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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据中共枣庄市委机构编制委员会枣编发[2020]5号文
《关于卫生健康委员会所属部分事业单位机构编制事项的批
复》，枣庄市王开传染病医院 （枣庄市肿瘤医院） 名称变更为
枣庄市肿瘤医院（枣庄市胸科医院），其他均不变。

二、根据滕州市区域道路名称规划，单位住址（暨通讯地
址） 名称由原“枣庄市滕州市文昌路21号”变更为“枣庄市
滕州市腾飞东路1795号”。

关于枣庄市王开传染病医院
更名为“枣庄市肿瘤医院
暨枣庄市胸科医院”的启事

枣庄市肿瘤医院暨枣庄市胸科医院
(原枣庄市王开传染病医院)，始建于
1946年，为枣庄市抗癌协会、枣庄市结
核病防治中心挂靠单位。

1946年之前为野战军医院；
1946年-1972年期间为山东省第二

疗养院；
1972 年移交地方，1994 年增挂枣

庄市肿瘤医院；
2004年更名为枣庄市王开传染病医

院暨枣庄市肿瘤医院；

2020年1月份更名为枣庄市肿瘤医
院暨枣庄市胸科医院。

医院是枣庄五区一市职工及居民医
疗保险定点医院、山东省医保省内异地
联网报销医院，是鲁南地区集呼吸、各
类肿瘤、胸科疾病、结核治疗为重点的
三级专科医院。

2015年被中国疾控中心结核病临床
防治中心、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胸科
医院命名为耐多药肺结核综合诊疗示范
基地；

2017 年 12 月成立郑州大学介入治
疗研究所枣庄治疗分中心介入病房，是
枣庄市职业学院教学医院、山东省感染
性疾病专科联盟单位；

2018年与山东省千佛山医院开展全
面合作；

2019年7月山东省肿瘤医院肿瘤规
范化诊疗基地正式挂牌。

医院拥有无痛气管和消化内镜检查
治疗中心、肿瘤微创综合治疗中心、MDT
多学科会诊中心、区域检验中心等四大中

心。设置肿瘤外科、肿瘤内科、介入医学
科、放疗科、胸外科、骨外科、泌尿外科、影
像科、康复医学科、检验科、病理科等20
多个临床医技科室。

时光流逝，前行不止。枣庄市肿瘤医
院始终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不断创
新，秉承“厚德、精湛、和谐、创新”的院训
精神，强基础、故根本、补短板、提质量，开
创了一条“技术与服务并行、医德与人才
并重、综合与专科并进”的发展之路，更好
地为广大人民群众身体健康保驾护航。

枣庄市肿瘤医院暨枣庄市胸科医院简介

2020 年 3 月 24 日 是 第 25 个

“世界防治结核病日”，今年的活动

主题是:“携手抗疫防痨、守护健

康呼吸”，主旨是贯彻落实党中央

“健康中国”行动和当前抗击新冠

肺炎的决策部署，号召和动员全社

会行动起来，深入开展防病宣传和

健康教育，消除新冠肺炎疫情、遏

制结核病流行，切实保护人民生命

安全和身体健康。

前 言

结核病是世界范围内严重危害人类身心健康
和生命的重要传染病之一，在世界范围流行最
广，患病高，死亡高。数千年来，人类与结核病
进行着不懈的斗争。

枣庄市肿瘤医院 （原枣庄市王开传染病医
院） 是枣庄市唯一一所治疗肺结核的专科医
院，枣庄市结核病防治中心挂靠在枣庄市肿瘤
医院。医院传承了独特的诊疗技术，被救治的
患者遍及鲁南、皖北、豫东、苏北乃至黑龙江
等地。

2019 年根据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为患
者提供更优质的诊疗服务，在全市范围建设和完
善三位一体新型结核病防治服务体系，其中市中
区、薛城区、峄城区、山亭区将结核病定点医院
设在枣庄市肿瘤医院，滕州市、台儿庄区为独立
结防所。三位一体新型结核病防治服务体系是

