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回首岁月芳华六十载
不忘初心逐梦新时代

——内蒙古自治区精神卫生中心60周年纪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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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立辉

时光飞逝，60年如白驹过隙般短暂。然
而，60年的沧桑弦歌，依然不辍；60年的艰辛
谱写，仍旧传承。

从1960年到2020年，内蒙古自治区精神
卫生中心历经了院址从无到有，设施从简陋到
齐备的60年变化。回首几十年前，几栋普通
的房子、百余名职工、十几张床位，就此翻开内
蒙古自治区精神卫生中心的第一页；在历史长
河里，这群特殊的白衣天使们肩负着救死扶伤
的神圣使命，探索着治疗疾病的新路，书写着
精神卫生领域的恢弘篇章。

如今，阴山脚下，青城北端，一座新型的三
级甲等医院已经崛起。这里精英荟萃，人才辈
出，犹如新荷出水，整装待发。

为了珍惜这来之不易的60年成果，内蒙
古自治区精神卫生中心将秉承“全面全程、守
护健康、关注细节、融入真情”的理念，努力走
向新的60年辉煌。

60周年院庆，内蒙古自治区精神卫生中
心用自己独特的方式为她送上诚挚的祝愿。
没有华丽的辞藻，没有动人的歌喉，更没有惊
艳的舞姿。有的只是朴实无华的笑靥，以及几
十年来无私的艰辛和付出。

让无力者有力，让悲观者启程，让坚强的人
更坚强，让幸福的人更幸福，这是内蒙古自治区
精神卫生中心朴素而美好的情怀，仅此而已。

走进内蒙古自治区精神卫生中心新址，
和煦的阳光、远离喧嚣的闹市，处处干净整
洁、风景宜人、安静祥和。来到病区，每个病
区设有宣泄室，门窗全部是软包装，不仅病
房宽敞明亮，病区、休闲区、治疗区功能分
明。几个大字“精医尚德、敬业博爱”的院训
和“全面全程、守护健康、关注细节、融入真
情”的医院理念格外醒目。走进病房，一种
家的味道瞬间弥漫开来。在这里，有医护人
员向患者了解病情的询问声；在这里，有患
者向医护人员撒娇的呢喃声；在这里，无论
贫富贵贱、男女老幼，都能得到平等的有尊
严的医疗服务。

今年10月，位于呼和浩特市鸿盛工业
园区的内蒙古自治区精神卫生中心新院区

正式投入使用。新院区编制床位1000张，
设置科室为重症精神疾病治疗中心、临床心
理中心、老年心理医学中心、儿童青少年心
理卫生医疗中心、精神疾病康复中心、焦虑
抑郁中心和成瘾医学中心7个中心，收治全
区12个盟市急危重精神疾病患者。

经自治区人民政府同意，内蒙古自治区
精神卫生中心位于呼和浩特市城区的乌兰
察布路院区得以保留，保留后将继续发挥地
理优势，满足全区精神卫生服务需求，方便患
者就医。乌兰察布路院区床位390张，设置
睡眠医学中心，心身健康体检保健中心、精神
疾病联络会诊中心、精神疾病司法鉴定中心
和神经内科疾病治疗与康复中心5个中心。

目前，内蒙古自治区精神卫生中心共有

2个院区，总占地面积近260亩，开放床位
1390张，共设置12个医疗中心，临床科室
16个，医辅科室15个，行政职能科室14个，
职工总数1060人。老院区以心理疾病的预
防、诊断、心身保健、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
与睡眠障碍治疗、神经内科、精神科康复和
科研教学为主。新院区以重性精神疾病的
治疗为主，承接自治区12个盟市急危重症
患者。两个院区特色鲜明、功能互补、流程
合理、设备先进、环境优美，成为现代化三级
甲等脑科医院。

历经60年的发展，内蒙古自治区精神
卫生中心现已成为自治区目前建院最早、人
才聚集、技术力量雄厚，集精神疾病预防、诊
断、治疗、康复、教学、科研于一体的精神疾

病医疗机构。是国家级住培基地，北京医院
专科联盟医院、内蒙古医科大学精神卫生学
院，自治区精神障碍疑难杂症诊疗中心，医
院精神病学是自治区领先（重点）学科。承
担全区精神卫生工作的规划制定、业务指
导、人员培训、督导考核等任务，服务范围覆
盖全区及西北、华北、蒙古国部分地区。

