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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省省长陆浩题词



甘肃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卢克俭题词



乙

卫生部副部长王陇德题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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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陋继



中共甘肃省委副书记仲兆隆题词



甘肃省卫生厅厅长侯生华题词

甘肃省卫生厅副厅长侯志民题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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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人大常委、原甘肃省

省长贾志杰来院视察

全国人大常委、著名中医专家董建华为甘肃省中医院题词

甘肃省人大常委会主任、

原中乒甘肃省委副书记户

克俭来院视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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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七里河门诊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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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住院部内、外科楼



1999年领导班子成员(左

起：纪委书记马馨如、党委

藤勰悯
民碾㈣编一一一㈤生黄矧强龃氟侧蹲腻觥㈤酬

茎



三奋：舔物睽



芍院衄

昔厅绍

兮影

二三批及甘肃省算

}验继承工作部分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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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犄咕亨麦看
优秀专家、著名老甲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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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任医师李盛华指



主任中药师、药剂科主任闵

云山和名老中药专家王子

义检查调剂工作

主任护师、#

敏对护理^

行考核

l孤王任李秀

；专业技能进

主任医师、心脑血瓶病科

主任李妍怡在为患者硷查

甘肃省政协委员、副主任医

师．消化肾病科主任廖志峰

为学生讲解自制药品的成

分、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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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压氧舱治疗中心

重症监护病房(ICU)

半自动胶囊填充机

，一◆■_



I考每父积号I
L婿肿央!潮

二、

甘_目Illilmt多先ll体

廿“‘l；』批
I⋯k⋯





院志编纂委员会成员



囿藤鬻～固蓬螓重鬻雪孽蔺画



⋯⋯．——一

．．··1Ⅲ‘q‘⋯·



《甘肃省中医院院志》编纂委员会

主 任 李 强

副主任 李谦英孙援朝 沈为众冯守文

委 员 (按姓氏笔画排序)

马忠祥 马馨如 王 铭刘梦华

安富德李秀敏李盛华 张纯钰

肖根孝罗克龙 赵乐 徐文科

萧永明

《甘肃省中医院院志》编纂办公室

主任刘梦华

副主任 罗克龙段培亚

成 员 周琪姜礼裴学军王颖

郑慧张景华乔莉



《甘肃省中医院院志》顾问委员会

主任侯志民

副主任张涛清王自立

委 员 (按姓氏笔画排序)

马坤范 马明非 王子义 王建国

王定荟 田希彭 吕人奎 孙玉良

孙继旺 朱伟红任建民 刘国安

杨守义 杨坤毓l张忠选l李宪奎

李树楷 陈家生郑侠 l金安德l
胡文杰 胡良臣 高 义 贾 斌

唐士诚 夏永潮 钱秉文 黄培林

韩芳林路焕光



序

祖国传统医学是中华民族的瑰宝，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她用甘甜

的乳汁孕育了五千年华夏文明，灌溉了北中国广袤的原野，同样也滋润和哺

育着祖国传统医学的成长和壮大。坐落于古丝绸之路重镇兰州，黄河南侧的

甘肃省中医院，就是吸吮着黄河母亲的乳汁，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关怀下

经历了近半个世纪艰苦创业的历程，由幼年走向成熟的。

甘肃省中医院始建于一九五三年，原名甘肃省人民政府卫生厅中医门诊

部，一九五五年更名为甘肃省中医院门诊部，一九五六年十二月正式命名为

甘肃省中医院，一九五九年迁入现址至今。品过黄连之苦，才知饴糖之甜。四

十八年来，甘肃省中医院经历了初创的喜悦、浩劫的痛苦、改革开放的腾飞

几个历史发展阶段，尤其是进入八十年代以来，改革开放给医院注入了新的

活力与生机，使甘肃省中医院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成为甘肃省四大省级医

院之一。

品味过去，咀嚼现在，展望未来，令人感慨万千。此时，我真正体会到：

人生要有乐趣，非得好好回头看看以前，才能够知道现在对你的意义，才知

道应该去追求一个什么样的将来。回想当年(一九七一年)我大学毕业分配

来甘肃省中医院工作的情景，仍历历在目。那时的医院，虽建院已十几年，但

限于当时的历史条件，医院的规模、基础设施等仍然处于十分简陋和落后的

境况。当时的医院仅有两栋二、三层小楼房及几排平房，像样的水泥路面也
·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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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下雨天，大家都是满脚泥泞踏人办公室，踩出一行行泥水的印迹。居

