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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主教堂施医院北门及周围环境。

20 世纪 30 年代的法国医院大
门，
该大门一直保存到解放后。

烟台山下杏林春暖
黄海之滨济世百年
烟台山医院建院 160 周年综述
历经百余年悬壶济世，笃行致
远；跨越三世纪救死扶伤，晖光日
新。烟台市烟台山医院始建于
1860 年，前身是法国天主教堂施
医院，是国内最早的西医医院之
一。160 年来，博爱包容、诚实守
信、开放创新、敢为人先的烟台山
医院人秉承
“学醇思新，博雅惠众”
的院训，初心不改，一路向前，守护
人民健康，
惠及百姓福祉。

薪火相传 百年沧桑

1999 年，烟台山医院的 24 层病
房大楼投入使用。

烟台山医院在全省率先开展骨
科机器人手术，并参与完成全球首
例 5G+骨科机器人多中心联合远程
手术。

2019 年 12 月 27 日，山东第一
医科大学附属烟台山医院揭牌成立。

近年来，烟台山医院举办了七
届“希望未来，相约助残”国际慈善
公益活动。

1860 年，清咸丰十年，法国天
主教会在爱德街上开设了一家拥
有简易诊室一间、嬷嬷数人的慈善
医院，名为
“天主教堂施医院”
。它
的出现，给昔日的芝罘送来了一股
新风，在给百姓带来西式思想和西
洋医疗的同时，它也在这片土地上
生根发芽，散枝结果。1917 年，天
主教堂施医院又在大海阳河西崖
23 号开设了麻风病院。1937 年，
天主教堂施医院改名为“法国医
院”
，其床位数达到了 65 张。1938
年更名为
“公济医院”。
1945 年 12 月，烟台市工人医
院成立，1954 年 1 月更名为“烟台
市市立第二医院”
。新中国成立后
的 1952 年，烟台市政府接管公济
医院，并于 1956 年 12 月将烟台市
市立第二医院迁入公济医院旧
址。从此起，历经数次更名，从烟
台市立烟台山医院、烟台市立医
院、烟台市人民医院……，逐渐发
展为今天的烟台市烟台山医院。
2009 年 3 月 30 日，经中法两国卫
生部批准，烟台山医院增加“烟台
中法友谊医院”为第二名称，这是
中法两国建交 45 年来双方政府唯
一批准的技术合作医院。
涓涓细流，汇成江河。1972
年 10 月，烟台地区职业病防治研
究所成立，1984 年更名为“烟台市
职业病防治院”，1987 年加挂“烟
台市肿瘤医院”的牌子，2006 年正
式命名为“烟台市职业病医院”；
1964 年 5 月，烟台市妇幼保健站
成立，它承担了推广新法接生、农
村妇幼程序化管理和爱婴医院创
建等社会保健工作，1999 年发展
成为烟台市妇幼保健院。涵乾纳
坤，合而能融。2009 年 9 月，经烟
台市政府批准，烟台市职业病医院
(烟台市肿瘤医院)、烟台市妇幼保
健院整建制并入烟台市烟台山医
院，
医院发展进入了新时期。
2013 年医院通过“三级甲等
妇幼保健院 ”评审，2014 年通过
“三级甲等综合医院”
评审，作为全
省首家
“双三甲”
医院，医院发展驶
入了快车道，并于 2018 年、2019
年通过复审。
从昔日的天主教堂施医院到
今天的集医疗、教学、科研、预防、
急救、康复于一体的三级甲等综合
医院、三级甲等妇幼保健院，烟台
山医院在护佑人民健康的大路上
一路芬芳，
一路向上！

优势突出 全面发展
白衣执甲，逆行出征。疫情
发生后烟台山医院人第一时间投
入到疫情防控阻击战。

龙头引领，强筋壮骨。前几
日，烟台山医院完成了一台具有纪
念意义的复杂骨盆骨折手术，这是
医院的第 1000 台骨科机器人手
术。2017 年 7 月，烟台山医院在
全省率先开展骨科机器人手术。

