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54 年，医院最早的平房建筑

2004 年 6 月，呼和浩特铁路中心

医院移交内蒙古大学医学院交接仪

式

回眸百年，医院的初
心，铭刻在历史的记忆深处
1921 年，随着京绥铁路的全线贯

通，归绥铁路医院在北疆草原的青城

土地上诞生了。一百年前，风沙雨雪、

严寒酷暑，医疗物资极度短缺，医疗

设备极度匮乏。一排排发黄破旧的平

房就是医院的诊室，一张张窄小单薄

的木板就是医院的病床，寥寥无几的

医院人承担起医院救死扶伤的希望，

这就是百年医院星星之火的起点。在

历经日占、国民政府统治时期的变迁

更迭,一直到新中国成立后的改天换

地,医院迎来新的春天。1958 年，呼和

浩特市铁路中心医院成立，医院承担

起青城人民和铁路职工的医疗服务，

为百姓的身心健康、保障铁路运输大

动脉的畅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在战火纷飞的年代里有他们救死扶

伤的背影；在盘根错节的铁路沿线下

是他们送医送药的脚步，他们的背影

和脚印将永远留在医院历史长河的

记忆里。

回眸百年，医院的发
展，镌刻在岁月的坐标轴上
2004 年，在走过八十三年铁路

中心医院风雨历程后，医院正式移交

内蒙古医科大学，迎来内蒙古医科大

学附属人民医院的崭新身份，走上肿

瘤探索的发展之路。2012 年，医院正

式增挂“内蒙古自治区肿瘤医院”，并

确定“大肿瘤 精专科”的发展方向，

实施改扩建工程。十几年开拓创新治

疗肿瘤发展路，医疗服务发生翻天覆

地的变化，医院建筑面积达到 13.6 万

平方米，设置临床科室 27 个，医技科

室 13 个。拥有完善、先进的肿瘤诊断

和治疗设施设备，不断细化肿瘤亚专

业分科，基本实现了肿瘤疾病规范

化、精准化诊疗，建立了区内外联合

的先进肿瘤诊疗团队，收治患者能力

和肿瘤诊疗水平不断提高，发展成一

所集医疗、教学、科研、康复、防癌保

健为一体的三级甲等省级肿瘤专科

医院。百年来的时间里医院从无到

有、从小到大、从弱变强，过程艰难，

点点滴滴，历历在目。

回眸百年，医院的成
绩，映照出初心使命的光芒
医院人齐心协力、开拓进取，不

断涌现出一批又一批为医院立下汗

马功劳的医者，他们一生都在践行医

者精神，激励着一代代医院人不忘初

心，砥砺前行。“十三五”以来，医院进

入快速发展新时期，建设了内蒙古自

治区首家按 GMP标准建设运行管理

的肿瘤研究治疗中心、远程医疗会诊

中心、乳腺中心、放疗中心、肿瘤分子

诊断实验室等一批具有自身特色的

医疗中心；医院搭建医联体、区域专

科联盟远程会诊、手术转播平台，为

肿瘤预防、诊断和治疗提供了充足理

论和应用基础。从公立医院综合改革

不断深入推进到肿瘤患者对医疗服

务的需求不断提升；从为实现医院全

面转型、突破发展，紧紧围绕“建设区

域肿瘤医疗中心”这一目标到落实医

改分级诊疗、对口支援任务，完善医

院学科建设。医院党委注重从党的百

年历史经验中汲取智慧和力量，以推

动医院党建与医疗事业不断开拓前

进，紧紧围绕贯彻新发展理念、巩固

脱贫攻坚成果、保障群众基本需求、

深化医院综合改革、推进医院治理体

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等方面，医院在

创新中发展，并继续坚持贴近群众、

诚信为民的发展思路和服务理念，推

动自治区肿瘤专业的高质量发展，更

好地服务人民群众健康福祉，为人民

的生命健康保驾护航。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
迈步从头越

从百年前的积贫积弱到今天的

生命至上，从百年来的苦难辉煌到今

天的宁静致远，一百年的薪火相传到

今天的悬壶济世。医院人的信仰以穿

越时空的力量，书写着历史的波澜壮

阔和静水深流。一百年来，中国共产

党立志于中华民族的千秋伟业，百年

恰是风华正茂。一百年来，医院一洗

旧貌，焕发新颜。当前，我们正处于百

年以来最好的发展时代，也正面临百

年未有之大变局。医院发展步入新的

历史起点上，一头接续已然挥就的百

年史诗，一头开启第二个百年的恢弘

篇章。“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中国

共产党的初心，更是内蒙古医科大学

附属人民医院（内蒙古自治区肿瘤医

院）的使命与担当。百年来，医院人坚

守医者初心，勇担健康使命，昂首阔

步，勇往直前。把对党、对祖国、对医

院的热爱，转化为饱满的工作热情和

奋斗不息的责任担当，为百姓护佑生

命健康，为人民谋取幸福生活，不忘

初心，继续前行。

时序流转，岁月更迭。内蒙古医