家住户也都是简陋的平房，生活条件是很艰苦的。转眼近三十年，改革开放

使医院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无论是基础设施建设、医疗设备的配置，还

是学科门类拓宽、业务技术的延伸，均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薄弱到加强、

从单一到全面。这其中蕴含着历届领导人的心血，涌动着无数“中医人”的

奋斗，凝集着无数中医工作者矢志不移的追求。茫茫尘世，纷繁思绪，寒来

暑往，沧海桑田，唯有一点聊以自慰的，就是伴随甘肃省中医院成长发展的

三十年，我始终把自己当作一个“中医人”。

中医是具有中国特色的传统医学，有着丰富的中国文化底蕴。它源远流

长，绵延数千载，其辨证思维为主导的病证结合辨证施治体系在诊治疾病中

发挥着独特的优势。为了继承和发扬祖国传统医学的特色和优势，并在实践

中不断完善和创新，几代甘肃“中医人”艰辛创业，奋力开拓，做出了不懈

的努力和贡献。尤其是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医院加快了自身建设的步

伐，并逐步建立了以中医骨科为“主体”，以心脑血液病科、消化肾病科为

“两翼”，大专科小综合的业务发展模式，形成了一整套独特的中医治疗体系，

造就了一批深研歧黄、造诣颇深的中医人才。现在，甘肃省中医院已发展成

为省内最大的集中医医、教、研、防为一体的中心和基地，也是全省唯一一

家“三级甲等”中医医院。

甘肃省中医院是救死扶伤的殿堂，也是培养医务人才的摇篮。作为甘肃

中医学院附属医院、甘肃省中医学校教学医院，医院担负着中医、针灸、骨

伤、中药、护理、影像、放射、检验、口腔等多学科多层次近十几个专业的

临床教学任务，同时接受各地县、厂矿医院进修、学习的医务人员。近十年

来，医院先后带教大、中专学生2882名，为地县、厂矿基层医院培养人才，

接受进修生448人次。一批批医学人才在甘肃省中医院这块肥沃的土地上茁

壮成长，成为我省中医药领域的中坚力量；一批批医林新秀从这里展翅腾飞，

为祖国传统医学注入新的活力、新的希望。

一九七八年，我们的祖国迎来了科学的春天。从那时起，中医院的科研

工作得到蓬勃发展。全院医务工作者发扬严谨求实、精益求精的医疗作风，奋

力拼博，勇攀医学科技高峰，取得了一批高水平的科研成果。截止目前，通

过省厅级鉴定的31项，正在研究的48项，取得明显效益的2项。其中，“针

·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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灸治疗急性菌痢的临床观察及其机理研究”获卫生部医药卫生科技成果乙级

奖；“中风病中医治疗研究——中风膏治疗脑血管病临床观察与实验研究”获

甘肃省科技进步二等奖；“手法复位经皮空心螺钉内固定治疗四肢关节骨折的

临床与生物力学研究”获甘肃省科技进步三等奖。先后出版专著77部。这些

成果为甘肃中医科技水平的提高做出了卓有成效的贡献。

四十八年来，甘肃省中医院党政领导团结齐心，工作协调，锐意改革，廉

洁奉公，带领全院职工艰苦奋斗、无私奉献、不懈努力，使医院由建院之初

的十几间平房、几名工作人员，发展到今天建筑面积3万平方米，固定资产

5000万元，开设病床530张，病区13个，临床一级科室15个，医技科室6

个和临床二级专科8个。其中，中医骨科被确定为省级重点学科。医院现有

职工718名，其中正高10名，副高44名，中级职称207名，被确定为省级

“333”人才1名，厅级学术技术带头人10名，被评为省级优秀专家3名，享

受政府特殊津贴者7名。形成了一支专业结构合理，学术水平较高，技术力

量雄厚的临床、教学、科研队伍。拥有一批省内知名老中医专家和中西医结

合专家，涌现出一大批中青年学术骨干和在国内中医药科技领域崭露头角的

中医人才。改革开放以来，医院抓住机遇，开拓进取，实施“依法治院、文

明建院、科技兴院”的办院战略，坚持“继承、发扬、创新、繁荣’’的办院

宗旨，努力探索现代化医院管理模式。先后实行了经济目标管理、综合目标

责任制和成本核算管理体制等一系列医院管理改革，大大提高了医院经济运

行效益，优化了医疗资源的合理配置。

四十八年的发展，四十八年的耕耘，换来了今天丰硕的成果，这其中凝

结着“中医人”对中医事业的无限深情厚望，寄托着“中医人"对中医事业

发扬光大的期盼和决心。古人云：“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郡国者，以志为

鉴”。在二十一世纪之初，医院院志编纂委员会推出了这部甘肃省中医院院志，

作为现任中医院院长，我谨借这部院志面世之机，向四十八年来为中医院的

建设和发展做出贡献的开拓者、推进者、支持者和继承者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和崇高的敬意!医院院志对于总结历史经验，更好的继承、发扬和创新将起

