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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齐哈尔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建院50年，是
服务的 50年，更是奉献的 50年。医院坚持公益
性，把维护人民群众健康权益放在第一位。坚持
沉下去和走出去，以提升基层综合诊疗能力为出
发点，增加服务半径。坚持暖心举措，将“我为群
众办实事”落到实处。近 5年开展各类义诊宣传
活动百余次，义诊万余人，无偿献血30余万毫升，
长期为武警官兵提供优质、优惠的体检，较好发
挥了行业的示范引领作用，医院综合实力、病人
满意度、社会知名度和影响力不断提升。

自建院以来，医院先后选派20余名优秀医师
前往非洲利比里亚、新疆阿勒泰地区和西藏日喀
则地区进行医疗援助，选派二批抗洪救灾医疗队
赴依安县灾区进行医疗防疫工作，选派呼吸科专
家下村屯防治禽流感。选派专家前往依安与甘
南县人民医院、龙江县人民医院等多家基层医疗
机构结成医联体，把优质医疗资源送到百姓身
边。

近年来，附属二院不断拓宽医疗服务辐射区
域，与社区医疗中心、民营医院及基层卫生院等
加强联系，通过建立区域化专科协作，建立更宽
更广的合作关系，提升基层医疗服务能力。组织
义诊百余次；与佳禾医养院、南航社区服务中心、
齐齐哈尔市昱仁医院有限公司、阿荣旗残疾人康
复中心、甘南县中医医院、齐齐哈尔民康医院、齐
齐哈尔晟铭医院管理有限公司成立医联体合作
单位。医院与齐齐哈尔市12349居家社区智慧养
老服务中心正式签约合作。一系列的举措，不断
提升百姓对医院的满意度和认同感。

更让鹤城百姓暖心的是，医院去年引进了健
康巡诊车，更加方便快捷地为患者提供优质的服
务；开展“五病五癌”移动健康筛查公益行活动。

“五病五癌”移动健康筛查公益行是响应国家卫
健委号召，由中华救助基金会发起，齐齐哈尔医
学院附属第二医院承办并实施，选派CT、超声、
检验等 8名专家，免费为广大市民提供五种慢性
疾病（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慢阻肺、慢性肾
病）与五种癌症（肺癌、乳腺癌、胃癌、肝癌、前列
腺癌）预防免费筛查。同时，医院内分泌科、胸外
科、心内科、呼吸科等 7名专家坐诊现场，查看筛
查结果，为百姓提供义诊咨询优质医疗服务。
2021年成为了我省集体组织捐献成分血的爱心
单位，荣膺了 2018-2019年度全国无偿献血促进
奖单位奖。

砥砺奋进 50载，同心筑梦新时代。抚今追
昔，齐齐哈尔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的 50年，是矢
志不渝践行初心使命的 50年，是与国家共命运、
与时代同奋进的 50年，是创造辉煌、开辟未来的
50年。

行者方致远，奋斗路正长！新一代齐齐哈尔
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人正吸吮着 50年的历史馈
赠，传承着50年历史文脉，发扬着50年的历史精
神，心向未来，躬身前行，浓墨继续描绘医院生机
盎然、蒸蒸日上高质量发展的新篇章，在健康中
国的建设中踏石留印、光彩弘扬。

礼赞50风华 谱写时代新篇
齐齐哈尔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建院50周年发展纪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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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年，弹指一挥间。但在
齐齐哈尔医学院附属第二医
院的发展历程中，却写下了浓
墨重彩、辉煌不朽的诗篇。

50年里，一代代齐齐哈尔
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人矢志
不渝、星辰大海，栉风沐雨、砥
砺前行，在奔赴中承担，在实
践中探索，在坚守中前进，在
思考中创造，在传承中图强，
用爱心放飞了生命的希望，用
仁心张开了呵护的臂膀，用精
心创造了人文的空间，用诚心
托起了百姓的健康。

50年里，齐齐哈尔医学院
附属第二医院经历了从弱到
强，从落后到先进，从简陋到
精良，从默默无闻到声名远
扬。

时光荏苒，岁月如歌。
50年来，全体职工在新老领导集体

的带领下，前赴后继、创新发展，与时代
同呼吸、共命运，用坚韧不拔的意志、无
私奉献的精神和勇立潮头的匠心，实现
了医院的跨越式发展，迎来了医院的凤
凰涅槃与蝶变花开。

齐齐哈尔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始建
于 1972年，经过 50年的砥砺奋进，现已
发展成为一所集医疗、教学、科研为一体
的大型三级甲等综合性医院、全国文明
单位、全国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基地、黑
龙江省全科医师转岗培训基地。建筑面
积由当初建院时期的 1000余平方米发
展到现在的10万平方米，临床医技科室
由不足10个发展到如今的71个，拥有市
级重点专科 9个，二级专业技术岗位专
家 3名，省龙江名医 12名，医学院名医
13名，黑龙江省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
9名，设立了血液病学研究所、精神卫生
研究所、脑血管狭窄诊断与介入治疗中
心，以及市内首家残疾人辅助性就业基
地。

