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60 年前，他肩负着祖国医学与民族医
药的传承与发展，呱呱坠地。

风雨兼程一甲子，砥砺奋进六十年。60
年来，他从一个襁褓待哺的婴儿逐渐长大。
从最初的衣衫褴褛，到如今的一身锦绣，60
年间，他在茁壮成长中华丽转身，成为祖国
北疆医药领域中一颗耀眼的明珠。

他，就是坐落在美丽青城的内蒙古自治
区中医医院。

1956 年，在党的民族政策和中医政策
的指引下，自治区卫生厅将一批批分散在各
地的中蒙医有识之士聚在一起，组建了内蒙
古中蒙医研究所。1958 年，在内蒙古中蒙
医研究所的基础上，又成立了内蒙古自治区
中蒙医医院。2013 年，蒙医独立设置后，医
院正式更名为内蒙古自治区中医医院。

突出优势 丰富内涵 护佑健康 普济苍生
医院现有国家名老中医传承工作室 6 个、全国

老中医学术经验继承工作导师 6 名、国医大师提名
人 1 名、全国名中医提名人 1 名、自治区名中医 15
名、自治区老中医学术经验继承工作导师 18 名、全
国卫生计生系统先进工作者 1 名、自治区“突出贡
献专家”4 名、自治区“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 2 名、
自治区“草原英才”9 名、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人员
6 名。

在这些人才中，大多数在中华中医药学会、中
国医师协会、中国民族医药学会等国家级学术团
体担任重要学术职务，同时也在自治区中医药学
会中担任着重要学术职务，其中有副会长 4 人、副
主任委员 5 人、秘书长 2 人、常委 13 人、常务理事
13 人、理事 21 人。他们通过定期举办学术交流会
议，充分发挥医院在自治区中医学术领域内的辐
射和引领作用。在他们的带动下，不仅加强了医
院与全国各地区的学术交流，也有力地推动了医
院的建设与创新发展。

多年来，医院坚持突出中医特色，走特色办医
之路，先后推出针刺、推拿、拔罐、熏敷熨等 95 项中
医医疗技术，以及中药热奄包、雷火灸、耳穴贴压、
引阳入阴推拿、刺络放血疗法、杵针疗法、穴位注
射等 25 项中医特色护理技术，使医院的中医药参
与治疗率达到 98%以上。

经过多年的努力，医院在国家同行业中逐渐

崭露头角，在 2015 年和 2017 年中华中医药学会举
办的两届全国青年医师急救技能竞赛中，内蒙古
中医医院分别取得了中医急救技能比赛个人三等
奖、团体三等奖和个人一等奖的好成绩。在 2018
年艾力彼医院管理研究中发布的《中国医院竞争
力报告（2017-2018）》中，内蒙古中医医院荣膺

“2017 中国医院竞争力·中医医院排名 100 强”。
医院在中药制剂的研发上也在持续发力，通过

中医药研究所陆续研发制作出 49 个院内专科制剂
品种，并日趋系列化。其中，慈莲胶囊，肛肠Ⅰ、Ⅱ、
Ⅲ号洗剂以及麝香消喘膏等 10 多个院内制剂品种
更是形成良好的品牌效应，深受广大患者欢迎。

医院非常重视中药资源的保护开发与利用。
2015 年，内蒙古中医医院引进了国家工程院孙燕
院士专家工作站，即内蒙古黄芪药用植物资源保
护与开发利用院士专家工作站，开全区中医药领
域之先河。同年，医院还成立了自治区目前唯一
一所省级中药原料质量监测技术服务中心。2016
年 7 月，医院挂牌成立了“内蒙古自治区中医药研
究所特色药材种植基地”，并相继建立了 8 个、共
2000 多亩的中药材种子种苗种植基地，建立种质
资源库，加强药用植物生物多样性研究，从源头上
确保了道地药材产品质量。2017 年，内蒙古自治
区中医药研究所被国家农业部遴选为现代农业产
业技术体系综合试验站。

厚德精医 传承发展 不忘初心 奋力前行

“当时，医院职工仅有 100多人，全院日平均
门诊量不到 200人次。”院长杨广源深情讲述，医
院成立之初，仅有一间很小的化验室和 X 光室，
治疗上以单纯的蒙中医传统疗法为主，中医门诊
只有内科、外科、妇科、儿科、针灸科 5个科室，蒙
医门诊不分科。