到借鉴和推动作用。同时，也客观、翔实地记录了医院从初创到改革开放以

来的创业和发展历程，成为甘肃省中医院历史发展的最好见证。

四十八年的风雨兼程，甘肃省中医院走过了曲折沧桑的岁月，四十八年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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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同舟共济，甘肃省中医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四十八年的历程标志着

他的成熟与实力，恰如人的壮年——精力充沛、充满活力。

人的一生只有“三天”——昨天、今天、明天，我们可以拥有昨天，可

以把握今天，可以塑造明天。无限的过去，都以今天作为归宿，无限的未来，

都以今天作为起点。新世纪的曙光已经到来，这意味着甘肃省中医院又站在

了新的起点，让我们抓住“今”吧，因为“今”就是“金”。

二oO一年十二月



凡 例

一、本志编写坚持辨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力求做到思想性、

资料性、科学性的统一，真实、准确地反映甘肃省中医院发展的历史和现状，

达到记事存史的目的。

二、取事时限自1953年12月起，1999年12月31日止，重大事项延至

2001年12月31日。

三、志书结构分篇、章、节、目四个层次，按照内容和编纂的需要，采

用述、记、传、图、表、录和照片等体裁i横排竖写，秉笔直书，不加评论。

为避免交叉重复，个别之处点明为要。一律为语文体，记述体。
’

四、本志按概述、大事记、党群、行政、专项委员会、医疗、教学与科

研、人物荣誉八篇编写。

五、大事记，是指医院历史上发生的科室设置、床位变化、院领导的更

迭、科研成果、著作、基本建设、援外医疗队、表彰奖励等方面的重要史实。

记述采用编年体，辅以纪事本末体。

六、志书记载科室范围，以现行设置的行政职能科室和临床、医技科室

为准。

七、本志坚持“生不立传’’的历史通例，对已故的院领导和有影响的专

家，按卒年年序排列立传；简介收录省级优秀专家、享受政府特殊津贴者、历

任院领导和正高级专业技术职务者，短线专业个别资深的副高级专业技术职
· 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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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者，以及虽调离医院但在本专业上有建树者亦收录其中；副高级专业技术

职务者列入名录。收入简介及名录者均按所任职务(称)时间先后排序。

八、本志资料，主要来源于医院档案，参考1987年、1990年院志雏稿。

各科室及相关人员提供的相关资料，经考证鉴别后选用，以翔实可靠为标准。

九、志内采用的数据，由有关部门提供、审核。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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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览表

甘肃省卫生厅中青年学术技术带头人一览表

第二篇大事记⋯⋯⋯⋯⋯⋯⋯⋯。(25)

第三篇党群工作⋯⋯⋯⋯⋯⋯。(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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旦 茎

党群机构图

第一章党委工作⋯⋯⋯⋯⋯⋯⋯．(62)
第一节沿革⋯⋯⋯⋯⋯⋯⋯⋯⋯⋯⋯⋯(62)

第二节主要工作⋯⋯⋯⋯⋯⋯⋯⋯⋯⋯(67)

第三节‘纪律检查委员会⋯⋯⋯⋯⋯⋯⋯(71)

第四节党委办公室⋯⋯⋯⋯⋯⋯⋯⋯⋯(76)

第五节离退休办公室⋯⋯⋯⋯⋯⋯⋯⋯(78)

第六节党支部⋯⋯⋯⋯⋯⋯⋯⋯⋯⋯⋯(79)

第七节精神文明建设⋯⋯⋯⋯⋯⋯⋯⋯(88)

第八节政治运动⋯⋯⋯⋯⋯⋯⋯⋯⋯⋯(94)

第二章群众团体工作⋯⋯⋯⋯⋯(97)
第一节工会⋯⋯⋯⋯⋯⋯⋯⋯⋯⋯⋯⋯(97)

第二节团委⋯⋯⋯⋯⋯⋯⋯⋯⋯⋯⋯⋯(102)

第三节妇委会⋯⋯⋯⋯⋯⋯⋯⋯⋯⋯⋯(111)

第三章统战工作⋯⋯⋯⋯⋯⋯(113)
第一节概述⋯⋯⋯⋯⋯⋯⋯⋯⋯⋯⋯⋯(113)

第二节民主党派⋯⋯⋯⋯⋯⋯⋯⋯⋯⋯(113)