近年来，内蒙古自治区精神卫生中心还
不断加强设备投入，配备了近红外脑功能成
像仪、脑涨落图仪脑电事件相关电位仪、精
神压力分析系统、64排128层螺旋CT、3.0T
核磁共振成像系统等国际先进的心理和躯
体检查、治疗设备，极大改善了医院设备落
后的现状，有效提升了医院的诊疗能力，成
为了让患者和医护人员都满意的医疗机构。

时间回到4年前。
为科学规划医院发展方向，结合医院自

身实际和国内先进发达地区精神卫生工作
发展经验，内蒙古自治区精神卫生中心重新
制订了《内蒙古自治区第三医院（精神卫生
中心）“十三五”发展规划》，围绕着学科建
设，不断优化结构，提升专业水平。

几年来，内蒙古自治区精神卫生中心认
真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和国家公立医
院改革的各项方针和政策，全面落实科学发
展观，坚持以病人为中心，以质量为核心的
原则，不断开创医院工作新局面，努力实现
医院跨越式发展，广泛吸取先进地区工作经
验，立足医院实际，确定了打造“大专科、强
综合”集精神疾病和神经科疾病的预防、治
疗、康复、健康教育、健康促进为一体的三级
甲等脑科医院的总体目标。医院环境、职工
积极性和精神面貌均有了翻天覆地的变
化。实现了“一年大变样、两年上台阶、三年
大发展”的医院发展任务目标。

2017年，由内蒙古自治区精神卫生中
心牵头组织全区精神疾病专家，制定了32
种常见精神疾病临床路径和门诊诊疗规范，
率先在全国将精神疾病临床路径种类由国
家出台的6种增加至32种，统一精神疾病
诊疗标准，建立精神疾病标准化治疗模式和
治疗程序。有效规范了全区精神疾病诊疗
活动，减少变异，降低成本，从而提高了精神
疾病诊断治疗质量。通过几年的运行，患者
平均住院日从63.63天，下降到50.1天，下

降了 21.26%，住院患者药占比从12.32%，
下降到 8.34%，降低了 32.31%。临床路径
管理的实施规范了诊疗行为，减少了医疗资
源浪费，有效控制了住院患者次均费用、药
占比、患者平均住院日，减轻了患者的经济
负担，让患者早日回归社会和家庭。

同时，内蒙古自治区精神卫生中心牵头
组织全区 29家精神疾病专科医院和设有
精神科的综合医院，成立了自治区精神卫
生专科联盟，整合全区精神卫生医疗资
源，在专科联盟医院间实行医院管理制度
统一、临床路径与诊疗规范统一、学科建
设统一、公共卫生职能统一、公立医院绩
效改革要求落实统一、信息化建设统一和
医院文化与品牌塑造统一的“七统一”体
系。开启了自治区精神卫生分级诊疗、互
通互认的新征程。

与此同时，内蒙古自治区精神卫生中心
在建设智慧医院的道路上不断前行。2017
年，内蒙古自治区精神卫生中心投入启动了
医院信息化建设工作。截至目前，住院医生
工作站、住院电子病历、住院临床路径、病案
首页、体检管理、绩效管理、门诊预约、银医
通等信息化模块相继上线运行，目前医院已
通过电子病历4级评审。信息化建设的快
速发展对数据的统计应用、医院管理科学化
均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同时也优化了患者就
医流程，提升了患者的就医体验。

为重点推进医院专项工作，按照补短
板、强弱项、激活力、抓落实的方针，内蒙古

自治区精神卫生中心推出了主体建设年活
动。把2018年确定为文化与质量安全提升
年，建立以“精医尚德、敬业博爱”为院训和

“全面全程、守护健康、关注细节、融入真情”
的医院精神，深化“公仆文化”“高自尊文化”
和“三名品牌文化”建设，增强团队的凝聚力
和向心力，推动医院质量安全持续改进。把
2019年确定为“科研教学与学科建设提升
年”进一步加强医院内涵建设，落实科研教
学管理制度，提高科研、教学整体水平，加快
学科建设步伐，全面提升全区精神卫生科研
水平。2020年确定为重点（领先）学科建设
年，牵头制定自治区精神卫生学亚专科重点
学科评审标准，提升全区精神卫生学科建设
水平。