指：在卫生行政部门的统一协调下，疾病预防控
制机构（结核病防治机构）负责规划管理、结核
病定点医院负责诊断治疗、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负
责推介与随访管理的“三位一体”新型肺结核病
防治服务体系。

精诚团结的枣庄结防人不忘初心，默默奉
献，任劳任怨，正用激情、智慧践行使命，写下
不朽篇章。全国结核病流调现场有他们忙碌的身
影，乡村督导中有他们一丝不苟的工作表情，走
访病人现场中有他们温暖的话语声，学校百千万
志愿者培训现场也有他们的激情演讲，国家“十
二五”“十三五”重大专项耐药结核病研究项
目、初治涂阳肺结核患者超短程化疗项目等流下
了他们的辛勤汗水，正是无数这样的结防人不忘
初心，无私奉献，用坚定的信念，不忘初心的坚
持，铸就枣庄市结防事业的定海神针，延续着一

代代结防人不灭的传承。
斗转星移，时光飞逝，几代结防人栉风沐

雨，付出了辛勤和汗水，积淀了丰厚的文化底
蕴。我们始终坚持仁心、仁爱，为提高耐多药
患者的治疗依从性，我们创造性开展了“面具
下的互动”“心灵的晴空”等丰富多彩的团体心
理咨询活动；积极参加国家耐药课题项目，只
为给耐药患者争取更多的政策，减轻患者治疗
负担；本着方便群众就医，提升群众就医体
验，2019 年开展送医下乡活动，截至目前已开
展 40 场，筛查 2000 余人，发现疑似肺结核患
者 29 例，现场发放抗结核药品 100 余人次。
2020 年将继续推行送医下乡活动，更好地为人
民群众服务。

在抗击新冠肺炎的战场上，久经考验的结防
人，披挂上马，全副武装，杀向抗击新冠的战

场，他们有的远赴湖北驰援，有的奔赴济宁参与
集中救治，有的坚守一线本岗，还有的夜深人静
仍在消杀、流调、摸排、路口值守。但是他们根
在结防，情在结防，忙碌的过程依然记挂结核病
患者药物吃完了吗？该复查了吗？病情反复了
吗？这就是结防人，携手抗疫防痨，守护健康呼
吸。

人生路上，我们每个人在疾病面前都是脆弱
的，每个人在死亡面前都会恐惧，作为一名结防
工作者，能够守护生命，关爱生命，帮助患者燃
亮希望，战胜结核是我们的职业骄傲。结防工作
的不平凡见于平凡，平凡中，更显不凡。亲爱的
战友们，让我们在结防这条战线上继续坚守，继
续谱写“十四五”结防的新征程，继续贡献我们
的青春与热情，共同努力，为结防更加灿烂辉煌
的明天而奋斗！

第25个“世界防治结核病日”活动主题：

携手抗疫防痨 守护健康呼吸

张厚洋 主任医师
枣庄市结核病防治质量控制中心主任，山东省结核

病防治中心临床指导专家、山东省防痨协会危重分会副
主任委员。

从事结核病防治工作30多年，全面主持全市结核
病防治质量控制工作，是全市结核病防治系统业务督
导、质量控制、科研教学宣传、学校结核病防控和突发
公共卫生事件处置的主要成员。对各类结核病，特别是
耐多药结核病诊治具有丰富的临床经验。

张映仁 主任医师
枣庄市结核病防治知名专家，从事结核病及呼吸系

疾病的临床诊治、教学及科研三十余年。山东省结核病
临床诊治专家组治疗指导专家，中国防痨协会会员，山
东防痨协会结核内科专业委员会委员，枣庄市医学会呼
吸内科专业委员会委员。

擅长结核病及肺部疾病的鉴别诊断及治疗；对难治
性结核、重症结核病、支气管内膜结核、淋巴结结核、
结核性胸膜炎、结核性脑膜炎、盆腔结核及结核性腹膜
炎等具有丰富的理论知识和临床实践经验。

