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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国际蒙医医院援鄂抗疫医疗队出发前合影。

蒙医药专家登上联合国讲坛，并且受到世界卫生组织大使
的接见。

内蒙古国际蒙医医院是全区首家造血干细胞捐献采集医
院。图为院领导慰问造血干细胞捐献者。

内蒙古国际蒙医医院党委委员带领党员干部职工齐唱《牧
民歌唱共产党》。

任重致远 砥砺奋进

为建设现代化蒙医医院不懈奋斗为建设现代化蒙医医院不懈奋斗
———写在内蒙古国际蒙医医院建院10周年之际

今年是内蒙古国际蒙医医院建院今年是内蒙古国际蒙医医院建院 1010 周年周年。。十十
载春秋载春秋，，十载风雨十载风雨，，内蒙古国际蒙医医院仿佛一颗内蒙古国际蒙医医院仿佛一颗
饱含着蒙医药千百年健康养生理念及实践经验的饱含着蒙医药千百年健康养生理念及实践经验的
种子种子，，在祖国北疆大地生根发芽在祖国北疆大地生根发芽、、茁壮成长茁壮成长，，在时代在时代
的春风里唱响生命的赞歌的春风里唱响生命的赞歌。。

内蒙古国际蒙医医院的十年内蒙古国际蒙医医院的十年，，是一部现代化民是一部现代化民
族医医院的建设史族医医院的建设史，，更是一部传承创新发展蒙医药更是一部传承创新发展蒙医药
的奋斗史的奋斗史。。

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以苏荣扎布以苏荣扎布、、吉格木德吉格木德、、
阿古拉阿古拉、、陈玉良为代表的一批蒙医药专家积极奔走陈玉良为代表的一批蒙医药专家积极奔走
呼吁呼吁，，希望能够建立一所自治区级蒙医医院希望能够建立一所自治区级蒙医医院，，使蒙使蒙
医药更好地服务全区各族群众健康医药更好地服务全区各族群众健康。。

20062006 年年，，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的大力支持下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的大力支持下，，
自治区党委自治区党委、、政府决定建立自治区级蒙医医院政府决定建立自治区级蒙医医院，，并并
作为内蒙古自治区重大民生工程推进作为内蒙古自治区重大民生工程推进。。时任内蒙时任内蒙
古自治区卫生厅副厅长古自治区卫生厅副厅长、、蒙中医药管理局局长蒙中医药管理局局长、、蒙蒙
医五疗学科创始人的乌兰带领着一批蒙医药人从医五疗学科创始人的乌兰带领着一批蒙医药人从
零开始零开始，，筹建这所蒙医医院筹建这所蒙医医院。。

20122012年年，，经过近经过近66年的努力年的努力，，内蒙古国际蒙医医内蒙古国际蒙医医
院以昂扬的姿态矗立于青城院以昂扬的姿态矗立于青城。。

做健康中国健康内蒙古的建设者
……

……

内蒙古国际蒙医医院诞生之际，正是
我国卫生健康事业进入新时代发展阶段
的重要时期。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维护人民
健康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确立了新时代
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发起了建设“健康
中国”的号召。

10年来，内蒙古国际蒙医医院在自
治区党委、政府及自治区卫健委的坚强领
导下，坚持以国家医药卫生体制改革为导
向，以人民健康为中心，坚守蒙医药特色
优势，充分发挥蒙医药“简、便、廉”的特
点，着力满足人民群众多层次、多样化的
健康需求。

在10年的时间里，医院门诊累计接
诊患者564万人次，急诊急救患者26万
人次,多次荣获首府百姓最满意的品牌医
院和内蒙古、呼和浩特两级百姓口碑金质
奖。

在医院厚重的档案中，有一封来自四
川省眉山市农民工兄弟的感谢信让人印
象深刻。2013年元旦前夕，他因急性腹
痛被送来医院急诊，经检查确诊为肠梗
阻。尽管一同务工的工友们东拼西凑为
他凑齐了1万元钱，但他依然担心高昂的
治疗费用。在治疗过程中，医院消化科医
生经过病情分析，为他制定了一套蒙医药
治疗方案。在陆续服用了4种蒙药成药
颗粒的几个小时后，患者肠道反应明显通
气，当晚病痛即消失，3天后痊愈出院。
而治疗费用总共才花了1000元左右。

事后，这位农民工兄弟致信医院医护
人员，表达深深的感激之情，更感叹蒙医
药的神奇疗效。诸如这样运用蒙医药花
小钱、治大病的例子在国际蒙医医院不胜
枚举。

作为全区首家造血干细胞捐献采集
医院，是这里，让生命有了温度，一次次跨

越千里的接力，从这里燃起希望，点燃生
命的奇迹。

“以人为本、患者至上、敬畏生命、守
护健康”。简短的16个字，深深镌刻在每
一位国蒙人的心底，也播撒在了祖国北疆
的每一寸土地上。

自2016年起，内蒙古国际蒙医医院
充分发挥全区蒙医中医医院龙头单位的
引领示范作用，以蒙医药特色优势为抓
手，围绕人才、技术、重点专科等，重点对
库伦旗、巴林右旗、翁牛特旗、敖汉旗、察
右后旗、丰镇市、凉城县、磴口县、阿拉善
右旗的蒙医中医医院开展对口帮扶，使受
援医院在医疗卫生服务水平、特色专科建
设、人才培养、医院管理等方面取得了长
足进步。