科大学附属人民医院（内蒙古自治区

肿瘤医院）在无数充满热血和斗志的

医院人努力下，在沉淀了峥嵘岁月的

铅华之后，风雨兼程再出发！医院站

在新时代高质量发展的新起点上，将

发挥“大肿瘤精专科”的独特优势，观

大势、谋全局，育新机、开新局，一代

代医院人也将紧紧团结在一起，

用拳拳奉献行医路和敢于担当医

者心，向着更远方播撒生命和健

康的希望。戮力同心，奋楫笃行。

医院将站在更高远的历史站位把

握当下、展望未来，肩负时代使命，坚

定前进信心，朝着建设国家区域医疗

中心，建设高水平省级肿瘤医院的目

标不懈努力。

一百年春华秋实，初心不忘砥砺

前行。谨以此文，献给为医院发展立

下汗马功劳的开创者和正在为医院

发展努力奋斗的传承者。医院将继续

肩负每一位医者的理想和追寻，向着

为人民健康、百姓安康的方向奋勇前

进。回首百年，历久弥新，展望未来，

芳华长青。古老又崭新的医院犹如一

棵苍松，在历经百年岁月的洗礼后，

愈加焕发出灿烂的勃勃生机！

内蒙古医科大学附属人民医院

内蒙古自治区肿瘤医院

1921 年

京绥线全线贯通，京绥铁路

在绥远（今呼和浩特）设分医院，

为归绥铁路医院。设门诊，做常见

病的诊治，全院职工不足 20 人。

院址在归绥车站铁道北。

1954 年

4月 25 日起，将归绥市改名

为呼和浩特市。归绥铁路医院改

名为呼和浩特铁路医院，扩建了

20 间平房做病房，病床增加到 40

张，全院职工 66人。

1958 年

9 月 20日，一辆专列把丰台

铁路医院全部人员和设备搬往呼

和浩特，与呼和浩特铁路医院合

并，成立呼和浩特铁路局中心医

院。医院只在原站北旧院址设内

二科、外妇科。两院合并后，职工

260 余人，设床位 150 张；有门

诊、病房、行政、后勤系统；担负着

三岔口至公积坂铁路沿线和呼市

铁路地区职工家属的医疗保健服

务工作。

1980 年

呼和浩特市铁路中心医院骨

科开展“小腿内侧逆行岛状皮瓣

修复软组织缺损”的研究，处于国

内先进水平，解决了临床难题。

1981 年

10 月，呼和浩特铁路中心医

院的新院建设主体工程落成，搬

入使用，占地面积共 1.43 万平方

米，建筑面积 7600 平方米，设病

房 400 张。地址在新城区昭乌达

路（现赛罕区昭乌达路），门诊部

设在呼和浩特市回民区新华大

街。

1986 年

医院首次开展脾切除、脾肾

静脉吻合术；食道上中段、中段癌

切除术，食道胃重建术；食道胃底

贲门癌切除术；小脑半球切除术；

侧脑室枕大孔分流术；单侧巨大

肾切除术；正中神经、尺桡经神经

囊膜间吻合术；喉癌全喉切除术；

跟骨再造术；拇指再造术等一些

全新手术。

1995 年

3 月 1日，呼和浩特铁路中心

医院位于新华大街的门诊大楼正

式开诊。5月 25日，医院门诊大楼

全面投入使用，新门诊楼建筑面

积为 8000 平方米，共 11层。门诊

楼布局合理，流程科学，功能齐

全，是当时呼市地区一流的门诊

大楼。

1996 年

3 月 26 日，医院举行“三级乙

等”医院挂牌剪彩仪式。至此，呼

和浩特铁路中心医院跻身全国三

级医院行列。

2001 年

12 月 19日，呼和浩特铁路中

心医院在呼市宾馆重大火灾抢救

成批伤员工作中，安排有序，治疗

得当，受到自治区党委政府及呼

铁局领导的表扬和肯定，引起社

会很大反响，赢得了社会信誉。

2003 年

在抗击“非典”战役中，医院

成立了“防非”办公室，建立了有

15 张病床的“非典”专用隔离病

房，设立“呼铁局旅客列车留驻

站”，成立了抗感染督察队和预检

分诊室；收治 2 名“非典”患者和

十余名疑似“非典”患者，经过医

护人员全力救治痊愈出院，并实

现了患者及疑似患者治愈率

100%医护人员“零感染”，受到地

方政府和呼和浩特铁路局的高度

赞誉。

2004 年

6 月 22 日，医院按国家政策

“整建制、零债务”从呼和浩特铁

路局移交到内蒙古医学院，成为

其直属附属医院。年内，医院通过

了“彩色多谱勒超声对前列腺疾

病的诊断及引导介入治疗”技术

鉴定。该研究为医院超声介入治

疗填补了空白。

2007 年

6 月 16 日，在医院住院部门

前举行了隆重的住院、医技楼奠

基仪式。8月 16日，我院改扩建一

期工程住院、医技楼正式全线开

工。同年，对我院新大楼手术室、产

房、供应室等 15 个重点科室设计

的基本标准、基本设施和工作流程

提出规范标准。建立新校区医院，

积极加大技术、设备投入。

7月 1 日起，我院正式进入内

蒙古自治区本级事业单位管理。医

院被首批命名为“首府百姓放心医

院”。由原来的呼铁局拨款转变为

财政差额拨款。同年面向社会公开

了 24项医疗服务承诺。

2008 年

“5.12”特大地震发生后，医院

迅速组织了 13 人的抗震救灾医