有了机器人的参与，手术精度达到
了亚毫米级，小于 0.8 毫米。原本
需要“开大刀”的手术只需几个小
眼就能完成。患者的住院时间大
幅减少，
“伤筋动骨一百天”
或将成
为历史。现如今，烟台山医院的骨
科机器人手术量稳居全国第二，越
来越多的百姓受益于此。这样的
新气象只是烟台山医院骨科发展
的一个缩影。烟台山医院骨科是
山东省首批 A 级特色专科，2012
年成为省级临床重点学科。骨科
现有 10 个亚专业、16 个病区、600
多 张 床 位 ，年 手 术 量 20000 多
台。在学科建设、技术水平、科研
教学能力等方面，在区域内均处于
领先位置。
院有重点，科有专长。目前，
烟台山医院共有省级、市级重点学
科和重点专业近 40 个。医院肿瘤
科成立于 1988 年，是胶东地区最
早成立放疗及化疗的科室，肿瘤科
现为省级临床重点专科。医院是
烟台市抗癌协会、烟台市肿瘤质控
中心挂靠单位，在肿瘤的规范化、
个性化治疗等方面经验丰富、优势
突出；
烟台山医院作为烟台市麻醉
临床医学研究中心，其麻醉科是集
临床麻醉、疼痛诊疗、危重病监护
治疗、急救复苏为一体的省级临床
重点专科，在可视化麻醉和老年骨
科麻醉等方面成绩突出；
医院是山
东省医学会物理医学与康复学分
会副主任委员单位，康复医学科是
省级临床重点专科，科室成立于
1999 年，是我市综合医院中首家
成立的康复医学科，神经康复和骨
创伤康复为科室特色；
医学影像科
是省级临床重点专科建设单位，双
肺低剂量 CT 检查、肺结节高分辨
CT 扫描、前列腺癌 MR 筛查等是
医学影像科的核心及重点技术；
医
院急诊科是全市首个市级急诊重
点学科。借鉴法国先进的急诊理
念和急救技术，建立了完善的院前
急救体系，把“医院”送到病人身
边；
心内科是烟台市医疗卫生重点
学科，现已建成“胸痛中心”
“ 房颤
中心”
“ 心衰中心”
“ 高血压达标中
心”
“心脏康复中心”
等五大国家级
中心；
烟台山医院在我市最早通过
国家卫健委高级卒中中心认证，其
神经内科是烟台市医疗卫生重点
学科，在全市率先引进
“卒中单元”
管理理念，在全省首家、全国第二
家发布了急性脑卒中溶栓地图；
呼
吸科为烟台市医疗卫生重点学科，
科室在呼吸危重症、肺栓塞、肺部
感染、慢性咳嗽及肺结节的诊治等
方面成绩突出……
硬件提质，服务升级。医院拥
有两千万元以上的设备四套，包括
全市首台 GE Revolution 256 排
螺旋 CT，GE Discovery 3.0T 磁
共振、全自动生化流水线和医科达
医用直线加速器。一千万元以上
的设备十多套，五百万元以上的设
备多套，一百万元以上的设备百余
套；数据多跑腿，群众少跑路。烟
台山医院上线
“智慧医院”
，把线下
的预约挂号、缴费充值、查询报告
等服务搬到了线上，挪到了指尖。
现如今，越来越多的群众选择到烟
台山医院就医，他们普遍感受到了
烟台山医院多年积淀而成的诊疗
水平和细心周到的服务理念，
“技
术高、服务优、环境好”
成为大家对
烟台山医院的共识……