2018年，内蒙古国际蒙医医院组建
“乌兰牧骑——走基层巡诊医疗队”，深入
农村牧区及边远地区开展义诊活动。4

年来，这支乌兰牧骑的行程达18500公
里，诊治患者7820人次，赠送价值近30
余万元的蒙药及耗材，发放健康宣教材料
5万多份，为边远地区患者减少医疗费用
300多万元。

2020年伊始，新冠肺炎疫情肆虐中
华大地。当人民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面
临严重威胁之时，内蒙古国际蒙医医院以
坚定果敢的勇气和坚忍不拔的决心，打响
疫情防控阻击战。医院36名医护人员白
衣为甲，先后逆行出征。

从巍巍的兴安岭到茫茫的戈壁滩，从
八千里绵延的边防线到红色精神永驻的
革命老区，从汉江水畔的方舱医院到大青
山脚下的战疫一线，都留下了国蒙人奋战
在健康扶贫、乡村振兴、疫情防控一线的
身影。他们以忠诚书写着国蒙人投身健
康内蒙古、健康中国建设大潮中的动人故
事。

做蒙医药传承精华守正创新的引领者

作为中国四大民族医药体系之一的
蒙医药，是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中华
医药宝库中的璀璨明珠。蒙医药在历史
发展进程中，兼容并蓄、创新开放，形成
了独特的生命观、健康观、疾病观、防治
观，实现了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的融合
和统一，蕴含中华民族深邃的哲学思
想。随着人们健康观念变化和医学模式
转变，蒙医药特色疗法的独特价值得到
越来越多的认可。

流长则难竭，柢深则难朽。10年来，
内蒙古国际蒙医医院围绕蒙医内科、蒙医
外治疗法、蒙医特色护理与蒙药制剂四样

“传家宝”，不断丰富自身的“流”与“柢”。
在蒙医内科理论的基础上，医院不

断科学细化，先后建立了心脏病、血液
病、脑病、心身医学等蒙医内科诊疗中
心，让蒙医药在治未病以及在治疗常见
病、多发病与部分疑难病中发挥出独特
的优势和疗效，真正造福百姓。许多国
内外患有心脑血管疾病、血液病、皮肤

病、消化系统疾病、布病和肿瘤疾病的患
者都是辗转多地后来这里治愈康复的。

针刺、放血、灸疗、整骨、拔罐、点穴、
推拿……五疗康复、针灸推拿、蒙医整骨，
国际蒙医医院创新发展的传统蒙医特色
外治疗法，不仅让世人慨叹蒙医药的神
奇，也让一些散落在民间的蒙医传统治疗
技术在国蒙人的努力下逐渐回归临床。

在蒙医特色护理方面，作为国家临
床重点专科，内蒙古国际蒙医医院蒙医
特色护理学科注重与现代护理医学相结
合，并将“三根”“七素”等蒙医药哲学思
想融入其中，赋予了护理这门学科更多
关于生命、健康的思考。

蒙药制剂是国际蒙医医院立院发展
的“金字招牌”。绿色、健康、便捷的蒙药
能够在治疗疾病上发挥巨大作用。

国际蒙医医院国家蒙药制剂中心前
身系内蒙古中蒙医院制剂室，成立于
1958年，1991年被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指
定为“国家蒙药制剂中心”。如今的制剂

中心总面积达3399平方米，设有30万
级的洁净生产区、10万级洁净生产区、
药物实验室、药菌检室等，设计生产蒙药
制剂品种240余种，制剂剂型10种，具
备现代化蒙药提取、生产设备与先进的
质量控制仪器。

近年来，在自治区党委、政府的大力
支持下，针灸、拔罐、药浴等蒙医传统诊疗
技术和蒙药制剂都纳入了医保报销，越来
越多与蒙医药相关的惠民措施不断落
地。国际蒙医医院将发挥蒙医药特色优
势，让更多的老百姓看得起病、看得好病。

国际蒙医医院将科技创新能力和科
研水平作为推动蒙医药在传承创新中高
质量发展的重要驱动力，确立了“突出重
点、发展强项、扶持特色”的学科建设理
念，形成了各学科协调快速发展的学科
体系。

10年来，医院先后建成国家临床重
点专科6个、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重点学
科4个、重点专科10个；自治区领先学科

13个、重点学科2个、重点实验室1个、
自治区临床重点专科3个、特色优势重
点专科22个、自治区临床研究中心2个，
科研课题立项577项。

10年来，国际蒙医医院坚持蒙西医
并重，推动蒙医药和现代医学相互取长
补短、优势互补、协调发展。蒙医药与现
代医学技术深度融合，为人民群众提供
了更加安全、便捷的健康方案。

