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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越4000公里的援医之路仍在延续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记者 张晓光
通讯员 刘滟

西藏昂仁到山东淄博，全程近
4000公里。

而淄博市中心医院的医生们，
却一次次踏足昂仁的土地，带去专
业的医疗知识和精湛的医疗技术。

两年三批援助医疗队的派出，
不仅让淄博市中心医院援藏“昂仁
模式”凸显，也让两地医疗技术交
流不断加强。

其间，那被人称颂的“不畏艰
难、大爱无疆”的医疗精神也就此
延续。

援医接力

第三批医疗队将出发

4月14日下午，淄博市中心医
院组织召开欢送第三批援藏医疗
队座谈会。

这代表着淄博市中心医院将
派第三批“组团式”援藏医疗队奔
赴西藏昂仁，再续4000公里淄博-
昂仁援医路。

此次座谈会上，第二批援藏队
队长王青廷将“淄博市中心医院援
藏医疗队”队旗交至第三批援藏队
队长徐鸿宇手中。

这意味着，徐鸿宇带队接过了
援藏医疗的长跑“接力棒”，完成一
次使命的交接。

“援藏任务是医者的神圣职
责，我们将不负医院嘱托，全力帮
助昂仁民众，圆满完成援藏任务，
顺利归来。”徐鸿宇在会上的发言
中这样表示。

据介绍，第三批“组团式”援藏

医疗队由麻醉手术科副主任、副主
任医师徐鸿宇带队，队员分别是肝
胆外科主治医师李捷、产科主治医
师孙丰涛、东院超声科主治医师修
宇、肾病科一病区护士长助理、主
管护师徐兵四人。

据悉，第三批援藏医疗队将于
4月19日抵达昂仁，在昂仁医院开
展为期半年的援藏医疗工作。

派出技术骨干

医技护组团式持续援藏

早在2019年6月，淄博市中心
医院就已派第一批“组团式”医疗
队援藏，至2020年10月第二批医疗
队返回，到如今2021年4月第三批
医疗人员再次起航。

三批援藏人员名单中，麻醉科
连续3次派出医生参加援藏医疗任
务。对此，麻醉科主任冯念海说：

“援藏任务没有科室之分，病患所
在之处就是医生需到之地。”

而淄博市中心医院此前两次
派遣至昂仁的医疗队所带回的成
果，也正印证了这句话。

数据显示：此前两批医疗队员
在援藏期间，填补了昂仁县医院技
术空白30余项，为其带去了新业务
新技术，使藏族民众能够享受到内
地高水平的医疗服务，同时提高了
当地昂仁医院的综合水平。

高层次医疗技术的输出，为人
才稀缺的昂仁医院带去精湛的医
疗技术，也提升了所援之地医院的
医疗水平。

除此之外，对比三次医疗团队
人员可发现，每个团队中除相关科
室的主治医生外，还有护理人员。

医技护组团式医疗队的组成，

是援藏医疗任务能够顺利完成的
又一推动力。

上文所述中，由各科室技术骨
干组成，医技护组团式的医疗团
队，高层次医疗技术，加之三次延
续式的医疗团派遣，也形成了淄博
市中心医院独特的援藏医疗形式，
即“昂仁模式”。

打造“昂仁模式”

连接淄昂医疗

此前两批援藏医疗队的人员
充分发挥自身技术优势，在医疗、
护理、教学、管理等方面坚持传帮
带，开展手术、抢救病人，改进流
程、提升服务，教学查房、业务培
训。

院方资料统计，淄博市中心医
院曾先后对西藏近4000名儿童及
部分教师进行先心病筛查和健康
体检，两年来，市中心医院分两批
迎接了17名昂仁县先心病患儿，并
为其免费成功进行了心脏手术治
疗。同时，医院还援助昂仁县医院
仪器设备、急需药品25万元。

由此可知，两年间淄博市中心
医院两批医疗队的派出，真正实现
了对昂仁从“输血式援藏”到“造血
式援藏”的帮扶，提高了当地医院
综合水平。

而早在2020年10月22日，也是
在第二批援藏医疗队返淄的同时，
西藏昂仁县派首批医疗人员到淄
博市中心医院进行为期1个月的医
疗技术培训。

由此可知，淄博市中心医院对
口西藏昂仁地区医院的帮扶，也赢
得了当地政府和广大藏族同胞的
高度赞扬和充分认可。

淄博市委宣传部副部长李霄
在报告会上曾言，此“昂仁模式”的
医疗帮扶，让青藏高原见证了淄博
力量，其中医疗队工作人员用忘我
的付出，将淄博精神传至遥远的雪
域高原，而第三次援藏医疗队的派
遣也将“大爱无疆”的援藏之路再
次延伸。

未来“昂仁模式”也将成为淄
博与昂仁医疗之交的纽带，延续性
的传递下去。

淄博与昂仁，虽相隔四千公
里，但医者仁心，大爱无界。

高青一中：

举行第六届班主任节

日前，高青一中举行了第六
届班主任节庆祝活动。学校班子
成员为“高青一中功勋班主任”
和上学期优秀班主任颁发了获
奖证书。学生代表为自己的班主
任送上寄予感恩与祝福的鲜花
和精心制作的心意卡。 (周进)

桓台县实验中学：

举办集体备课教学论坛

近日，桓台县实验中学开展
了以“问渠那得清如许，集体备
课凝智慧”为主题的教学论坛。
汇集教师们的智慧，引导教师加
深对教材的理解、优化教学设
计，真正实现资源共享，提高课
堂教学效益。 (逯晓冉)

