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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团圆》
《海岱清风》
《娲皇遗彩》
《百福贺岁》

淄博4款文创陶琉产品成春晚贺岁礼

淄博1月13日讯 1月
12日下午，遇鉴陶琉·品味
团圆——
— 2021淄博城市礼
物暨CCTV新春贺年礼《年
的味道》推介会在汉青国
瓷 艺 术 馆 举 行 。推 介 会
上，共推出《聚团圆》
《海岱
清风》
《娲皇遗彩》
《百福贺
岁》4款文创产品，充分体
现了淄博市陶琉产业新与
美、
融与变以及优与扩的
完美融合。
在汉青国瓷艺术馆，
一
套红色系的餐茶具格外惹
眼，
让大家感受到了喜庆的
“年味”。这套餐茶具名为
《聚团圆》，
主色系是红红火
火的
“中国红”
，
茶壶、
茶杯、
盖碗皆是圆圆的
“红灯笼”
样
式。
“过年我们都期盼着回家
团圆，
这套茶具的设计理念
为
‘团圆’
，
红色代表着吉祥
如意，
热热闹闹，
这样的设计
主色系必然是
‘中国红’
。
”
汉
青国瓷总经理黄少晨说。
而几只晶莹剔透又
“虎虎生威”的琉璃老虎让

人感受到了传统琉璃的魅
力，不禁想向这几只小老
虎讨个虎年好彩头。这款
作品名为《百福贺岁》。山
东璃界文化创意有限公司
总经理白东介绍说，作品
的设计灵感来自于民间的
手工艺品“虎头鞋”，寓意
长命百岁、
尊 贵 平 安 。三
对小老虎颜色各不相同，
分别透着琥珀色、
金红色、
渐变绿，虎背上可以点香、
点烛，还可作为镇纸，不仅
有 观 赏 性 ，还 有 一 定 实
用性。
去年陶博会首次亮相
的《海岱清风》出现在此次
推介会上，杯体的主体颜
色是海岱青，这个色系也
是很多年轻人喜欢的“小
清新”，杯体上的绘画元素
采用淄博的海岱楼、
淄博
珍珠等地标建筑。
汉青陶瓷青年设计师
王若菲说，这个产品不仅
是淄博城市文化魅力的体
现，也是年轻一辈活力的

生动体现。
一套杯体通透水墨风
的琉璃茶具一样惹眼。这
套茶具名为《娲皇遗彩》，
作品借鉴传统的水墨风
格，将墨色与透色晕染烧
制交融，呈现千变万化的
琉璃意境。其寓意为山河
之韵缱绻在琉璃之中，宛
若一团气韵随着琉璃的呼
吸绵延流动，宽广从容凝
集于器型之内，仿若淄博
人文纯良温润自古传承，
代代不息。
这4款文创产品是由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中共
淄博市委宣传部、
汉青 国
瓷、
璃界琉璃共同为春 晚
打造的贺岁新年礼，进而
通过这种方式把淄博的文
创产品更有力地向外推
介，让更多人看到淄博这
个陶琉文化名城不断推陈
出新的好产品和日新月异
的城市发展。
大众日报淄博融媒体
中心记者 王甜

淄川区医院成功实施
胸腔镜辅助下肋骨骨折复位内固定术
淄博1月13日讯 近
日，
淄川区医院胸心外科成
功为一名肋骨骨折患者实
施胸腔镜辅助下肋骨骨折
复位内固定术。这一手术
为该院肋骨骨折内固定治
疗首例，
填补了医院肋骨骨
折治疗领域的一项空白。
1月1日，
人们沉浸在元
旦假期节日氛围中，
一阵救
护车的警笛声划破了假日
的宁静。下午5点20分，胸
心外科接到急诊电话：
“一
肋骨骨折伴严重胸腔积液
的老年患者，
有失血性休克
的危险，
请胸心外科做好入
院抢救准备。
”随即患者被
送到胸心外科。
患者刘大爷，64岁，做
家务时不慎摔倒，胸部磕
在桌角，伤及右侧胸部，患
者随即感到严重胸闷，便
在家人的帮助下拨打了
120急救。
“患者右侧胸腔全是
血！”胸心外科主任赵民刚
看到伤者胸部CT检查结果
后，心里一惊。此时，患者
呼吸愈发急促，
嘴唇青紫。
一场救死扶伤与死神赛
跑的比赛拉开了序幕……
“创伤性胸腔积液，右
侧多处肋骨骨折。快，
通知
休班医生赶紧回到医院，
立
即准备胸腔闭式引流术，
急
查血常规血型，
联系血液科
紧急输血！
”
急促的电话声、
护士匆忙的脚步声、
监护仪
上的嘀嘀声、
患者家属的哭
声，
所有的一切让整个科室
充满了紧张感。
5分钟不到，术前准备
就绪。由于患者骨折断端

