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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泰山山医医学学院院附附属属医医院院：：假假日日无无休休 为为市市民民提提供供优优质质服服务务
泰山医学院附属医院坐落在雄

伟壮丽的泰山脚下，是一所专业设置
齐全、技术力量雄厚、医疗设备先进、

服务质量优良，集医疗、教学、科研、

急诊急救、预防保健和康复于一体的
三级综合性医院。

医院成立于 1974 年，时称山东
医学院楼德分院附属医院，位于新泰
市楼德镇。1981 年更名为泰山医学院
附属医院，1987 年搬迁至泰安市(泰
山大街 706 号)，1988 年 5 月在泰安新
址开诊。是卫生部国际救援网络中心
医院、中国医学科学院协和医科大学
微循环研究所泰安研究基地、山东省
泰安慈善医院、中国烧伤创疡科技中
心泰安医院、山东省急诊医学培训中
心、山东省康复医学培训中心所在
地。

泰山医学院附属医院占地面积
12 万平方米，建筑面积 8 . 8 万平方
米，开放床位 800 张。现有职工 794

人，其中副高级以上职称 248 人，硕
士、博士研究生 211 人。设有 43 个临
床科室、14 个医技科室。老年病科、

影像医学、癫痫诊疗中心为山东省医
药卫生重点学科；神经内科、消化内
科、胸外科、急诊科、麻醉科、运动医
学、影像医学是泰安市医学重点学
科，烧伤科为泰安市医学特色专科；

普通外科学、妇产科学为泰山医学院
重点学科。1998 年，经国务院学位委
员会批准，骨外科、影像医学成为首
批硕士学位授权点；2010 年，临床医
学获得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予权，硕
士学位授权点扩展到内科学、外科
学、妇产科学、儿科学、老年医学、康
复医学与理疗学、肿瘤学、麻醉学、急
诊医学等 15 个学科。

泰山医学院附属医院注重技术
进步与创新，积极开展高新技术，先
后完成新技术、新项目 600 余项。在
腹腔镜、宫腔镜、关节镜、消化道内
镜、胸腔镜、膀胱镜、支气管镜等微创
诊疗技术，心脑血管疾病治疗，心脏
介入治疗，肿瘤综合治疗，脊柱及关
节外科，肝胆外科，内分泌疾病治疗，

中西医结合治疗小儿疾病，重症病人
监护治疗及重症复合创伤治疗，急性
中毒救治，大面积烧伤治疗，内眼疾
病治疗等方面已形成优势，吸引了全
国各地病人前来就医。

泰山医学院附属医院重视先进
医疗设备及设施的建设和应用，固定
资产近 3 亿元，拥有 1 . 5T PET 型核
磁共振、64 排 128 层螺旋 CT，VE9

高端彩超等大型仪器设备 500 余台
件。目前，建筑面积近 6 万平方米，可
容纳 1000 张病床的现代化新综合病
房楼正在加紧筹建中。

作为泰山医学院临床学院，医院
主要承担临床医学、医学影像学、护
理学、医学检验等二十余个专业的本
科、研究生临床医学理论授课、实验
教学、见习及部分实习任务，年均授
课 2 万余学时。在医学生的培养中注
重传承泰医优良的教学传统，强调

“三基三严”，重视培养学生的临床思
维能力，为社会输送了大批优秀的医
学人才。2006 年在教育部本科教学工
作水平评估中，所承担的被考核项目
全部以优秀成绩顺利通过。

泰山医学院附属医院始终坚持
科教兴院战略，不断加大科研经费投
入。近年来，主持国家级、省部级、厅
局级科研课题 90 余项，获山东省自
然科学奖、山东省科技进步奖、山东
省高校优秀科研成果奖及泰安市科
技进步奖等各类奖项 63 项;承担国家
级、省级继续医学教育项目 30 余项；

主编学术专著 70 余部，在省级以上
专业刊物发表论文 1700 余篇，有 20

余篇被 SCI 收录。

泰山医学院附属医院大力推进
人才梯队建设，不断加强对外交流与
合作。先后与日本、韩国、瑞典、美国、

新加坡、香港、台湾等国家和地区的
著名医疗机构建立友好关系，每年互
派学者访问、交流和研修。多次承办
大型国家级、省级学术会议。每年设
立专项资金，选送大批优秀医护人员
到国内外著名医疗机构研修学习，促
进了医疗、教学和科研整体水平和综
合实力的提高。

多年来，泰山医学院附属医院始
终坚持“公益”化办院方向，不断深化
改革，细化管理，开创了一条“质量立
院、特色兴院、人才强院、和谐荣院”

的发展之路，推动了三个文明建设的
协调发展，受到社会的普遍赞誉。先
后荣获全省卫生系统文明单位、山东
省抗击“非典”先进集体、全国抗震救
灾重建家园工人先锋号、全省卫生系
统抗震救灾先进集体、山东省职业道
德先进单位、山东省惠民医疗先进单
位、山东省扶残助残先进集体、泰安
市最佳服务单位、质量信得过医院等
荣誉称号 300 余项。

