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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东昌昌府府区区中中医医院院：：打打造造百百姓姓满满意意医医院院

聊城市东昌府区中医院始建于
1970 年，是一所以中医为特色，以骨科、
结石科、手外科、针灸推拿科为特色科
室，集风湿免疫科、中风科、内、外、妇、
儿、皮肤科、口腔科为一体的综合性县
级中医医院。占地面积 45 亩，建筑面积
21600 平米，现有在编职工 308 人，各类
专业技术人员 211 人，其中高中级专业
技术人员 86 人，开放床位 265 张。

医院一直以“质量高、收费低、服务
好”为发展目标，坚持科学发展，不断扩
大规模，重视引进和培养人才，提高优
质服务，满足人民群众多元化的医疗需
求，先后被授予“山东省中医工作先进
单位”、“山东省文明医院”、“爱婴医
院”、“山东省中医工作先进集体”等荣
誉称号、卫生系统“三好一满意”活动示
范岗。

科科研研成成果果国国内内领领先先

以以李李金金刚刚院院长长为为学学科科带带头头
人人的的结结石石科科为为医医院院特特色色专专科科。。专专
业业治治疗疗胆胆结结石石、、肾肾结结石石，，在在省省内内
外外享享有有较较高高的的声声誉誉，，运运用用中中药药及及
穴穴位位贴贴敷敷成成功功排排石石 88000000 余余例例。。
使使结结石石患患者者免免除除手手术术之之痛痛。。该该项项
科科研研成成果果被被评评为为国国内内领领先先，，曾曾获获
国国家家科科技技进进步步三三等等奖奖，，该该科科还还拥拥
有有国国际际先先进进的的 HHKK..EESSWWLL--110099
体体外外冲冲击击波波碎碎石石机机、、运运经经排排石石
仪仪，，轻轻轻轻松松松松碎碎石石排排石石。。

李李金金刚刚：：副副主主任任医医师师，，全全国国
基基层层名名中中医医，，山山东东省省优优秀秀院院长长，，
聊聊城城市市优优秀秀中中青青年年中中医医人人才才，，富富
民民兴兴聊聊劳劳动动奖奖章章获获得得者者，，东东昌昌英英
才才，，市市人人大大代代表表，，聊聊城城市市有有突突出出
贡贡献献的的中中青青年年专专家家，，市市中中西西医医结结
合合专专业业委委员员会会副副主主任任委委员员。。

擅擅长长治治疗疗胆胆、、肾肾结结石石、、中中风风
偏偏瘫瘫、、慢慢性性肝肝病病、、胃胃病病、、焦焦虑虑症症、、
胃胃炎炎、、顽顽固固性性头头痛痛、、三三叉叉神神经经痛痛
等等疑疑难难杂杂症症。。

医医院院名名医医名名家家荟荟萃萃

医医院院骨骨伤伤科科也也是是鲁鲁西西地地区区
成成立立较较早早的的专专业业科科室室，，已已有有 44 00
多多年年的的发发展展历历史史，，具具有有明明显显的的
中中医医特特色色和和突突出出的的中中医医优优势势，，
传传统统中中医医药药、、传传统统手手法法技技术术、、与与
现现代代骨骨伤伤技技术术相相结结合合，，是是鲁鲁西西
地地区区接接骨骨膏膏药药发发源源地地，，具具有有花花
费费少少、、病病痛痛小小、、疗疗效效好好的的特特点点，，
业业务务覆覆盖盖聊聊城城市市 88 县县市市及及周周边边
地地区区，，并并通通过过了了山山东东省省中中医医药药
特特色色专专科科验验收收，，形形成成了了矫矫形形、、创创
伤伤、、脊脊柱柱、、关关节节、、骨骨病病等等骨骨伤伤体体
系系，，并并自自行行研研制制的的接接骨骨丹丹外外用用、、
鹿鹿茸茸接接骨骨散散内内服服促促进进骨骨折折愈愈合合
效效果果明明显显。。

具具有有传传统统中中医医特特色色的的针针灸灸
推推拿拿科科发发展展迅迅速速，，近近几几年年加加大大
投投入入，，购购进进了了四四维维牵牵引引床床、、蜡蜡疗疗
机机 等等 医医 疗疗 设设 备备 ，，中中 药药 熏熏 蒸蒸 、、牵牵
引引、、理理疗疗、、针针灸灸、、推推拿拿等等项项业业务务
全全面面开开展展，，就就诊诊患患者者大大幅幅度度增增
加加，，已已被被批批准准为为““山山东东省省第第四四批批
中中医医药药重重点点专专科科建建设设””。。

