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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肺结核发病率
处于较低水平

“去年，全省的结核病报告
发病率为30 . 15/10万，在全国
处于比较低的水平。”山东省胸
科医院党委委员、院长助理汤
伟介绍，2017年，全省登记近3
万例活动性肺结核患者，疾病
负担在全国由高到低处于第12
位。在完成规划目标方面，山东
省结防工作也已取得了长足进
展。在16个具体指标中，已有9
个达到或超过国家指标。

一系列成绩背后，凝聚了无
数胸医人的汗水和默默付出。

作为重大呼吸系统传染性
疾病医疗救治的省级定点医

院，山东省胸科医院同时作为
山东省结核病与呼吸病防治中
心，承担着全省的重大呼吸传
染防治任务。

2003年抗击SARS、2005年
防治禽流感、2009年防治甲型
H1N1流感，直至近几年的防治
H7N9禽流感和MERS重症患
者抢救，医院临危受命，冲锋在
前，积极组建省级医疗救治团
队，派出医疗救治指导专家。

“王德理、高兴云等，都是
胸医人的榜样和目标。”山东
省胸科医院党委书记、理事长秦
敬民感慨道。回首近70年的发展
历程，省胸科医院历史成就辉
煌，其中“人民的好医生王德理”
树立了防痨事业的丰碑，总结出
结核病防治的山东经验，对山东
省乃至全国的结核病防治工作
起到了指导和推动作用。

今年年初，省结核病与呼
吸病防治研究中心将“防、治、
管”三位一体综合防治服务模
式建设列入年度计划。另外，针
对部分市的耐药高危人群筛查
率偏低、活动性病人发现数下
降较快、实验室检测能力薄弱、
学校结核病疫情防控形势严峻
等问题，各业务科室分工把口、
结对帮包，针对性地对部分市
分类指导。

贡献山东智慧
提供山东方案

改革开放以后，随着社会
的进步和人们健康需求的提
升，山东省胸科医院也在随着
共和国的步伐迅速成长。如今
她以崭新的面孔站在人们面
前，成为集医疗、教学、科研、预

防、保健功能为一体的新型专
科研究型医院。

新时期，结防工作也迎来
了新挑战。汤伟坦言，虽然我省
结防事业取得了长足进步，但
由于我省人口众多，人口基数
比较大，结核病的总负担并不
低，结防工作仍有待进一步加
强。部分地区的基础工作也存
在薄弱环节，病原学阳性率仍
处于较低水平，耐多药筛查率
有待于进一步提高。

秦敬民介绍，新时代开启
新征程，新使命呼唤新作为，在
继承和发扬老一辈优良传统和
作风基础上，胸医人将不忘初
心，砥砺奋进，将医院建设成

“专综结合、防治结合、医养结
合”特色鲜明的新型专科医院。

“要建立新时代‘山东模
式’，顺应现代医学模式的转
变，不仅仅躯体上的防治，还要
加强心理抚慰和社会关怀。构
建‘政府主导，各部门通力协
作，动员社会广泛参与，结防人
履行主责主业’的四位一体的
防治架构。”

“菏泽是结核病高负担地
区，也是经济相对欠发达地区，
我们将在那里建立一套规范的
结核防控模式，使防控模式化、
规范化、标准化”，秦敬民表示，

“山东模式”的突破口和切入
点，就放在了菏泽，目前已做基
线调查，具体方案正在制定过
程中。菏泽模式成功以后将在
全省进行推广。在总结山东经
验的基础上，向全国贡献山东
智慧，提供山东方案。

推动多学科发展
打造“数字肺”

结核预防控制方面，山东
省胸科医院依靠汉光国际感染
性疾病研究中心，进一步提高
质控水平和学术地位，引进高
端技术人才，打造结核病预防
控制的制高点。

临床上，医院将利用山东
省肺结节诊治中心，发挥中心
引擎作用，拉动相关学科和专
业的发展。建立“数字肺”，整合
院内外和国内外资源。秦敬民
介绍，12月初，山东省胸科医院
还将和德国海德堡大学附属胸
科医院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建
设中德山东肺结节诊疗中心，
打造一支肺结节诊断、治疗的
尖兵队伍。

“在全球消灭结核大背景
下，我们力求把结核病学科做
精做细做小，使学科尽快战略
转型，向大呼吸、心血管两大学
科转型”，秦敬民告诉记者，心
肺是人最重要的两大器官，也
是胸科医院未来两大立足点，
通过依托山东大学附属胸科医
院平台，完善两大学科体系，强
化人才队伍建设，打造全省呼
吸、心脏学科高地。

目前医院已迎来“一院三
区”格局发展新时代，“结核病
防治、呼吸危重症、胸外科、心
脏与胸痛中心”四大专业团队
构成了医院战略新设想，胸科
医院的复兴与强大之梦正引领
胸医人奋楫争先，踏上新征程。

打打造造新新时时代代结结防防““山山东东模模式式””
——— 肩负新使命踏上新征程，山东省胸科医院发展侧记

1949年，新中国建立的
同一年，山东省胸科医院
在齐鲁大地扎根而起。从
2003年SARS到2009年甲型
H1N1流感，每一次重大呼
吸性传染病应急事件，胸
医人都临危不惧，冲在第
一线，成为保障群众生命
安全的急先锋。