互联网医疗为蒙医药发展插上数字
化翅膀。2022年，呼和浩特市发生新冠
肺炎疫情，情况复杂，全市多个社区进入
封闭管理状态，疫情防控形势严峻。为
保障首府群众特别是在封闭管理区域内
群众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进一步发
挥“互联网+”在医疗服务中“零距离、无
接触、高效率”的优势，内蒙古国际蒙医
医院依托互联网医院，积极号召全院专
家、医生开展24小时畅通的“云”医疗志
愿服务，免费为患者提供线上咨询与诊
疗服务。

做党建引领医院高质量发展的实践者

公立医院是党领导的卫生健康战线
的主力军，是党联系人民、服务群众的重
要窗口，是守护人民群众生命健康的主
阵地。

国际蒙医医院党委按照加强公立医
院党的建设要求，把党建工作要求写入
医院章程，扎实贯彻执行党委领导下的
院长负责制，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
任和监督责任，探索建立健全现代医院
管理制度，推动医院实现更加科学化、精
细化的管理。

国际蒙医医院党委将党支部建在一
线，确保党组织全面覆盖医院各部门和
科室，促进党建与业务的深度融合，更好
地团结党员干部、凝聚医护人员，发挥党
的建设对医院各项事业发展的“红色引
擎”作用。

在医院党委的领导下，医院各项工作
不断在构建公立医院高质量发展新体系
中寻求突破。医院连续多年在国家三级
公立医院绩效考核民族医排名中名列前
茅，先后荣获全国文明单位、全国卫生计
生系统先进集体、全国中医药应急工作先
进集体、全国少数民族医药工作表现突出

集体、全国红十字模范单位、中国十大中
医药民族品牌医院、全国中医医院优质护
理服务先进单位等荣誉称号。

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梦。内蒙古国际蒙医医院是由蒙、汉、
回、满、藏、达斡尔、鄂伦春7个民族干部
职工组成的民族大家庭。长期以来，近
2000名各族干部职工继承和弘扬各族
人民心连心、手拉手的光荣传统，相互了
解、相互尊重、相互包容、相互欣赏、相互
学习、相互帮助，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
一起。

民族团结是各族人民的生命线。作
为内蒙古第三批全区民族团结进步创建
活动示范单位和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
集体，内蒙古国际蒙医医院充分发挥自
身蒙医药为主的特色优势，不断巩固民
族团结进步工作成果，办好人民满意的
民族医疗事业，为全国各族人民提供优
质的医疗服务。

内蒙古国际蒙医医院践行“以人为
本、患者至上、敬畏生命、守护健康”的宗
旨，得到广大患者的点赞。精湛的医术，
热情周到的服务，使各族患者共享祖国

繁荣发展的医疗成果，也让医护人员与
患者在交往交流交融中，情感上相互亲
近，使民族团结根植于各族干部群众心
中。

“邻里心灵相通，命运与共”，内蒙古
国际蒙医医院发挥自身优势，以“走亲戚”
式的医疗外交，为中蒙发展睦邻友好关系
谱写了一个个感人至深的故事，让世代友
好的种子广泛播撒在两国人民心中。

2019年6月26日，内蒙古国际蒙医
医院的“巡回医疗车”首次开进蒙古国，
举行“健康丝路”大型义诊活动。当天下
午，乌兰巴托和各省市的500多名患者
奔走相告，赶到蒙古国第二医院(部长医
院)，接受了内蒙古国际蒙医医院蒙医蒙
药专家提供的免费优质检查诊疗。

10年来，内蒙古国际蒙医医院17次
组织蒙医蒙药专家前往蒙古国11个省
市进行义诊，受益患者达5万多人次，赠
送价值100多万元的药品。同时，与蒙
古国20余家医疗机构签订合作协议，建
立开通国际远程医疗会诊中心，建立院
士专家工作站，举办蒙医药学术论坛，并
培训了一批蒙医药人才。

蒙医蒙药专家精湛的医术、热情的
服务，吸引各国患者前来就诊。2012年
以来，内蒙古国际蒙医医院接诊外籍患
者3.2万人次，其中为蒙古国住院患者减
免医疗费200多万元。

内蒙古国际蒙医医院还接待英国、
美国、俄罗斯、意大利、日本、澳大利亚、
蒙古国、马来西亚、斯洛文尼亚、巴基斯
坦、菲律宾、拉脱维亚等国家政要、外交
官、专家学者前来访问考察和学术交流
3000 多人次，并达成多项国际合作协
议。2022年，内蒙古国际蒙医医院获批
国家中医药服务出口基地。

任重致远，砥砺奋进！从零到一的
艰苦建院，到今天的蓬勃发展，内蒙古国
际蒙医医院的十年历程，承载着自治区
党委、政府的亲切关怀和各族人民群众
的殷切期盼，凝聚一辈辈蒙医药人的梦
想与追求。奋进新时代、踏上新征程，内
蒙古国际蒙医医院将始终坚持以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秉承传承创新、仁爱奉献、甘露众生的院
训，守护人民生命健康，为建设蒙医药特
色鲜明的现代化医院不懈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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