东东昌昌府府区区中中医医院院中中风风科科，，

以以治治疗疗脑脑血血管管疾疾病病和和心心血血管管疾疾
病病为为主主的的临临床床科科室室，，集集医医疗疗、、科科
研研于于一一体体，，具具有有鲜鲜明明中中医医特特色色，，
中中西西医医并并重重，，治治疗疗与与康康复复相相结结
合合，，优优势势互互补补，，以以美美国国海海归归专专家家
程程保保合合教教授授、、心心脑脑血血管管病病专专家家
王王 新新 鹤鹤 为为 学学 科科 带带 头头 人人 ;; 风风 湿湿 免免
疫疫科科由由全全国国著著名名老老中中医医、、著著名名
风风湿湿病病专专家家张张鸣鸣鹤鹤教教授授弟弟子子，，
硕硕士士研研究究生生张张燕燕杰杰创创立立，，充充分分
发发挥挥祖祖国国医医学学优优势势，，具具有有鲜鲜明明
中中医医特特色色，，中中西西医医并并重重，，治治疗疗与与
康康复复相相结结合合，，优优势势互互补补，，为为广广大大
患患者者解解除除病病痛痛，，提提高高病病人人的的生生
活活质质量量，，减减轻轻病病人人的的经经济济负负担担。。

手手足足外外科科

裴裴崇崇墨墨：：副副院院长长兼兼手手外外科科主主
任任，，主主治治医医师师。。曾曾在在中中国国人人民民解解
放放军军海海军军 440011 医医院院、、全全军军手手外外科科
学学习习，，师师从从我我国国著著名名手手外外科科专专
家家。。创创建建了了我我区区第第一一个个专专业业手手外外
科科。。先先后后成成功功进进行行了了我我区区第第一一例例
断断肢肢、、断断腕腕、、断断掌掌、、断断指指及及大大动动
脉脉、、神神经经吻吻合合、、移移植植手手术术，，完完成成了了
数数百百例例断断指指再再植植，，成成功功率率在在 9955%%

以以上上，，处处理理了了大大量量复复杂杂创创伤伤、、手手
外外伤伤病病例例，，开开展展了了手手功功能能重重建建，，
皮皮肤肤、、肌肌腱腱、、血血管管、、神神经经及及组组织织瓣瓣
移移植植、、手手指指再再选选等等手手术术，，多多项项填填
补补了了东东昌昌府府区区的的空空白白。。在在省省级级及及
国国家家级级杂杂志志发发表表学学术术论论文文二二十十
余余篇篇。。

儿儿科科

儿儿科科拥拥有有一一支支技技术术力力量量雄雄
厚厚、、护护理理精精干干的的医医护护队队伍伍，，科科室室
人人员员均均经经省省级级医医院院进进修修，，医医疗疗
设设备备先先进进，，拥拥有有新新生生儿儿暖暖箱箱、、蓝蓝
光光治治疗疗仪仪、、黄黄疸疸测测试试仪仪、、雾雾化化吸吸
入入器器、、肺肺炎炎腹腹泻泻治治疗疗仪仪、、心心电电监监
护护仪仪、、进进口口呼呼吸吸机机等等高高新新设设备备。。
主主要要治治疗疗各各种种常常见见病病、、多多发发病病
及及新新生生儿儿期期各各种种疾疾病病，，擅擅长长采采
用用中中西西医医治治疗疗小小儿儿发发热热、、支支气气
管管 炎炎 、、肺肺 炎炎 、、腹腹 泻泻 、、心心 肌肌 炎炎 、、各各
种种脑脑炎炎等等疾疾病病，，在在诊诊治治疑疑难难杂杂
症症，，急急危危重重患患者者救救治治技技术术达达到到
较较高高水水平平。。