第四篇行政工作⋯⋯⋯⋯⋯⋯．．(118)
行政机构图

第一章 概述⋯⋯⋯⋯⋯⋯⋯⋯．(118)
一、历任行政领导名录

’

二、历年各类人员统计表

第二章职能科室⋯⋯⋯⋯⋯⋯。(128)
第一节院长办公室⋯⋯⋯⋯⋯⋯⋯⋯⋯(128)

第二节人事科⋯⋯⋯⋯⋯⋯⋯⋯⋯⋯⋯(134)

第三节保卫科⋯⋯⋯⋯⋯⋯⋯⋯⋯⋯⋯(144)

第四节医务处⋯⋯⋯⋯⋯⋯⋯⋯⋯⋯⋯(146)

附：历年主要医疗技术指标

第五节临床教学部⋯⋯⋯⋯⋯⋯⋯⋯⋯(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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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护理部⋯⋯⋯⋯⋯⋯⋯⋯⋯⋯⋯(171)

第七节质量控制办公室⋯⋯⋯⋯⋯⋯⋯(176)

第八节预防保健科⋯⋯⋯⋯⋯⋯⋯⋯⋯(180)

第九节财务科⋯⋯⋯⋯⋯⋯⋯⋯⋯⋯⋯(185)

第十节公费医疗管理办公室⋯⋯⋯⋯⋯(192)

第十一节总务科⋯⋯⋯⋯⋯⋯⋯⋯⋯⋯(194)

第十二节基建科⋯⋯⋯⋯⋯⋯⋯⋯⋯⋯(205)

第十三节膳食科⋯⋯⋯⋯⋯⋯⋯⋯⋯⋯(209)

第十四节 中兴综合经营部⋯⋯⋯⋯⋯⋯(212)

第十五节医院改革⋯⋯⋯⋯⋯⋯⋯⋯⋯(212)

第十六节综合治理⋯⋯⋯⋯⋯⋯⋯⋯⋯(215)

第五篇专项管理委员会⋯⋯⋯。(217)

第一章各委员会名称及成员⋯(217)
第一节院务委员会⋯⋯⋯⋯⋯⋯⋯⋯⋯(217)

第二节学术委员会⋯⋯⋯⋯⋯⋯⋯⋯⋯(218)

第三节 医疗事故鉴定小组⋯⋯⋯⋯⋯⋯(219)

第四节质量管理委员会⋯⋯⋯⋯⋯⋯⋯(221)

第五节职称评审委员会⋯⋯⋯⋯⋯⋯⋯(222)

第六节计划生育委员会⋯⋯⋯⋯⋯⋯⋯(224)

第七节 院内感染管理委员会⋯⋯⋯⋯⋯(226)

第八节药事委员会⋯⋯⋯⋯⋯⋯⋯⋯⋯(227)

第九节综合治理委员会⋯⋯⋯⋯⋯⋯⋯(227)

第十节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228)

第十一节红十字会⋯⋯⋯⋯⋯⋯⋯⋯⋯(229)

第六篇医疗工作⋯⋯⋯⋯⋯⋯⋯(231)
医疗机构图

第一章 门诊部和门诊工作⋯⋯⋯(236)
第一节概述⋯⋯⋯⋯⋯⋯⋯⋯⋯⋯⋯⋯(236)

第二节门诊部(七里河门诊部)⋯⋯⋯(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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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疗室 畅家巷门诊部

第三节离退休专家门诊⋯⋯⋯⋯⋯⋯⋯(253)

第四节城关门诊部(中山路门诊部小沟头

门诊部)⋯⋯⋯⋯⋯⋯⋯⋯⋯⋯(254)

第五节 巴基斯坦·中国甘肃针灸医院
··················0 0 0·····················(256)

第六节病理科⋯⋯⋯⋯⋯⋯⋯⋯⋯⋯⋯(258)

第二章 内科系统⋯⋯⋯⋯⋯⋯．(261)
第一节 概述⋯⋯⋯⋯⋯⋯⋯⋯⋯⋯⋯⋯(261)

第二节心脑血液病科⋯⋯⋯⋯⋯⋯⋯⋯(272)

第三节 老年病科和老年病研究所⋯⋯⋯(281)

第四节消化肾病科⋯⋯⋯⋯⋯⋯⋯⋯⋯(289)

第五节胸内风湿病科⋯⋯⋯⋯⋯⋯⋯⋯(299)

第六节儿科⋯⋯⋯⋯⋯⋯⋯⋯⋯⋯⋯⋯(308)

第七节针灸康复科⋯⋯⋯⋯⋯⋯⋯⋯⋯(319)

第八节急诊科⋯⋯⋯⋯⋯⋯⋯⋯⋯⋯⋯(332)