医院先后被授予 2018-2019年度全
国无偿献血促进奖（单位奖）、黑龙江省
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先进集体、抗疫急诊
先进集体、全市卫生系统支援奉献单位、
无偿献血公益爱心单位、市三八红旗集
体、市诚信标兵单位、市优秀五四红旗团
委等。职工先后当选全国抗击新冠肺炎
疫情先进个人、全国卫生系统先进工作
者、全国卫生健康系统新冠肺炎疫情防
控先进个人、“中国好医生、中国好护士”
特别抗疫人物、省抗击新冠疫情先进个
人、省优秀共产党员，省第三届最美护
士、全省第八届道德模范、黑龙江省五一
劳动奖章、援汉医疗队武汉五一劳动奖
章，全省第八届道德模范、省龙江好人，
省教育系统师德先进个人、省第二届最
美医生提名奖、市战疫先锋、新时代最美
鹤城人、首届鹤城诚信之星、鹤城道德楷
模等。

星辰大海，守正创新。
栽下梧桐树，引得凤凰来。多年来，

医院紧跟国家医改步伐，围绕国家医改
方向和目标，强化人才培养与引进，推行
精细化管理。以“外引+内生”发展战
略，整合学科资源，精进学科能力，2021
年以来成功引进了产科、血管外科和神
经介入三个优秀专家团队。

与此同时，胸痛、卒中、心衰、房颤、
高血压五大中心通过国家心血管疾病临
床医学研究中心、中华医学会心血管病
学分会认证，获得国家标准化中心建设
单位称号。

脑血管狭窄、眩晕、腔镜甲状腺等
10余个一站式多学科诊疗中心与帕金
森、头痛等专科专病门诊惠及百姓。

此外，医院还引进了全球领先的
256排GE能谱CT、全数字磁共振成像
系统、飞利浦Azurion7 M20 DSA三台
大型设备，进一步提升了医院的综合竞
争力和诊疗实力。

百舸争流，奋楫者先。

90年代初，医院提出了“科有特色，
人有专长”的发展战略，以质量求生存，
以特色求发展，微创与介入技术等技术
发展迅速成熟并广泛应用，始终处于齐
齐哈尔市领先地位。近二年“成绩单”更
是格外亮眼。

血液内科在齐齐哈尔市成功开展了
国家三级技术—自体造血干细胞移植治
疗技术，该技术保持我省西北部地区骨
髓移植技术领域领先地位；分子生物学
基因检测获新突破，现已成功开展白血
病56种融合基因、骨髓增殖性肿瘤突变
基因、BCR-ABL融合基因及PML-RA
Rα 融合基因检测近800例。

2022年 7月，医院引进了市内首台
AngioJet血栓抽吸系统，血管外科在齐
齐哈尔地区率先开展了溶栓吸栓治疗、
主动脉夹层腔内隔绝，腹主动脉瘤腔内
隔绝，下肢动脉闭塞斑块旋切、巧克力球
囊扩张、药物涂层球囊扩张术等国内先
进技术。

肿瘤外科成功开展了无充气腋窝入
路腔镜甲状腺手术、全腹腔镜胃癌根治
及消化道重建手术、腹腔镜大肠癌
NOSES手术、全结肠切除回肠贮袋功能
重建手术等国内领先微创技术。心内科
率先开展经皮冠状动脉旋磨术。

科技引领，学术赋能。
近五年来，医院共发表论文 603篇，

其中 SCI等三大检索论文共 75篇，中文
核心期刊论文共66篇；主持开展科研项
目273项，其中省教育厅项目32项，省卫
健委项目9项，市科技局项目182项。

医院先后承办了黑龙江省腔镜外
科、血液病学、脑卒中与脑颈血管超声高
峰论坛、齐齐哈尔市眩晕联盟成立大会、
鹤城外周血管论坛等大型学术会议。省
内率先成立脑血管狭窄与治疗中心、外
科腹腔镜、腔镜甲状腺、糖尿病规范诊治
培训班。

春风化雨，立德树人。
医院现有兼职教师 350余名，临床

教研室 20个、住培专业基地 14个，全国
重点专业基地 1个（精神科专业基地）。
拥有现代化内外科病房楼、学生公寓综
合楼及设备先进齐全、功能强大的 5432
平方米临床技能中心。先后通过国家教
育部水平评估、合格评估、审核评估、临
床医学及护理学专业认证，以及黑龙江
省特色应用型本科院校实地验收、示范
高校核查。承担本、专科及留学生的 18
个专业教学任务，年均授课 13000余学
时。十三五以来，教育教学科研立项
138项，获教学成果奖8项。发表教育教
学论文160篇。