外外科科

外外 科科 崇崇 尚尚 行行 医医 德德 为为 先先 ，，目目
前前，，科科室室开开展展业业务务：：乳乳腺腺及及甲甲状状
腺腺肿肿瘤瘤根根治治手手术术，，大大隐隐静静脉脉和和
精精索索静静脉脉曲曲张张结结扎扎抽抽剥剥手手术术，，
肠肠胃胃穿穿孔孔等等急急腹腹症症处处理理，，小小切切
口口阑阑尾尾切切除除及及痔痔漏漏肛肛肠肠外外科科手手
术术，，神神经经外外科科及及泌泌尿尿外外科科前前列列
腺腺摘摘除除，，膀膀胱胱造造瘘瘘术术，，疝疝气气修修补补
术术及及体体表表各各种种肿肿瘤瘤切切除除术术。。王王
永永勤勤，，主主任任医医师师。。11 99 77 44 年年毕毕业业
于于青青岛岛医医学学院院医医疗疗系系，，大大学学本本
科科 。。荣荣 获获 聊聊 城城 市市 第第 三三 、、四四 、、五五 、、
六六 届届 自自 然然 科科 学学 优优 秀秀 学学 术术 成成 果果
奖奖；；市市级级科科学学技技术术成成果果奖奖一一项项；；
科科学学进进步步奖奖 (( 第第一一位位 )) 一一项项；；国国
家家专专利利一一项项。。兼兼任任三三种种医医学学期期
刊刊专专家家常常务务编编委委。。擅擅长长普普外外科科
疾疾病病的的诊诊治治。。

肛肛肠肠科科

肛肛肠肠科科以以中中西西医医结结合合治治疗疗
肛肛 肠肠 疾疾 病病 为为 特特 色色 ，，博博 采采 众众 长长 ，，
吸吸 取取 中中 医医 药药 有有 时时 和和 现现 代代 手手 术术
技技 术术 的的 双双 重重 优优 点点 ，，取取 长长 补补 短短 ，，
按按规规范范治治疗疗各各种种肛肛肠肠疾疾病病，，应应
用用微微创创治治疗疗，，成成功功解解决决了了手手术术
痛痛苦苦大大的的传传统统治治疗疗问问题题。。对对肛肛
肠肠 常常 见见 病病 ：：痔痔 疮疮 、、肛肛 瘘瘘 、、肛肛 裂裂 、、
肛肛 门门 直直 肠肠 周周 围围 脓脓 肿肿 、、直直 肠肠 脱脱
垂垂、、肛肛乳乳头头瘤瘤、、肛肛管管直直肠肠炎炎、、大大
肠肠 肿肿 瘤瘤 等等 常常 见见 病病 有有 独独 到到 的的 经经
验验及及治治疗疗效效果果，，对对慢慢性性溃溃疡疡性性
结结 直直 肠肠 炎炎 、、直直 肠肠 阴阴 道道 瘘瘘 、、藏藏 毛毛
瘘瘘 等等 难难 治治 性性 疾疾 病病 的的 诊诊 治治 有有 丰丰
富富经经验验。。

急急诊诊科科

急急 诊诊 科科 现现 有有 专专 业业 技技 术术 人人
员员 11 55 名名 ，，高高 中中 级级 人人 员员 66 名名 。。
拥拥 有有 心心 电电 监监 护护 仪仪 、、双双 向向 除除 颤颤
仪仪 、、呼呼 吸吸 机机 、、心心 电电 图图 机机 、、输输 液液
泵泵、、微微电电脑脑自自动动洗洗胃胃机机等等多多种种
抢抢救救设设备备，，承承担担着着全全区区元元钱钱急急
救救工工作作，，为为急急症症病病人人开开放放了了快快
捷捷 方方 便便 的的 绿绿 色色 通通 道道 ，，科科 室室 22 44
小小时时值值班班。。

妇妇产产科科

妇妇产产科科技技术术力力量量雄雄厚厚、、服服务务
优优良良，，能能完完成成各各种种子子宫宫根根治治术术及及
盆盆腔腔淋淋巴巴结结清清扫扫术术、、卵卵巢巢癌癌肿肿瘤瘤
细细胞胞减减灭灭术术等等重重大大手手术术。。较较早早的的
开开展展了了经经阴阴式式子子宫宫全全切切及及妇妇科科
各各种种整整复复性性手手术术。。开开展展了了无无痛痛人人
流流、、药药物物流流产产、、无无痛痛分分娩娩等等业业务务，，
全全面面开开展展了了围围产产期期保保健健、、健健康康教教
育育、、心心理理咨咨询询、、育育儿儿指指导导等等。。新新进进
先先进进仪仪器器有有阴阴道道镜镜、、LL EE EE PP 刀刀
等等。。