烟台山医院正在形成“三大院区齐头并进，
‘双三甲’医院日新
月异”
的发展态势。
教学相长，共促发展。2019 “11·24 海难”发生后，医院紧急施
年 12 月 27 日，山东第一医科大学 救，创造了“三个第一”；2003 年
附属烟台山医院揭牌成立，烟台 至今，烟台山医院先后举办过七届
山医院成为山东第一医科大学的 “希望未来，相约助残”
国际慈善公
非隶属附属医院。20 年来，烟台 益活动，国际顶尖专家与烟台山医
山医院的教学设施日臻完善、教 院 医 生 一 起 为 来 自 全 国 各 地 的
学队伍不断壮大、教学行为更加 200 多位贫困残疾儿童完成了畸
规范，在医学院校的支持帮助下， 形矫治手术，让这份人间大爱跨越
完成了对 2000 多名医学生的临床 了国界，温暖了你我。
教学任务。多年来的教学工作也
面对新中国成立以来传播速
切实提升了医院中青年骨干的综 度最快、感染范围最广、防控难度
合能力，为医院培养了一批又一批 最的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烟台
优秀人才。
山医院人以患者需要为己任，视医
科技领航，务实图强。这些年 院为战场，表现出对护佑人民健康
来，医院的科研工作从无到有、由 极强的责任心和不畏艰险、不怕牺
弱及强。以近 10 年的发展为例： 牲的奉献精神。众多医护人员星
医院省级重点专科学科新增 8 个， 夜驰援、逆行出征，毅然奔赴湖北、
市级重点专科学科新增 32 个，市 北京以及沈阳、青岛抗击疫情的最
级临床医学中心新增 2 个。科研 前线，阻击病毒、救治患者；1200
课题立项 200 多项，其中国家重点 多位医护人员主动请缨，提交请战
研发计划 1 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书，决心在党和人民最需要的时候
2 项、山东省自然科学基金 2 项、山 冲锋在前，挑起重担，战胜疫情；
东省重点研发计划 10 项。发表中 2600 多位职工不计得失、任劳任
华论文、SCI 论文近 400 篇。医院 怨，忙碌穿梭在各自岗位上，构筑
整体科研能力和水平在全市同行 起疫情防控的铜墙铁壁，有效地挡
中处于领先地位。
住了病毒，保障了人民群众的生命
安全和身体健康。

仁爱济世 坚守公益

擘画蓝图 砥砺向前

悠悠民生，健康最大。
“坚持医院公益性，全方位为
百年名院，再启新程。今年 8
人民的健康提供优质医疗服务”
是 月 27 日，烟台山医院东院区全面
烟台山医院的宗旨，它深深地镌刻 启用，烟台山医院的历史翻开的崭
在每位烟台山医院人的心中，体现 新的一页。
在每一次医疗服务中。
目前，医院正在形成“三大院
围绕提高医疗质量、工作效率 区齐头并进，
‘双三甲’
医院日新月
和体现公立医院公益性等环节，烟 异”的发展态势，今天的烟台山医
台山医院积极推进城市公立医院 院共有 32 个党群行政职能科室、
综合改革，不断完善管理体制，建 64 个临床科室、25 个医技科室。
立规范高效的运行机制和以质量 现有职工总数 2666 人，其中，卫生
为核心、公益性为导向的医院考评 技术人员 2396 人。年门诊量近
机制，给百姓带来更多看得见、摸 100 万 人 次 ，出 院 病 人 8 万 余 人
得着的获得感、幸福感。
次，年住院手术 3.7 万人次。
沧 桑 循 正 道 ，长 籍 白 衣 名 。
身处新时代，站在新起点。在
160 年来，烟台山医院人始终秉承 “十四五”
时期及今后一段时间，烟
责任与担当，与祖国和民族同呼 台山医院将以建设现代化医院为
吸、共命运，关键时刻他们总能挺 目标，围绕医院标准化建设这个主
身 而 出 ，冲 锋 在 前 ，
“ 战 斗 ”在 一 线，瞄准三级综合医院绩效考核和
线。自 1965 年起，烟台山医院先 三级妇幼保健院绩效考核两个目
后派出 7 批 10 余人次参加云南、 标，完成市妇幼保健院、东院区二
广西、西藏医疗援助任务；从 1973 期及市职业病医院建设三项建设
年到今天，医院先后派出 10 多位 任务，不断提升医疗质量、服务质
医务工作者执行医疗援助坦桑尼 量、保障水平和管理能力，并朝着
亚任务；唐山大地震发生的当晚， 朝着人性化、规范化、国际化的方
医院派出 5 人组成的医疗队赴唐 向大步向前！
山开展医疗救援任务。震后，医院
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在
接受灾区伤员 167 人；汶川地震发 今后的十年、二十年，以及下一个
生后，医院先后派出 5 批 11 人参 百年，烟台山医院必定不忘初心，
加抗震救灾、医疗援建任务，并接 继续前进；
薪火相传，
赓续辉煌！
受灾区转运伤员 22 人来院治疗；
【张国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