60 年来，内蒙古自治区中医医院始终不忘
初心，风雨前行。

沐浴着党的民族政策，历经60个春秋的跌宕
起伏，内蒙古自治区中医医院在继承传统中医药
文化的基础上，博采众长、兼容并蓄、开拓创新。

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医院进入快速发展
阶段。崭新的医技与住院综合楼拔地而起，经过
扩建后的医院，占地面积达到 2.5万平方米，总建
筑面积超过 8 万平方米，编制床位达 1000 张。
医院现有职工 916 人，其中，专业技术人员有
737 人，具有中高级职称的 393 人、博士学历 14
人、硕士学历140人。

60 年间，医院的学科建设也取得辉煌成
就。目前，医院已发展到 34个临床医技科室，其
中，获评卫生部临床重点专科 2个（肛肠科、肾病
科），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重点学科 2 个（急诊科、
肛肠科），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重点专科 4个（内分
泌科、肾病科、肛肠科、心病科），国家三级实验室
1个（中药分析实验室）,自治区领先学科 1个（心
病科），自治区临床重点专科 2 个（肛肠科、肾病
科），自治区卫生计生委领先学科 7 个（肺病科、
肛肠科、骨伤科、急诊科、内分泌科、肾病科、心病
科），自治区卫生计生委重点学科 3 个（护理部、
脑病科、肿瘤科），自治区重点实验室 1 个（道地
药材种植标准化与质量评价工程实验室），自治
区卫生计生委重点实验室 1个（中药鉴定学），自
治区蒙中医药管理局中医特色重点专科 6个（脾
胃科、肺病科、脑病科、肿瘤科、骨伤科、ICU），自
治区中医医疗质量控制中心13个。

60 年来，医院的医疗设备也在不断地更新
与完备，向着现代化高水平、高标准迈进。近几
年，医院投资一亿两千多万元，购进了 300 余台

件大型仪器设备。不仅拥有 1.5T 核磁、双板
DR、64 排螺旋 CT、移动 DR、超高档心脏彩超、
高档动脉血管检查彩超、高档腹部彩超、超清奥
林巴斯胃肠镜、全自动检验流水线、血液透析机、
多功能红外线治疗仪、动静态平衡检测评估训练
系统等大型先进医疗设备，还有智能红外艾灸治
疗仪、磁振热治疗仪、冲击波治疗仪、全身药物熏
蒸治疗仪等独具特色的中医诊疗设备。医院的
综合服务能力已经显著提升。

经过 60 年的发展，医院现已成为内蒙古地
区目前唯一一所集医疗、教学、科研、康复、保健、
制剂、养生于一体的自治区级三级甲等综合性中
医医院，成功入选国家中医药传承创新工程项目
建设单位。

传承和发展中医药事业是医院几代人的不
懈追求。内蒙古中医医院是自治区范围内目前唯
一一家国家中医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基地、中药
临床药师培训基地及国家中医药优势特色教育培
训基地，现有内蒙古医科大学硕士研究生导师25
名、兼职教授26名，广州中医药大学兼职教授74
名。近 3 年来，医院累计培养研究生 50 余名，接
收长期实习生 500 余名、课间实习生 3000 余人
次，接收各地进修人员 300 余人，外派培训 200
余人。目前，医院既是内蒙古医科大学中医附属
医院和中医临床医学院，也是广州中医药大学非
直属附属内蒙古中医医院。

多年来，内蒙古中医医院以“厚德精医、传承
发展、护佑健康、普济苍生”为宗旨，以“质量是生
命、特色为根本、管理出效益、改革促发展、科技兴
院所”为办院方针，坚持“以病人为中心”服务理
念，努力践行“大医精诚、惠泽百姓”的院训精神，
赢得了社会及广大患者的好评。院党委连续两年
被自治区直属机关和自治区卫生计生委评为“一
类标兵党委”。医院先后荣获全国百佳医院、全国
百姓放心示范医院、全国卫生系统先进集体、全国
民族团结先进集体、自治区文明医院、全区执行物
价政策法规最佳单位、全区卫生系统先进集体、
3A级定点医疗机构等荣誉称号。