皮皮肤肤科科

皮皮肤肤科科拥拥有有激激光光、、电电离离子子治治
疗疗机机、、能能够够治治疗疗寻寻常常疣疣、、扁扁平平疣疣、、传传
染染性性软软疣疣、、尖尖锐锐湿湿疣疣、、宫宫颈颈糜糜烂烂、、痤痤
疮疮、、色色素素痣痣、、雀雀斑斑、、黄黄褐褐斑斑、、斑斑秃秃、、白白
癜癜风风、、疤疤痕痕疙疙瘩瘩、、疥疥疮疮、、癣癣病病、、过过敏敏
性性疾疾病病等等各各种种皮皮肤肤病病。。特特色色治治疗疗狐狐
臭臭：：不不手手术术、、创创伤伤小小、、治治疗疗显显著著。。

口口腔腔科科

口口腔腔科科成成立立于于 22000033 年年，，科科
室室治治疗疗项项目目包包括括牙牙病病的的防防治治，，牙牙
髓髓、、牙牙周周、、根根尖尖病病的的治治疗疗，，牙牙齿齿洁洁
治治术术、、光光固固化化、、银银汞汞充充填填及及各各种种
牙牙齿齿的的拔拔除除术术，，各各种种活活动动义义齿齿，，
铸铸造造冠冠烤烤瓷瓷牙牙的的修修复复，，各各种种牙牙列列
不不齐齐的的矫矫正正。。

医医疗疗设设备备先先进进

美美国国 GGEE1166 排排螺螺旋旋 CCTT、、
西西门门子子 CCTT 、、胃胃镜镜、、心心电电工工
作作站站、、血血流流变变仪仪、、全全自自
动动生生化化分分析析仪仪、、飞飞
利利浦浦彩彩超超、、CC 型型
臂臂 XX 光光 机机
及及 55 00 00

毫毫安安遥遥控控摇摇篮篮 XX 光光机机、、HHKK..EESSWWLL
--110099 冲冲击击波波碎碎石石机机、、运运经经排排石石仪仪
等等万万元元以以上上医医疗疗设设备备 55 00 00 余余台台
((件件))，，总总固固定定资资产产 66880000 万万元元。。

医医院院新新建建高高标标准准胃胃镜镜室室已已正正
式式投投入入使使用用，，引引进进的的原原装装进进口口电电子子
胃胃镜镜，，可可成成功功开开展展咽咽喉喉部部的的检检查查；；
咽咽部部异异物物的的取取出出；；普普通通胃胃镜镜的的检检
查查；；无无痛痛胃胃镜镜的的检检查查；；食食管管、、胃胃异异物物
的的取取出出；；上上消消化化道道出出血血的的镜镜下下止止
血血；；组组织织粘粘膜膜的的病病理理活活检检；；幽幽门门螺螺
旋旋杆杆菌菌的的快快速速检检测测；；胃胃石石的的镜镜下下碎碎
石石；；镜镜下下放放置置空空肠肠营营养养管管或或肠肠梗梗阻阻
导导管管；；食食管管良良恶恶性性狭狭窄窄的的支支架架置置入入
等等。。能能对对咽咽部部、、食食管管、、胃胃、、十十二二指指肠肠
的的炎炎症症、、溃溃疡疡、、肿肿瘤瘤进进行行明明确确诊诊断断。。

治治疗疗率率高高患患者者满满意意

东东昌昌府府区区中中医医院院积积极极加加强强
中中医医药药特特色色专专科科建建设设工工作作，，积积极极
开开展展优优势势病病种种诊诊疗疗项项目目，，优优化化诊诊
疗疗方方案案，，发发挥挥中中医医特特色色优优势势，，中中
医医治治疗疗率率逐逐步步提提高高。。

为为更更好好地地向向群群众众提提供供安安全全有有
效效、、方方便便周周到到的的医医疗疗卫卫生生服服务务，，切切
实实解解决决群群众众““看看病病难难、、看看病病贵贵””的的问问
题题，，医医院院改改变变““先先付付费费、、后后诊诊疗疗””和和

““没没钱钱不不能能看看病病””的的旧旧服服务务模模式式，，现现
已已实实行行了了““先先诊诊疗疗、、后后付付费费””服服务务模模
式式，，为为更更多多的的病病人人开开通通生生命命““绿绿色色
通通道道””，，确确保保病病人人在在第第一一时时间间内内得得
到到安安全全有有效效的的治治疗疗，，并并尽尽最最大大努努力力
减减轻轻病病人人的的经经济济负负担担，，切切实实维维护护群群
众众的的身身体体健健康康，，得得到到了了患患者者的的高高度度
评评价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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