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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行业龙头到省级区域医疗中心
——— 聊城市人民医院发展取得新突破迈上新台阶

在鲁西北的百姓心中，聊城市
人民医院这个医疗龙头，代表着
生命的希望，健康的引领；在众多
基层医疗机构从业者心中，聊城
市人民医院是医疗综合实力雄厚
的象征，是他们学习的榜样，行业
的领头羊。

“聊城市人民医院是全市医
疗服务机构的龙头，也代表了全
市医疗服务水平。”聊城市市长王
忠林在省级区域医疗中心共建工
作推进会上对聊城市人民医院的
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

9月24日上午，省级区域医疗
中心共建工作推进会在聊城举
行，省卫生计生委与聊城市人民
政府签订了共建协议。聊城市人
民医院被省卫计委确定为省级区
域性医疗中心，标志着全市卫生
事业的发展迈上了一个新的台
阶；标志着全市打造冀鲁豫三省
交界医疗卫生高地取得了新的突
破，医疗卫生事业改革发展进入
了新的阶段。

整体实力和水平全省领先

对于聊城市人民医院来说，
龙头，不仅仅是实力，是骄人的成
就，更多的，是生命所托，健康所
系，是铁肩担道义，付出和奉献冲
在前！

“聊城市人民医院被省卫计
委确定为省级区域性医疗中心，
在我市卫生事业发展中具有里程
碑式的意义。”聊城市市长王忠林
在省级区域医疗中心共建工作推
进会上表示，作为省级区域医疗
中心，就代表其医疗服务能力和
水平达到了省级医院的标准，全
省17个市，省卫计委只规划了8家
区域医疗中心，这次，共有7家参
评，聊城市人民医院以第一名的
成绩通过评审，被列为第一批省
级区域医疗中心，全省只有3家。
这充分说明了聊城市人民医院的
整体实力和水平。

聊城市市长王忠林指出，聊
城市人民医院是全市医疗服务机
构的龙头，也代表了全市医疗服
务水平，这标志着我们打造冀鲁
豫三省交界医疗卫生高地取得了
新的突破，聊城市人民医院成为
省级区域医疗中心，为聊城打造

“冀鲁豫三省交界医疗卫生高地”
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市人民医院
服务辐射范围不仅包括全市各县
(市区)，而且辐射到德州、菏泽、泰
安等市。以及临近的河南、河北。
市人民医院创建为省级区域医疗
中心，不仅有利于自身的发展，而
且作为省级区域医疗中心，承担
着人才培养、医学科研、教学等任
务，其辐射带动作用将会更强，也
将进一步推动全市卫生事业的改
革发展。

生命所托，健康所系

“感恩社会，回报百姓”是聊
城市人民医院院长张彬经常说的
一句话，他把救助贫困患者当作
一种责任，不遗余力地支持开展
惠民服务活动。医院成为了山东
省唇腭裂患儿定点救治医院、全
省贫困家庭先天性心脏病儿童免
费手术定点医院、白内障复明工
程定点医院、肢体残疾儿童免费
矫治手术定点医院、国家卫生计
生委脑卒中筛查与防控基地，免
费救治唇腭裂患者、低保家庭先
天性心脏病患儿、白内障患者、肢
体残疾儿童。截至目前已有1万余
人受益，减免医疗费用超过3000
余万元。

2011年，李嘉诚基金会与聊
城市人民医院联合成立了山东省
第一家宁养院，医院成立了专门
的服务队伍，深入到贫困癌症晚
期患者家中，免费为患者提供镇
痛治疗、护理指导、心理辅导等临
终关怀服务。截至2014年7月31
日，聊城市人民医院宁养院已为
1113名贫困癌症晚期患者提供了
宁养服务，使贫困癌症患者安祥
地走完了最后的人生，有尊严地

离开了人世。
2014年4月，经聊城市人民医

院积极申请，中华“健康快车”来
到聊城。中华“健康快车”与聊城
市人民医院联合免费为1501名白
内障患者实施了复明手术。

聊城市人民医院回报社会、
感恩百姓的善举，得到了群众的
信赖，有病到聊城市人民医院就
医，成为许多患者的不二选择。
2013年聊城市人民医院门急诊量
达213万余人次，住院病人12 . 5万
余人次，收治的住院病人数在全
省位居第一。

心系患者、志存高远的聊医
人用智慧和汗水将梦想变为了现
实，如愿以偿地成为了三级甲等
医院、省级区域医疗中心，实现了
在鲁西及河南、河北周边地区的
率先崛起。

以学科建设带动技术进步

一个学科成为国家级重点学
科，标志着这个学科在全国同类
专业中处于领先地位。同样，一个
学科是省级重点学科，标志着该
学科在全省同类专业中处于领先
地位。

加强学科建设是带动科室整
体技术进步的一个重要抓手。近
年来，聊城市人民医院始终大力
加强学科建设，对每个科室、每个
专业都制定了建设方案，使每个
科室、每个专业都建立了一支高
层次人才队伍，开展了一批先进
技术项目，综合实力都得到大幅
提升。在省卫生计生委、省中医药
管理局组织的重点学科评审中，
聊城市人民医院参评的学科绝大
多数都成为了重点学科。