张店区齐德学校：

举行首届校园数学文化节

为提高学生的数学素养，营
造热爱数学的学习气氛，日前，
齐德学校(小学部)举行第一届
校园数学文化节活动。各级部为
每个年级的孩子量身打造了七
巧板、趣味24点、数独挑战等不
同的数学特色活动。 (王灵凤)

沂源二中：

开展敬老主题团日活动

为弘扬志愿服务精神，日
前，沂源二中团委到南麻镇养老
院开展敬老主题团日活动。学生
们陪老人拉拉家常、讲讲笑话，
给老人带去欢乐;有的帮助老人
整理内务，捶捶背，使老人体会
到爱的温暖。 (刘念华)

沂源县河湖中学：

举行硬笔书法竞赛

为提升学校语言文字应用
水平，日前，河湖中学举办了硬
笔书法竞赛。使学生感受到了书
法艺术的魅力，懂得了在信息化
时代传承书法传统的必要。让同
学们重视书写，爱上硬笔书法。

(张成娟)

淄川区实验幼儿园：

开展种植绿色教育活动

为使幼儿体验劳动的乐趣，
养成爱护环境的好习惯，日前，
淄川区实验幼儿园组织开展了

“种植一抹绿色，拥抱美好春天”
主题教育活动。同时鼓励孩子们
用手中的画笔，画出对花草树木
的爱护和期望。 (马永群)

沂源县新城路小学：

开展学雷锋教育活动

日前，新城路小学开展了一
系列学雷锋活动。召开“学雷锋
争当新时代好队员”主题班会，
引导学生们了解雷锋精神。开展
了校园“好人好事”、“学雷锋”手
抄报评比等。

(董仕雪 周颖)

沂源县鲁山路小学：

开展共助成长关爱活动

鲁山路小学在春节和寒假
期间开展了“情暖童心，共助成
长”关爱活动。教师通过到户家
访或线上家访等形式，了解学生
家庭情况，特别是留守儿童和孤
困境儿童家庭教育情况，提供力
所能及的帮助。 (王晗)

淄博经开区傅家镇中心小学：

开展打卡初心路活动

为大力弘扬奉献精神、传承
红色基因，日前，傅家镇中心小
学党支部组织全体党员前往焦
裕禄纪念馆，开展“打卡初心路、
建功新时代”主题实践活动。进
一步增强新时期党员所应担负
的责任与使命。 (李瑞雪)

沂源县南麻街道西台幼儿园：

开展听评课教研活动

为提高幼儿园整体教育教
学水平，近日，西台幼儿园开展
了教师听评课教研交流活动。让
大家领略优秀教师的风采，以听
共学，以评促教，旨在促进幼儿
园教师的专业发展和保教质量
的提升。 (刘霞)

淄博经开区傅家实验小学：

开展教师形象管理培训

为提升教师文明礼仪素养，
营造良好的育人环境，日前，傅
家实验小学开展了教师形象管
理和教师礼仪专题培训。学校工
会王主席要求全体教师将学到
的形象管理和礼仪专业知识付
诸实践，知行合一。 (王超)

沂源县南麻学区东高庄小学：

召开家庭教育报告会

为在学校管理、家庭教育、
家校联系、安全卫生学习等方面
达成共识，形成教育合力。引导
家长参与学校活动以及为学校
发展建设献计献策。近日，东高
庄小学召开了“2021年家长会暨
家庭教育报告会”。 (刘珠琳)

沂源县燕崖中学：

举行缅怀先烈教育活动

为了进一步丰富校园文化
生活，清明节，燕崖中学举行了
纪念先人、缅怀先烈的教育活
动。通过此次活动，使学生深切
体会到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
易，要努力学习，报效祖国。

(陈作涛 杨希艳)

高青三中：

开展学雷锋活动月活动

日前，高青三中组织开展
“弘扬雷锋精神，做新时代好少
年”为主题的学雷锋活动。教育
师生要做雷锋精神的继承者和
传播者，勇挑时代担当，播撒雷
锋精神的种子，让雷锋精神绽放
耀眼光芒。 (王克锋)

关注消防教育 为增强师
生消防安全意识，日前，沂源县
新城路小学组织各班召开消防
安全教育主题班会，并进行消防
安全演练。 (周颖)

举办家长课堂 为使家长
们掌握更好的教育知识和方法，
日前，沂源县荆山路小学组织了

“家长空间”线下家长课堂的话
题研讨活动。 (杨云云 孙静)

举办心理健康培训 日前，
沂源县鲁山路小学开展了班主
任心理健康教育培训。校长、分
管校长参加了培训，并对全体班
主任提出了具体要求。 (王晗)

庆祝妇女节 “三八”妇女
节期间，沂源县荆山路幼儿园开
展了"浓情三八节"主题活动。活
动促进了教师间的团结协作。

(侯宇宁)

走进博物馆活动 为让学
生了解家乡历史，接受乡土文化
教育，日前，高青县千乘湖小学
一年级开展“走进博物馆，感受
文化魅力”实践活动。(韩旭强)

张店区潘南小学北校区：

启动学习雷锋好榜样活动

为弘扬雷锋精神，日前，潘南
小学北校区启动“学雷锋志愿服务
我先行”活动，倡议全体少先队员
用实际行动服务社会。旨在，积极
调动全体学生学雷锋积极性，人人
争做小雷锋，共创和谐、互助、文明
的校园氛围。 （李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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