147,000 . 00 胡兴华 370911195802222057 胡兴安 370911196108242036
刘会江 370911196202152053 2014-03-17 2019-03-16 41,000 . 00 常树利 370911197711062034 刘会河 370911195906062035
贾学军 370911197002012456 2016-06-17 2019-06-15 282,608 . 30 赵广成 370911196605132014 贾学周 370911197701182454
张斌 370902198608132119 2015-11-28 2018-11-23 79,992 . 20 张世全 370911197106106094 苏美 372402198112022420

郭姣姣 370902198803013326 2015-09-30 2018-09-29 294,918 . 80 李永政 370911196509190812
尹祚堂 370911197001150814 2016-05-12 2019-05-08 269,646 . 66 李金新 370911197003240813 尹祚军 370911196306230810
赵兴荣 370911196401140813 2016-05-23 2019-05-19 190,000 . 00 张圣祥 370911197004100812 赵兴全 370911197105210818
康海平 370911197208250839 2016-06-15 2019-06-06 103,444 . 38 尹延国 370911198807101055 江连洪 370911196212040856
李伯胜 370911198002192412 2015-07-20 2018-07-19 43,620 . 72 马永军 370911197612292416
张元岳 370911195803035675 2015-10-30 2018-10-29 81,400 . 00 王福芳 372523198108167229
王士营 370911197504016019 2016-04-12 2018-04-06 600,000 . 00 高立会 370911195910206011 张明利 37091119650303603X
耿传录 370911197912210419 2014-08-28 2018-08-26 39,000 . 00 梁红军 370911197502030431
景中臣 370911196306251232 2015-11-25 2018-11-24 89,977 . 54 赵兴海 370911196007011212 杜新 370911197305251219
陈强 370911198206091234 2016-06-13 2019-05-24 97,800 . 00 张仁芹 370911197008241241

孙传海 370911196206181214 2016-06-30 2019-06-22 975,150 . 00 孙传新 370911196702231210 宋允胜 370902196912041319
玄甲松 370911196312316418 2016-04-01 2019-03-31 188,613 . 40 王道海 370911196205196414 玄甲帮 370911196808156470
于海龙 370911197609136017 2017-05-04 2019-05-02 145,366 . 07 鹿文忠 370922197103141811 侯坤 370902197704171519
杨智 370902198801104814 2018-04-26 2019-04-05 60,390 . 33 金伟 370911198508180013 赵忠滨 370911196810180015
杨智 370902198801104814 2018-06-25 2019-04-05 65,350 . 71 金伟 370911198508180013 赵忠滨 370911196810180015

鲁茂富 370902198604124816 2018-05-02 2019-05-01 78,241 . 14 刘会峰 370902198712204856 刘丙凯 370911198609264850
孙兆西 370911196009141619 2018-03-29 2019-03-28 193,000 . 00 孙兆栋 370911195110011611 吕秀芹 370902197311233627
杨世圣 37091119791101167X 2018-06-02 2019-06-01 199,581 . 00 赵平建 370911197001071614 赵和满 37091119631229161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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