目前，聊城市人民医院有29
个国家级、省级重点学科。中医儿
科是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十二五”
中医药重点学科建设单位，中医
肛肠科是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十
二五”重点专科建设项目；儿科、
重症医学科、病理科、消化内科、
血液内科、神经外科、口腔科、麻
醉科、皮肤科、妇科、内分泌科、临
床护理为山东省临床重点专科；
心脏外科、胸外科、血液内科、肿
瘤内科、麻醉科、口腔科、神经外
科、儿科、重症医学科、病理科为
山东省医药卫生重点专业，心脏
内科、神经内科为山东省医药卫
生特色专科；中医肛肠科是山东
省首批中医药重点学科建设项
目；中医科、中医护理为山东省中
医药重点专科建设项目。

另外，聊城市人民医院的一
些学科被国家卫生主管部门纳入
重点管理对象，有些学科成为了
国家级、省级医疗技术培训推广
基地。肝胆外科具有卫生部批准
的肝脏移植资质，病理科成为卫
生部“远程会诊专家成员单位”，
口腔颌面外科整形专业被卫生部
批准为国家A级专业，口腔修复正

畸专业被卫生部确定为首批卫生
行业职业技术培训基地。聊城市
人民医院成为“国家药物临床试
验机构”、“国家脑卒中筛查与防
治颈动脉内膜切除术培训基地”、

“国家胸腔镜心脏手术技术培训
基地”、“国家心血管外科微创技
术培训基地”、“国家舒适化医疗
研究基地”、“国家急性心肌梗死
规范化救治试点医院”、“全国综
合医院中医药工作示范单位”。

聊城市人民医院心内科还被
山东省委、省政府批准设立“泰山
学者”岗位。

近年来，聊城市人民医院举
办了第一届、第二届“全国胸腔镜
手术演示及学术研讨会”、“全国
甲状腺针吸细胞学诊断培训班”、

“全国脑卒中筛查与防治工程培
训班”、“全国病理质控工作会议”
等国家级学术会议，使该院的先
进诊疗技术在全国得到推广。

以临床科研促进技术提升

医疗技术的发展离不开临床
科研工作。如果把先进的医疗技
术比作诊治疾病的“利器”，那么
临床科研的任务就是研究发明这
些“利器”。因此，一家医院是否有
自己独创的先进诊治技术，关键
看临床科研能力。

近年来，聊城市人民医院致
力于建设临床研究型医院，建设
了中心实验室、转化医学实验室、
口腔颌面—头颈医学生物学实验
室、中西医结合儿科实验室、干细
胞与再生医学实验室、生殖遗传
实验室、临床药理学实验室等15
个科研机构，其中，口腔颌面—头
颈医学生物学实验室被山东省科
技厅批准为山东省重点实验室，
中西医结合儿科实验室被山东省
卫生厅、山东省中医药管理局批
准为山东省中医药重点科研实验
室，山东省科技厅还批准医院成
立了“山东省心脑血管病微创治
疗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干细胞与
再生医学实验室、生殖遗传实验
室成为聊城市重点实验室。

目前，聊城市人民医院临床
科研实力在全国都赫赫有名，成
为国家科研机构、国外知名医学
院校争相合作的对象。

聊城市人民医院成为国家博
士后科研工作站设站单位之后，
与第四军医大学、复旦大学、山东
大学等博士后流动站建立了联合
协作关系，现有8名博士在站工
作，开展的“负载突变窖蛋白-1的
EPCs治疗动脉粥样硬化的分子
机制研究”等5个项目，分别获得
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山东省博
士后创新项目专项资金的资助。

国家科技部上海张江转化医
学研发中心与聊城市人民医院联
合建立了分子医学实验室。

中国科学院北京基因组研究
所与聊城市人民医院联合建立了

转化医学研究实验室。
荷兰乌德勒支大学与聊城市

人民医院联合建立了医学研究中
心。

澳大利亚查尔斯特大学与聊
城市人民医院联合建立了聊城医
学中心。

聊城大学与聊城市人民医院
联合建立了中原生物医学研究
院、组织工程与再生医学研究所、
人类生殖遗传研究所。

聊城市人民医院还与美国布
朗大学联合开展了肿瘤新标志物
的研究，与美国夏威夷大学联合
开展了肿瘤基因表达的研究，与
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联合开展了
败血症基因调控的信号分子机制
研究，与美国德克萨斯州休斯顿
医疗中心联合开展了儿科遗传病
的研究，与美国加州大学联合开
展了脊髓损伤的研究，与澳大利
亚查尔斯特大学联合开展了干细
胞修饰基因治疗肺动脉高压的研
究，与加拿大渥太华大学联合开
展了帕金森氏病相关基因的研
究。

近三年，聊城市人民医院承
担国家“十一五”攻关课题、“863
计划”、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等
省部级以上课题100余项，获得
省、部级科技进步奖60余项。