“过去我们曾总结出结
核病防治的山东经验，现
在，我们要建立新时代结核
防治‘山东模式’”，站在历
史发展新起点，医院党委书
记、理事长秦敬民如是说。

山东大学副校长、齐鲁医学院院长陈子江与省胸科医院党委书记、理事长

秦敬民为山东大学附属山东省胸科医院揭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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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诊量从3万到24万
服务范围覆盖全省

山东省精神卫生中心始建
于1954年，原名山东省精神病
院，1956年开始收治病人。1992
年更名为山东省精神卫生中心。

成立山东省心理咨询中心、
2万余平米的现代化门诊医技综
合大楼启用、顺利通过三级甲等
专科医院评审、牵头组建山东省
精神卫生专科联盟……在40年
的发展历程中，医院在改革中开
拓创新，不断发展壮大，并取得
了一系列的瞩目成就。

改革开放前，医院仅有4间
病房，300张床位，年门诊量不
足3万，经过40年的拼搏奋斗，

医院综合实力得到全面提升，
现已发展成为集山东省心理咨
询中心、山东省精神医学研究
所、山东省戒酒戒毒中心、山东
大学和济宁医学院附属医院为
一体，临床医技科室30余个，住
院床位800余张，年门诊量24万
余人，服务范围覆盖全省、辐射
周边省市的省级三级甲等精神
卫生专业机构。

目前，该中心拥有省内知名
专家5人，硕士生、博士生导师10
余人，兼职教授、副教授20余人。
现有精神病学和精神卫生学2个
省级医药卫生重点学科，1个省
级精神病学临床重点专科，1个
省级临床精神特色专科。

值得一提的是，由该中心
牵头组织制定的《中国精神障
碍分类与诊断标准第三版》被

确定为国家标准并在全国推广
应用。特别是自1984年起，中心
在国内率先开展了全省范围的
精神疾病流行病学抽样调查。
此后，每10年开展一次，为政府
决策提供了重要依据。

该中心获得复旦大学全国
最佳精神专科排行十佳提名，在
经济较为发达的华东地区位列
第三,2018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
全国互联网医院影响力排名在
精神心理科中列第八位。多次荣
获“省直文明单位”、“中国公立
医院服务创新先进单位”、“全省
十佳诚信医院”等荣誉称号。

形成3大专业特色
打造“全国一流”

下一步，该中心将以“双

创双提双满意”三年行动计划
为契机，提升医疗服务质量。
加强心身与睡眠等特色门诊
建设，建立精神药物治疗安全
监测体系，推进儿童青少年心
理行为训练基地、心理危机干
预基地和教学科研与实践基
地建设。利用远程医疗等手
段，发挥心理治疗优势，开展心
理查体和心理咨询服务。完成
急、慢分治病房的建立，发挥
VIP特色病房功能。落实“分级
诊疗”、“双向转诊”制度，结合
远程会诊服务。借助互联网+
技术，进一步优化预约诊疗，及
时发布精神卫生资讯和就医指
南。充分发挥“齐鲁精神卫生专
科联盟”作用，推动基层精神卫
生服务水平提升。

该中心还将加快基础设施

建设，拓展院规模，加强人才培
养，扩大对外合作交流，不断增
强中心的综合竞争力，实现

“12345”的总体目标。最终充分
发挥辐射带动作用，带动全省
精神卫生事业的发展与服务水
平的提升。

具体来讲，“1”是打造1个
“中心”：“区域领先，全国一流”
的医疗区域中心；“2”是建立完
善2个“体系”：全面质量管理体
系，科学合理的绩效管理考核
体系；“3”是形成3大专业“特
色”：精神科疑难危急重症诊治
特色、心理行为问题预防和干
预特色、精神疾病社会防治特
色；“4”是完成4项“重点建设”：
公立医院法人治理结构建设、
高等院校教育平台建设、基于
互联网和大数据平台为基础的
信息化建设、中心实验室和重
点学科建设；“5”是巩固和加强
5大“特色业务”：扩大和完善心
理咨询中心业务、探索建立精
神卫生康复和医养结合项目、
建立完善VIP睡眠障碍诊疗项
目、加强和完善物质依赖治疗
康复业务、加强和完善儿童精
神心理治疗康复项目。

改革开放40年来，对于省
精神卫生中心有着格外厚重而
不平凡的意义——— 这是在改革
中开拓创新，不断发展的40年；
这是有小到大、由弱变强的40
年；这是坚持“诚信敬业、创新
奉献”之文化精神，护佑百姓心
灵健康的40年；这是不断跨越
医学高峰，打造一流精神卫生
专业机构的40年。

创创新新奉奉献献 护护佑佑心心灵灵健健康康4400年年
——— 山东省精神卫生中心改革开放40年纪实

作为全省唯一一家省级
精神疾病专科医院，山东省精
神卫生中心在精神卫生领域
承担着重要角色。

从4间病房，年门诊量不
足3万人，到现在的800余张床
位，年门诊量24万余人，经过
40年的风雨洗礼，山东省精神
卫生中心在改革中开拓创新，
在发展中不断壮大。如今它正
以崭新的面貌，向着“全国一
流精神卫生专业机构”的宏伟
目标迈进。谈起中心的发展历
程，省精神卫生中心党委书
记、理事长王汝展如数家珍。

走进社区，为基层群众送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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