第三章外科系统⋯⋯⋯⋯⋯⋯．．(341)
第一节 概述⋯⋯⋯⋯⋯⋯⋯⋯⋯⋯⋯⋯(341)

第二节骨科和骨伤病研究所⋯⋯⋯⋯⋯(345)

一、概述⋯⋯⋯⋯⋯⋯⋯⋯⋯⋯⋯⋯⋯(345)

二、脊柱颅脑科⋯⋯⋯⋯⋯⋯⋯⋯⋯⋯(351)

三、创伤正骨科⋯⋯⋯⋯⋯⋯⋯⋯⋯⋯(357)

四、骨病科⋯⋯⋯⋯⋯⋯⋯⋯⋯⋯⋯⋯(362)

五、小儿骨科⋯⋯⋯⋯⋯⋯⋯⋯⋯⋯⋯(368)

六、骨伤科⋯⋯⋯⋯⋯⋯⋯⋯⋯⋯⋯⋯(373)

第三节 痔瘘科和痔瘘培训咨询中心⋯⋯(380)

第四节皮肤疮疡科⋯⋯⋯⋯⋯⋯⋯⋯⋯(389)

第五节外科⋯⋯⋯⋯⋯⋯⋯⋯⋯⋯⋯⋯(397)

第六节妇科⋯⋯⋯⋯⋯⋯⋯⋯⋯⋯⋯⋯(4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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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节

第八节

第九节

第四章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第四节

第五节

第五章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第四节

第五节

第六节

第七篇

第一章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第二章
第一节

第二节

第八篇

第一章

旦 茎

麻醉手术科⋯⋯⋯⋯⋯⋯⋯⋯⋯(412)

五官科⋯⋯⋯⋯⋯⋯⋯⋯⋯⋯⋯(420)

推拿科⋯⋯⋯⋯⋯⋯⋯⋯⋯⋯⋯(435)

护理工作⋯⋯⋯⋯⋯⋯。(439)
概述⋯⋯⋯⋯⋯⋯⋯⋯⋯⋯⋯⋯(439)

科研与教学⋯⋯⋯⋯⋯⋯⋯⋯⋯(456)

人才培养⋯⋯⋯⋯⋯⋯⋯⋯⋯⋯(457)

学会工作⋯⋯⋯⋯⋯⋯⋯⋯⋯⋯(461)

供应室⋯⋯⋯⋯⋯⋯⋯⋯⋯⋯⋯(462)

医技工作⋯⋯⋯⋯⋯⋯⋯．．(465)
药剂科和中草药研究开发中心

··········································(465)

检验科⋯⋯⋯⋯⋯⋯⋯⋯⋯⋯⋯(514)

放射科⋯⋯⋯⋯⋯⋯⋯⋯⋯⋯⋯(526)

影像诊断中心⋯⋯⋯⋯⋯⋯⋯⋯(534)

功能检查科⋯⋯⋯⋯⋯⋯⋯⋯⋯(537)

医疗设备科⋯⋯⋯⋯⋯⋯⋯⋯⋯(546)

教学与科研工作⋯⋯⋯。(553)

教学工作⋯⋯⋯⋯⋯⋯⋯(553)
概述⋯⋯⋯⋯⋯⋯⋯⋯⋯⋯⋯⋯(553)

临床教学管理⋯⋯⋯⋯⋯⋯⋯⋯(557)

历年实习、进修、学习班人员统

计表⋯⋯⋯⋯⋯⋯⋯⋯⋯⋯⋯⋯(561)

科研工作⋯⋯⋯⋯⋯⋯⋯．(565)
概述⋯⋯⋯⋯⋯⋯⋯⋯⋯⋯⋯⋯(565)

甘肃皇甫谧针灸研究所⋯⋯⋯⋯(569)

科研绩效⋯⋯⋯⋯⋯⋯⋯⋯⋯⋯(574)

人物 荣誉⋯⋯⋯⋯⋯⋯(581)

人物⋯⋯⋯⋯⋯⋯⋯⋯⋯⋯(5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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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小传⋯⋯⋯⋯⋯⋯⋯⋯⋯⋯⋯⋯

第二节简介⋯⋯⋯⋯⋯⋯⋯⋯⋯⋯⋯⋯

第三节名录⋯⋯⋯⋯⋯⋯⋯⋯⋯⋯⋯⋯

第二章 荣誉⋯⋯⋯⋯⋯⋯⋯⋯·
第一节先进集体⋯⋯⋯⋯⋯⋯⋯⋯⋯⋯

第二节先进个人⋯⋯⋯⋯⋯⋯⋯⋯⋯⋯

附录

一主要医疗设备一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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