近年来，内蒙古自治区精神卫生中心不
断加大科研创新工作的投入力度，通过设立
了院内科研基金、落实科研奖励措施，通过
一系列的科研管理工作，鼓励职工积极投身
科研工作,提高医护人员的科研素质，培养
了一大批科研、临床复合型人才。“十三五”
期间，医院致力于科研工作提升，共获批自
治区级科研项目 16 项，科研经费 180 万
元，学术期刊收录论文数量335篇。2019
年“内蒙古自治区居民心理健康状况调查”
项目顺利完成，对全区12300名 18岁及以
上常住居民开展调查，首次取得翔实的全
区各类精神障碍数据，填补了自治区居民
各类精神障碍发病情况的调查的空白，为下
一步全区精神卫生政策的制定提供了科学

的依据。医院科研工作的不断进步，为精神
卫生学亚专科及相关学科的发展注入了新
的活力。

依托国家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基地，内
蒙古医科大学研究生培养基地、内蒙古医科
大学精神卫生学院建设，以培养具有创新能
力的高素质实用型、复合型人才为目标，为
自治区乃至全国培养优秀专业人才。经过
60年发展，医院已建立起较为完善的人才
培养体系，现有带教师资80余人，硕士研究
生导师11名,承担着内蒙古医科大学本科
及硕士研究生培养工作，累计完成1.7万人
次带教任务，每年培养硕士研究生十余名，
精神科住培学员20余人，在2019年国家住
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年度业务水平测试中取
得全国精神科专业排名第一的好成绩，
2020年医院正式挂牌内蒙古医科大学精神
卫生学院。

多年来，精神科人才匮乏，梯队不完善
的问题始终困扰着医院的发展。为解决这
一问题，内蒙古自治区精神卫生中心围绕

“十三五”规划学科建设，通过公开招聘、自
主招聘和人才引进等多种方式，从2017年
至今共招聘 182 人，其中硕士研究生占
29.1%，本科占42.3%，有效缓解了医院人才
短缺的现状。内蒙古自治区精神卫生中心
还特别重视人才的继续教育与培养，每年派
出50余人次到北京、上海等国内知名医院
进修学习，不断提升医院现有人才业务能
力，为医院发展提供软实力。

心系患者，时刻不忘回馈社会。在履行
公共卫生职能方面，内蒙古自治区精神卫生
中心争做精神卫生领域排头兵。

2020年初，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
席卷祖国大地，内蒙古自治区精神卫生中心
在自治区卫健委的领导下，按照坚定信心、
同舟共济、科学防治、精准施策的总要求，全
力参与到抗击疫情的阻击战中。内蒙古自
治区精神卫生中心抽调骨干力量，成立了医
疗救治和心理援助热线两支队伍，开通24
小时心理援助热线，疫情期间，12320-5心
理援助热线累计接听2400余条。同时，内
蒙古自治区精神卫生中心还制定了一系列
重要方案、预案，对全区疫情期间心理危机
干预工作进行指导，为一线医护人员、确诊
患者、隔离人员、管理人员和群众有针对性
地提供专业心理援助服务，累计为各级人群
提供心理服务36000余次。同时，不断强化
院内防控工作，保障了医务人员零感染。并
派出心理专家支援武汉一线开展心理危机
干预工作，受到国家卫健委的好评。牵头组
织自治区和盟市共计100余位心理专家累
计对境外回国人员进行心理健康状况调查
4000余份，并对境外回国人员进行1000余
次心理危机干预。还组织120名心理专家，
进驻各盟市学校，开展心理防护和干预知识

进学校“五个一”活动，有效保障了疫情期间
学生群体心理状况平稳。

内蒙古自治区精神卫生中心还承担着
全区严重精神障碍管理治疗、社会心理服务
体系建设、转岗医师培养、专科医联体管理、
区域精神卫生预防、医疗康复体系建设规
划、专科人才的开发培养等工作。