以高尚医德营造医患和谐

无德不成医。只有医德高尚、
心系患者的医护人员才能赢得患
者的尊重。近年来，聊城市人民医
院牢牢坚持以患者为中心，采取
多种形式加强医德医风建设，开
展了以“质量好、服务好、医德好、
患者满意”为主题的“三好一满
意”活动、优质护理服务活动等主
题活动，涌现出许多诚心待患、甘
于奉献的感人事迹。

2009年7月8日，聊城市人民
医院收治了聊城市首例甲流感病
人，病人是一位来自河南省台前
县的3岁半患儿。在那个时期，我
国甲流感病人的死亡率很高，人
们对甲流感十分恐惧。患儿入院
时病情危重，随时都有生命危险。
患儿的父亲情绪非常激动，他在
病房里冲着杨巧芝等医护人员大
声喊：“一百万，谁救好我的孩子
就给谁一百万!一百万不够，还可
以加!”杨巧芝快速查看完患儿的
病情，并命令医护人员立即将患
儿送入专门的甲流感重症监护室
进行抢救。在走进重症监护室的
途中，她安慰患儿父亲说：“请你
放心，我们一定会尽全力抢救你
的孩子，但我们一分钱都不会多
收你的”。经过两昼夜紧张而有序
地救治，患儿终于脱离了生命危
险。在这两天两夜中，杨巧芝始终
守护在患儿身边，时刻关注着患
儿的病情。3天后，患儿撤掉了呼
吸机，可以开口说话了。患儿的父
亲进去探视时，对患儿说得第一

句话竟是：“这里的医生打你吗？”
患儿说：“不打，这里的奶奶和阿
姨都夸我勇敢。”患儿治愈出院
时，闹着要找杨巧芝主任，并扑到
杨巧芝主任怀里，紧紧地搂住杨
巧芝的脖子，久久不愿离去。孩子
的父亲看着这一幕，感动的泪流
满面，一再向杨巧芝主任致谢和
表示歉意。杨巧芝待患儿如亲人
的故事还有很多，她的仁爱之心
赢得了社会各界的好评，她被评
为“全国医药卫生系统先进工作
者”、“山东省十佳女医师”、“感动
山东十大健康卫士”、“山东省巾
帼创业十佳标兵”等荣誉称号。

在聊城长途汽车站跪在冰冷
的地上给病人做人工呼吸，被网
民誉为“聊城最美女医生”的桑丽
丽；为患者默默献血的90后护士
孟巧英等医护人员的事迹，也在
鲁西大地上广为流传。

为提高整体护理服务质量，
聊城市人民医院扎实开展了优质
护理服务活动。内分泌病房被评
为“全国优质护理服务示范工程
先进病房”；急诊科、重症监护病
房被评为全国卫生系统“巾帼文
明岗”；儿科创建的“母爱驿站”成
为山东省“两好一满意”服务品
牌；保健科、骨外科、神经内科等
13个病房被评为山东省护理服务
示范病房。近三年，45人分别被评
为全国优质护理服务先进个人、
全省护理服务示范标兵、全省卫
生系统“三好一满意”活动示范标
兵。

大医精诚的聊医人用智慧和
汗水谱写了一幅壮丽的诗篇，得
到了聊城及周边地区患者的敬重
和信赖。

勇立潮头敢为先！聊城市人
民医院在全省地市级医院中力拔
头筹，荣膺为省级区域医疗中心。
但聊医人不会停下豪迈的脚步，
他们将承载着生命的重托，瞄准
新的更高的目标而奋勇前行！

惠民：打造1小时

优质医疗服务圈

在省级区域医疗中心共建工
作推进会上，省卫计委主任刘奇
指出, 近年来聊城市人民医院发
展非常迅速，水平得到很好提升，
保障了周边区域老百姓的健康，
省卫生计生委将聊城市人民医院
参照委直属医疗机构进行管理，
在临床重点专科建设、科研项目
申报、大型医用设备配置等方面
给与重点支持，全力推进各项目
标任务的落实。聊城市人民医院
要为周边百姓提供更高水平、更
加优质、更为便捷的医疗服务，同
时采取切实有效措施，充分发挥
技术引领和辐射带动作用，促进
聊城市及周边地区医疗服务能力
整体水平提升。

据了解，聊城市人民医院此
次被评为省级区域医疗中心，将
加快打造1小时优质医疗服务圈,
通过优化人才梯队,提高与省级大
医院的同质化水平,同时发挥技术
引领和辐射带动作用,提升周边各
地医疗服务能力。

聊城市市长王忠林表示，聊
城市人民医院被确定为省级区域
性医疗中心，不是终点，而是起
点，聊城市人民医院作为省级医
疗中心，就应当达到省级大医院
的同质化水平，这就是市人民医
院今后一个时期发展的目标任
务，做好本区域疑难疾病的诊
治。要结合聊城及周边地区的特
点，集中力量、突出重点，优化内
部资源、加强交流合作，争创一
批国家级临床重点学科，切实满
足区域内病人的就医需求，让区
域内群众就近得到高水平的医疗
服务，充分发挥技术引领和辐射
带动作用，促进全市医疗服务能
力和水平的整体提升，为打造冀
鲁豫交界医疗卫生高地作出应有
的贡献。

本报记者 王尚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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