疗队，奔赴灾区第一线，在抗震救

灾中医疗队员们出色的表现，医疗

队被国家“四部委”、自治区及学院

评为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被自治

区总工会授予“抗震救灾，重建家

园”工人先锋队荣誉称号。

6月 26 日，医院住院大楼顺

利实现主体封顶，10 月 6 日医技

楼封顶。

2012 年

3 月 29 日，内蒙古医学院经

教育部批准更名为内蒙古医科大

学，我院更名为内蒙古医科大学附

属人民医院。6月 30日，新建住院

医技楼外幕墙施工完成。11 月 2

日，医院被内蒙古自治区卫生厅命

名为“内蒙古自治区肿瘤医院”，同

时保留原内蒙古医科大学附属人

民医院名称。

2014 年

4月，住院医技楼项目完工。5

月 7 日，搬迁工作全面展开，全部

病床科室均搬到新住院楼，医院新

建住院医技大楼投入运营。

2018 年

2 月，医院新建门诊楼正式启

用，标志着医院基础建设全部完

成，目前医院总建筑面积 13.3 万

平方米。为配合门诊楼启用，完成

医院 HIS 系统与分诊排队叫号系

统的对接，实现了就诊患者“先分

诊，后就诊”有序的信息化管理，全

面提升患者就诊体验感。7 月，经

内蒙古自治区民政厅正式批复内

蒙古肿瘤防治学会在我院正式成

立。

2020 年

1 月 28 日，医院组建“驰援武

汉医疗队”，全力支援国家和自治

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医

疗救治工作。医院全体职工、各党

支部积极响应，全力投入到这场重

大“战役”中来。医院党委共收到请

战书 220 封，全院党员疫情防控

捐款 93950 元。先后于 2月 3日、

9 日、15 日三批派出包括重症医

学、呼吸内科、心血管内科等专业

共计 23 名医务人员参与武汉方

舱医院和红十字会救治及转运医

疗工作。23 人中中共党员共 11

人，预备党员 1 人，积极分子 2

人。救治患者 300余人，转运患者

500 余人。

12 月，第三届“中国医院百强

院”发布会暨医院管理北京论坛在

北京举行，我院再次获得“中国医

院百强院”荣誉称号。

2021 年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

记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的

重要讲话精神，切实开展好党史学

习教育，按照内蒙古医科大学党委

总体安排部署。3月 31日下午，医

院召开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

4月 15日，医院通过国家医

疗健康信息互联互通标准化成熟

度四级甲等测评，正式获得国家卫

生健康委统计信息中心授牌。

5月 6日下午，医院党委召开

党史学习教育“读书班”暨学习夜

校开班仪式。

5月 26 日，中国输血不良反

应研究联盟内蒙古自治区分联盟

中心在我院成立。

7月 17 日，中国医学科学院

肿瘤医院内镜科“王贵齐教授工作

站”落户内蒙古自治区肿瘤医院。

工作站的建立，不仅在我市及周边

县区搭建了一个优质的学习交流

平台，也将提升我区消化医学临床

水平，为自治区消化系统早癌早诊

早治工作做出积极贡献。

———内蒙古医科大学附属人民医院（内蒙古自治区肿瘤医院）建院 100 周年纪实

薪火传承百年路 悬壶济世医者心

“栉风沐雨秉初心，悬壶济世百年路”，回首往昔,一代又一代医院人以披荆斩棘的开拓之勇,以大医精诚的责任之心,一路求索,也

一路书写着医院百年发展的风雨历程。百年奋斗，内蒙古自治区肿瘤医院始终秉承“崇诚尚善、循本求新”的神圣宗旨，践行着为草原

人民健康保驾护航的庄严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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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7 届“全国肿瘤防治宣传周”内蒙古站暨迎接党的百年华诞大型公益活动

2021 年 3 月 31 日，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

2007 年 6 月，医院住院医技楼奠

基典礼

2020 年，医院第三批援鄂医疗队

在沌口方舱医院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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