错位严重，
断掉的肋骨刺穿
胸膜、
血管，造成胸腔大量
积血，
医生先为患者胸腔内
放置了胸管，
大量的血性胸
水顺管而出，
不一会儿第一
引流瓶就满了。在接下来
的几个小时内，
每隔一小时
开关一次，
陆陆续续引流出
4瓶共3200ml的血性胸水。
胸腔闭式引流术后，
患
者憋闷的症状很快得到了
缓解。紧急输入的血液也
顺着患者的手臂缓缓进入，
患者蜡黄的面容和青紫的
嘴唇，
慢慢变得缓和了。
第二天，
患者看起来精
神好了很多。当所有人都
觉得患者的病情稳定，可
以放心喘口气时，赵民刚
在看过患者流出的血性胸
水后皱起了眉头。
“ 患者精
神状况看起来确实很好，
但血性胸水引流量过大，
立即给患者复查胸部CT。
”
结果出来所有人都震惊了，
胸腔还是有大量积液。
若开胸止血并对肋骨
骨折进行复位内固定，视
野开阔风险小。如果采取
胸腔镜辅助肋骨骨折内固
定，既可以对肋骨骨折断
端位置进行定位，又可以
对胸腔积液较多伴有活动
性出血的患者进行胸腔内
止血，及时纠正患者的休
克症状，缩短患者的恢复
时间，能极大提高患者术
后的生活质量。但这一手
术方式对主刀术者技术要
求很高。征得患者家属同
意，赵民刚和助手商量后
决定，为患者施行胸腔镜
探查术以及胸腔镜辅助下

肋骨骨折内固定术。
胸外科的双腔管插管
全麻对气管插管技术的要
求极高，
麻醉师赵兴旺副主
任和石明珍已经就位。1月
2日上午10时30分，赵民刚
在麻醉医师和助手配合下，
利用胸腔镜进入胸腔，
顺利
找到肋骨断端刺破胸腔的
位置，精准找到出血点，并
配合电凝完成对患者骨折
断端的止血，
熟练对胸腔内
的血性黏连完成了游离。
由于胸腔镜精准定位，
寻找
骨折断端节省了大量宝贵
的时间，
同时缩小了固定肋
骨骨折时手术的开口长度，
避免了大范围切口对肋骨
骨折断端的盲目寻找。赵
民刚和助手娴熟地运用电
钻打孔，贴合接骨板，拧螺
丝固定，手术操作行云流
水，
一气呵成。
常规需要1个多小时的
肋骨固定，
只用了半小时就
结束了，手术过程十分顺
利。术后看着患者平稳的
血压、
心率和氧饱和度，所
有人都松了一口气。手术
后患者生命体征平稳，
转危
为安，
胸部疼痛感较术前明
显减轻，
恢复良好。
1月9日清晨，
胸心外科
查房的医生们走进病房，
远
远就看到了患者刘大爷红
润的面容和洋溢着感激之
情的笑脸。刘大爷紧紧拉
着赵民刚的手不愿松开，
激
动地说：
“太谢谢你们啦！是
你们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
大众日报淄博融媒体
中心记者 王甜 通讯员
曾令果