风雨兼程一甲子

砥砺奋进六十年
推进改革 精细化管理 提升科学化水平

按照建立现代医院管理制度的指导意见的
要求，内蒙古中医医院充分发挥公立医院党委的
领导核心作用，以党建工作促进业务工作提升。

近年来，医院积极推进公立医院综合改革，充
分发挥公立医院公益性，先后与 40多家基层医院
建立了医联体合作关系，组建了涵盖全区 12 个盟
市的各级医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康复医院、基
层卫生院的医院集团联盟及中医肛肠专科联盟，
并建设了远程医疗协作网络中心，旨在为广大基
层群众提供更方便、快捷、经济的医疗服务。

信息化建设步伐加快，促进医院管理精细
化。HRP、OA 系统已开始使用；远程医疗系统、
集成平台等系统正在建设实施中；掌上医院、微
信预约平台已推广使用⋯⋯强有力的信息化建
设，不仅方便了患者就医，也深化了医院各子系
统间的信息共享与交流，还营造了医院电子化协
调、无纸化办公氛围，而这些措施的实施，直接受

益者是每一个需要医疗服务的患者。
为 了 提 升 群 众 就 医 感 受 ，医 院 累 计 投 资

1000 多万元着力提升全院信息化水平，不仅实
现了“一卡通”门诊自助挂号、缴费、查询、打印检
查结果以及微信自助服务功能，还在全区范围内
实现了首家自助银联功能。在各医技科室高峰
时段实行弹性排班满足就诊需求，在门诊走廊及
候诊区设置供患者休息等候的座椅，在中药房窗
口设置大屏幕电视供患者等候取药时休闲消遣，
在各诊室前设置出诊医师接诊信息显示屏，在门
诊大厅及患者流量较大的窗口及专家门诊安排
导诊员，增设中药配方颗粒自助配药机和小包装
中药饮片、缩短患者取药时间，建立智慧药房为
患者提供高品质的煎药服务，与快递公司合作提
供药品快递服务，开展门诊预约诊疗服务⋯⋯一
系列人性化的服务举措，让这里的就医环境变得
更加温馨和井然有序。

—
—

记内蒙古自治区中医医院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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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党的建设 发挥引领作用 促进业务提升

落实“三好一满意”，促进医院健康发展，是
医院党委始终坚持的目标。据医院党委书记伊
乐泰介绍，为充分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鼓
励各部门创新工作方法为患者服务，医院特别设
立了“党员先锋岗”和“服务示范岗”，各岗间位
比、学、赶、超，创新工作方法，其中出院患者床旁

“一站式”结算就是他们的亮点之一，赢得了住院
患者的广泛好评。

医院始终注重公益活动的开展，让名医专家
贴近百姓身边。医院现有注册志愿者 300 多人，
他们充分发挥自身的医疗专业特长，积极开展义
诊，医疗服务下乡，急救知识进机关、校园，以及
关爱特殊群体等活动。据统计，院党委每年组织
开展的各种公益活动平均覆盖受益人群 4000 余
人次、每年免费赠送的药品价值超过 3 万元。医
院开展的“学雷锋月集中志愿服务”和“中医中药
进校园”活动分别在 2016 年和 2017 年被评为呼

和浩特市“十大社会公益活动”。为广泛深入地
宣传中医药知识，医院还与多家媒体合作开办专
题、专栏。如，与广播电视台合作积极参与《蒙中
医说病》栏目；与北方新报社合作，开办《中医说
病》《节气养生》专栏。

“未来，内蒙古中医医院将继续全面提升综
合实力，打造科室设置完善、功能完备高效、中医
特色浓厚、西医能力突出、服务质量一流、自治区
领先、国内知名的现代化三级甲等综合性中医医
院，以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医疗服务需求。”
对于医院未来的发展，院领导班子个个信心满
怀。

我们坚信，在党的十九大精神的感召下，在
自治区民族医药政策的指引下，在团结奋进的医
院领导班子的带领下，勤劳朴实、大医精诚的内
蒙古中医医院人必将迎来更加辉煌灿烂的明天！

愿内蒙古中医医院的明天更美好！

隔物灸法。 优质的诊疗环境。献血。

团结奋进的医院领导班子。

元山子村“点对点”扶贫义诊。

崭新的住院及医技综合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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