谋划决定出路，战略决定未来。

而今的泰医附院人，正秉承“厚德精
诚，博学创新”的院训和“质量第一，

病人至上”的服务宗旨，以邓小平理
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

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深入开展
卫生部“三好一满意”活动，沿着“十
二五”规划确定的奋斗目标，不动
摇、不懈怠、不折腾，在建设省内一
流、国内知名的现代化医院道路上阔
步前行！

泰山医学院附属医院
Affiliated hospital of Taishan Medical University

院院 训训：：厚厚德德精精诚诚 博博学学创创新新
服服务务宗宗旨旨：：质质量量第第一一 病病人人至至上上

网网 址址：：hhttttpp::////wwwwww..ssddttyyffyy..ccoomm

学科风采>>>

正在建设中的综合病房楼

骨科

医学影像

神经内科

妇科

先进设备>>>

医疗工作“不休息”

是职业使命

记者在泰山医学院附属医院了解

到，该院国庆假期为三天，分别安排在

10 月 1 日、2 日、3 日，也就是星期六、星

期天、星期一这三天时间，此外，医院将

剩余的一天半假期分别安排在 10 月 8

日、15 日、22 日星期六的上午。“平时我
们星期六上午正常上班，如此一来，在

以后三周里可以休‘大礼拜’了。”一位
工作人员笑着告诉记者。记者又随机调

查了几位医护人员，他们对假期的理解

几乎全都带着“医护人员的标签”。所有

受访的医护人员都认为，医院全年无休

是理所当然的，是职业的使命使然，因
此，假期对他们来说意义不大。一位医
生说：“即使休班也会到医院里查看病

人，因为住院医师要对患者 24 小时负

责。”一位护士说：“一到假期，科主任、

护士长就带头值班，我们大家也都积极

要求值班，这样其乐融融，反而有一个

更好的氛围。”

门诊便民服务周到，

就诊流程不断优化

“如果是肢体活动不便的患者，我
们会提供轮椅或推车；如果是老年人行

动不便且没有家人陪同，导医会亲自护

送到诊室；如果仅仅想来医院开点日常

吃的药或做某项已明确的检查，无需挂

号直接在便民门诊就可以完成；如果想
找某一个专家或提前就诊，可以通过电

话或网络和我们预约……”在泰山医学

院附属医院门诊部，记者了解了该院完

善的便民措施。

众所周知，群众“看病难”问题主要

集中在大医院专家号难挂、排队等候时

间长、诊疗环节多等焦点问题上。近年

来，泰山医学院附属医院为向群众提供

高效便捷的医疗服务，对就医流程进行

了不断优化：启用了“就诊一卡通”，实

现了挂号、交费、检查、取药一卡完成；

对收费、取药等窗口单位实行弹性管

理，在就诊高峰期增开窗口，减少患者

等待时间，并在各个楼层和急诊楼增设

了收费窗口，患者不必来回跑；在超声

科安装了电子叫号系统，患者可根据自

己的电子排序合理安排时间，也避免了

加塞现象；将中午下班时间延长到十二

点，并将一些常规化验项目出报告的时

间集中在 11 点，让患者尽可能在上午
集中完成诊疗；缩短了午间休息时间，

方便患者下午尽快结束诊疗，早早回

家；推出预约服务，患者可通过网络、电

话提前预约专家号，减少无目的等待时

间；在各个楼层设立导诊台、集中候诊

区、标示清楚的指示牌，方便患者选择

正确就诊线路；医院门口安装了车辆管

理系统，患者享受停车优先权并免费停

车，车辆可直接开到门诊楼门口……

总之，许多来泰山医学院附属医院

就诊的患者反映，泰医附院近年的发展

让人感受深切，在这里就诊不仅更方便

快捷了，而且这里的服务更加人性化

了，老百姓感到更贴心了。

专家门诊提前安排就绪，

方便市民选择就医

在泰山医学院附属医院门诊部，记

者看到一份专家门诊排班表，10 月份的

专家门诊排班已全部安排就绪，尤其是
10 月 1 日至 7 日这一周时间里，值班专

家共有 152 人，其中，有资深老专家，也

有留美博士，还有各个科室的主任和学

科带头人，可以说，技术力量与平日无
异。市民可以通过电话查询，选择自己

熟悉或信赖的专家就医。

团结奋进的领导班子

随着国庆长假的到来，许多

市民早已做好了假日出行计划，

然而记者在泰山医学院附属医院
采访时看到，无论在门诊还是病
房，医护人员仍然如往日般专心
忙碌着，各病区医疗秩序井然，医

院环境清洁一新，似乎在注释着
无假日门诊的风采。记者了解到，

无论是国庆节还是春节，泰山医

学院附属医院的门诊、病房始终
全年无休，而且，专家门诊保持与

平日一样的技术力量，真正做到
了为患者着想，竭力服务群众，为
市民解决就医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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