淄川开展道路运输突出违法违规行为专项整治

查处超载等违章运输大货车42辆
淄博1月13日讯 2022年春节
临近，为营造一个平稳有序的运输
环境和安全畅通的出行环境，淄川
区交通运输局组织在辖区内集中开
展“两客一危”、
超限超载等各项检
查执法活动，提前做好春节运输的
执法保障工作。
“现在正是学生放假、
务工人员
返乡的高峰期，维护良好的营运秩
序、
打击违法违规运输是当前的工
作重点。我们通过严格执法，全面
履职，加强对交通运输领域各重点
环节的集中检查。”淄川区交通运输
监察大队副大队长林钢说。
本次集中检查活动主要包括对
客运市场检查等，加大对长途站、
公
交站及各医院、
商场、
学校门前等重
点区域的监督检查，严厉查处“黑出
租车”、
不合规网约车、
违规巡游出
租车、
不按线路行驶、
不按规定使用
包车牌、
不按规定采取疫情防控措
施等违法违规经营行为。
淄川区交通运输局联合交警、
综合行政执法、
生态环境等部门在
辖区各重点路段开展超载运输车、
渣 土 车 集 中 整 治 ，对 涉 嫌 超 载 、
撒
漏、
带泥上路、
尾气超标等违法违规

运输大货车进行严格排查，实行昼
夜执法。
在查处违法违规运输大货车的
同时，对矿山开采企业、
文旅建设项
目、
道路施工工地等各类货物源头
的规范装载进行监督检查，对查实
存在违规装载的企业及时作出处
罚，从而降低运输环节的违章率 。
通过周密部署和科学布控，对各类
危险品运输车辆及从业人员的有关
资质证件和安全防护措施进行认真
检查。
为确保道路运输安全畅通，淄
川区交通运输局按照确定的工作方
案和执法计划，履职尽责，加强巡
查，对于运输违章和安全隐患做到
早发现、
早应对、
早处置，全力为群
众营造安全、
文明、
规范、
和谐的春
节出行环境。
自1月1日以来，淄川区交通运
输局联合其他相关职能部门共查处
超载、
撒漏等违章运输大货车42辆，
处罚存在违规装载的货物源头企业
14家，查纠存在不规范经营的客运
出租车8辆。
大众日报淄博融媒体中心记者
张亚军 通讯员 王霆

淄川公路事业服务中心

除雪防滑保畅通
淄博1月13日讯 1月12日傍
晚，降雪如期而至，淄川公路事业服
务中心立刻采取各项举措积极应
对，做好各项除雪防滑工作，确保道
路安全畅通。
根据天气预报，
降雪之前，
养护科
即安排施工单位应急队伍严阵以待，
做好各项准备工作，
对国省道两侧防
滑料进行检查，
并提前清点除雪物资，
检查除雪机械，
确保应急人员到位，
并
对特殊路段进行预撒融雪剂。
虽然本次降雪量不大，
但是气温
和地温低，降雪后道路极易结冰，淄
川公路事业服务中心按照
“先重要节

点、
后一般路线，先清理一条车道、
后
两边扩展”
“先通后净”
“机械为主、
人
机结合，融雪剂为辅”的原则开展除
雪作业。首先针对先出现降雪的淄
川北部G205山深线、
S102济青线等
路段的陡坡、
转弯、
大型路口进行应
急作业，同时加强巡查，对还未结冰
的S231张台线二级路、
S509青周线
东段山区提前进行融雪剂撒布车结
合人工的方式撒布融雪剂。
截至13日上午，中心已出动融
雪剂撒布车4台，服务车、
运输车辆
12台班，保通人员38人，撒布融雪剂
35吨。 通讯员 张双

淄博星辰燃气开展节日安全大检查
近日，淄博星辰燃气有限公司开
展节日安全大检查。此次大检查由公
司各领导带队，组织全员分片开展徒
步管网巡查、
重点业户排查，对阀门
井、
调压柜等管网设备及室内供气设
施进行逐一检查，对排查出的问题集
中进行整改，
确保元旦、
春节期间全区
供气安全。上图为1月5日安全检查现
场。 通讯员 孙景波 黄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