今年7月“健康内蒙古行动——心理健
康促进行动”，在内蒙古自治区精神卫生中
心正式启动。与此同时，内蒙古自治区心理
健康培训基地在内蒙古自治区精神卫生中
心正式挂牌。

这项活动的启动标志着“健康中国行动
——心理健康促进行动”在我区全面拉开帷
幕。其实，履行社会公共职能、关注居民心
理健康这项工作，内蒙古自治区精神卫生中
心几乎每时每刻都在进行着。

付出的道路是艰辛的，但是收获的成果
也是令人欣喜的。

通过几年的共同努力，我区精神卫生防
治体系基本建立。精神卫生工作纳入了自
治区防治重大疾病厅局际联席会议制度，建
立了以精神卫生专科机构为主要抓手的省
级、市级、县级三级精神卫生防治网络。政
府主导，各部门齐抓共管，社会广泛参与的
精神卫生综合防治体系初步形成。各级政

府精神卫生经费投入逐年增加。
全区精神卫生服务能力整体提升。全

区精神卫生专科机构从8家增至25家，除
阿拉善盟外各盟市均设立独立的精神卫生
专科机构，其中内蒙古自治区精神卫生中
心、呼伦贝尔市精神卫生中心和通辽市精神
卫生中心晋升为三级甲等精神专科医院。
全区精神科病床从 2997 张增至 6442 张。
精神科医师从406名增至731名达到了中
西部2.8/10万人要求。全区103个旗县区
均建立精神心理门诊，群众精神卫生服务可
及性明显提升。

全区严重精神障碍救治管理工作成绩
斐然。在全国率先创建11个省级精神卫生
综合管理示范区。将盟市精防办转接到盟
市级精神疾病专科医院，并进行标准化建
设。在管患者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率已经达
到100%。精神障碍患者康复站实现旗县
全覆盖。全区严重精神障碍报告患病率从
2.74‰上升到4.53‰，各项指标均高于国家
平均水平，严重精神障碍患者救治管理工作
考评全国排名从第31名跃升至第2名。

全区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工作顺利
开展。启动3个国家级9个自治区级社会心
理服务体系建设试点工作。心理援助热线
实现盟市全覆盖，自治区心理援助热线

12320-5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帮助群众维
持心态平和起到了关键作用。

全区精神卫生立法深入推进。《内蒙古
自治区精神卫生条例（草案）》现已通过政府
办公会，提交自治区人大委员会进行审议，
为全区精神卫生工作提供法律依据。

荣誉永远属于勇于创新且有准备的团
队。近几年来，内蒙古自治区精神卫生中心先
后荣获全国医药卫生系统创先争优活动先进
集体、内蒙古自治区文明医院、内蒙古自治区
工人先锋号、内蒙古自治区卫生系统先进集
体、内蒙古自治区青年文明号、内蒙古自治区
最具爱心单位、先进基层党组织等多项荣誉。

未来内蒙古自治区精神卫生中心将继续
秉持精医尚德、敬业博爱的院训，打造以精
神疾病防治为基础，以脑部疾病多学科融合
发展为目标，打造具有国际视野的特色脑科
医院研究型医院。以重点领先学科建设为
抓手，深挖学科建设潜力，以脑科学研究为
方向，激发学科科研发展内生动力，完善人
才梯队建设，培养高层次人才，加强国内外
合作交流，助力医院高质量发展，扎实推进
公共卫生工作，造福人民群众。不忘初心，砥
砺前行，为内蒙古精神卫生事业发展和人民
健康再创辉煌。（图片均由内蒙古自治区精
神卫生中心提供）

提升管理水平——创建“三个满意”医疗机构

引领科技创新——开启精神卫生系统新征程

履行公共职能——争做精神卫生领域排头兵

医院新址。 内蒙古自治区精神卫生中心现任领导班子。 医院旧址。

内蒙古自治区精神卫生中心与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
查中心、北京大学第六医院合作的“内蒙古自治区居民心理健
康状况调查项目”正式启动。

内蒙古自治区精神卫生中心与内蒙古医科大学
签订合作办学协议。

泰国卫生部精神卫生司司长等一行5人来内蒙古
自治区精神卫生中心学习交流。

患者康复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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