合作交流，融合发展。
俄罗斯、日本、菲律宾等众多国内外

专家学者应邀莅院参观讲学、合作交
流。武立刚教授、张淑英教授等医院众
多领导专家，赴美国、英国、俄罗斯等地
学习交流，赴国内著名医疗机构参观学
习，用医术搭起了一座跨越国界的交流
合作平台，为医院高质量内涵式发展注
入了先进思想理念与不竭动力。

建院 50年以来，齐齐哈尔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人的心中始终铭刻
着大爱，镌刻着精神，传递着信念，以坚韧的品格、百倍的信心和全心全
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传承基因，积淀文化，接续奋斗，为医院高质量内
涵式发展提供了不竭的思想源泉和精神动力。

文化传承，党旗高扬。
50年来，医院始终以党建为引领，充分发挥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

与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党建工作坚强有力，亮点突出，成效卓著。
2021年，既是庆祝建党百年和“十四五”的开局之年，也是卫生健康

事业改革、医保体系改革和经济管理年活动之年，是慎终如始做好疫情
防控与院感管理之年，更是医院努力实施“十四五”规划、喜迎建院50周
年的关键一年。

在这非凡之年，医院围绕“建党百年”、“庆祝建院50周年”等活动为
契机，召开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暨先优表彰大会。医院党委及
各党支部分赴红色教育基地开展了“铭记百年党史·传承红色基因”主题
参观活动；开展了“讲述百年党史·厚植附二情怀”主题宣讲活动，医院党
委班子成员及各党支部书记为广大党员干部讲述百年党史，讲述医院发
展历程，出品制作了“抗疫英雄”专题片和“百年百人红歌传唱”视频，带
动全院各支部、各科室通过视频制作来展现医院的精神风貌、文化内涵。

医院还不断创新宣传方式，助推医院文化建设。注册医院抖音号、
快手号、微信视频号，进一步拓宽宣传途径，通过与市级主流媒体合作，
不断扩大宣传维度；通过挖掘和选树典型，弘扬社会正能量，对党史教
育、抗疫精神进行实时报道，并对抗疫过程中涌现的抗疫英雄代表进行
人物专访，全院上下掀起学习抗疫精神的热潮；加大对公益性活动和健
康科普知识的宣传力度，让更多人通过医务工作者的实际行动和健康宣
教，来了解公益的真正意义。

武立刚院长荣获省级疫情防控优秀党课。青年医生刘洋荣获第二
届全省高校党支部书记素质能力大赛三等奖。医院荣获了2018年度健
康中国优秀新闻作品奖、优秀讲者奖。

白衣执甲，铸就丰碑。
疫情防控，既是大战，也是大考。2020年以来，医院按照省市及医

学院疫情防控指挥部要求，闻令而动，勇毅前行。先后选派1350余名医
护人员驰援武汉、哈尔滨、巴彦、讷河，分赴齐齐哈尔市地区，高标准完成
245457人次核酸采集任务。同时还派出 303名医护人员，分赴医学院、
建华区政府、民族中学、本院精卫中心完成接种疫苗任务共22185剂次。

守望相助，共克时艰。齐齐哈尔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的白衣勇士们
在没有硝烟的战场上，以生命赴使命，用大爱护众生，以坚定信念与赤胆
忠心，深刻诠释英雄本色，践行医者誓言，铸就抗疫丰碑，用实际行动书
写了一部可歌可泣的英雄史诗。

优质护理，守卫健康。
50年来，齐齐哈尔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广大护理工作者们栉风沐

雨，以心为灯，秉烛前行，创新发展，在全面推行“以人为本、以病人为中
心”的整体护理模式基础上，还开展了全院“一张床”，开设了PI CC、伤
口造口护理、中长距离置管术等专科护理，将生命之爱化成美丽的天使，
传递世间最耀眼的光辉，勤劳善良的美丽身影与无私奉献永远珍藏定格
在时空里。

精细服务，擦亮品牌。
医院不断探索一站式后勤服务中心管

理理念，以满足医患后勤需求为宗旨，以“经
济管理年活动”为契机，沿着“功能实用、信
息共享、服务智能”的方向，启动智慧医院建
设，后勤保障提档升级。不断以信息化为支
撑，打造成标准化、规范化、精细化、智能化，
符合医院后勤运行规律的服务管理新模式，
不断探索一站式后勤服务中心管理理念，创
新医院后勤服务管理模式，为医院提供了全
方位、全过程的后勤服务。

五
十
春
秋

风
华
正
茂

大
医
精
诚

广
济
苍
生

公
益
奉
献

大
爱
无
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