单蔚青 副主任医师
山东省防痨（结核病）协会会员；枣庄市结核病质

量控制中心成员。
从事结核病临床工作 30 余年，在各种类型结核病

（肺结核、气管结核、结核性胸膜炎、结核性脑膜炎、结核
性腹膜炎、肠结核、淋巴结结核等）的诊治方面积累了丰
富的临床经验。尤其在结核病并咯血、气胸，难治性肺结
核及糖尿病合并肺结核的诊断治疗方面有独到之处。同
时对呼吸系统常见的肺炎、气管炎、肺气肿、肺癌等疾病
的综合诊治及鉴别诊断具有丰富的临床经验。

李兆金 副主任医师
山东省医学会结核分会、山东省医院协会传染病专

业委员会委员；山东省中西医结合肝病专业委员会；山
东省中西医结合学与老年医学专业委员会委员；枣庄中
西医结合学会老年与骨质疏松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擅长结核病，呼吸系统疾病，肝病及传染类疾病等
方面疾病的诊治，特别对于结核合并肝炎，结核性胸膜
炎等疾病积累了较为丰富的治疗经验。

呼吸与危重内科成立于1950年，经过多年的不
断发展，已成为鲁南地区技术最强的胸科医院。目
前设置三个普通呼吸与危重病房、一个康复医学科、
一个呼吸重症监护病房与门诊急诊科。拥有主任医
师6名，副主任医师3名，主治医师12名，硕士研究
生 1 人。床位 188 张，学科力量雄厚，医疗设备先
进，担负着全市突发呼吸道传染病的救治任务。

50年代初期，主要在开展慢性支气管炎、肺
炎、肺气肿、肺心病、阻塞性肺病、哮喘、气胸的诊断
与规范性治疗、肺源性心脏病、呼吸衰竭以及各种胸
膜疾病、各种浆膜腔积液等疑难病症的诊断和治疗
等。随后，相继开展了肺间质疾病的诊断与鉴别，呼
吸系统危重症监护治疗，结核性胸膜炎、肺部真菌感
染、重症肺炎、肺部弥漫性疾病、间质性肺病、大咯血
及各种老年性肺部疾病、肺部肿瘤等呼吸系统疾病
的诊断、鉴别诊断及治疗等。近年来，又开展了先进
的深静脉及动脉置管技术、PICC导管穿刺术、胸膜
活检术、CT及B超引导下经皮肺穿术、支气管镜下
各种诊断和治疗，例如球囊扩张、气道支架置入、支
气管内肿瘤消除、大容量全肺灌洗术等，提高了临床
对疑难病的诊断及鉴别诊断能力等技术。

医院牵头成立了“枣庄市呼吸专科医联体”，涵
盖2个区级人民医院、12所乡镇卫生院等20家医疗
单位。逐步建立了呼吸专科人才培训体系、呼吸疑
难危急重症会诊、呼吸专科医师交流平台、学术论坛
等活动，完善了呼吸专科疾病分级诊疗制度。

呼吸与危重专业拥有一支团结向上、积极进
取、全心全意为患者服务的高水平、高素质的医疗
队伍，管理先进，病房为整体护理模式化病区，有
非常完善的护理质量管理体系，为病人提供全面的
优质护理服务。

呼吸与危重专业
胸外科成立于1960年10月，并成功进行了鲁

南地区第一例胸科手术，陆续以难治性肺结核肺叶
切除、胸改等手术为主不断发展扩大。90年代初
期开展以“支气管剔除术”治疗支气管扩张症，具
有不切肺最大保留肺功能的优点，“改良式胸膜剥
脱术”治疗包裹性脓胸，达到了国内领先水平。在
治疗结核性损毁肺、支气管胸膜瘘、支气管胸壁瘘
诸方面均取得了历史性突破，其后，相继开展了各
段食管癌手术、肺癌手术、隆突切除术、支气管袖
式切除术、肺动脉成形术、心包内肺动脉节扎术
等。随着肿瘤发病率提高，又开展了乳腺癌、甲状
腺癌、喉癌广泛切除术加颈部清扫术以及胃癌、大
小肠癌、部分肝癌、肾癌、膀胱癌切除加输尿管移
植术、全结肠癌切除与腹膜后肿瘤、卵巢癌、子宫
癌根治切除以及泌尿系统手术等，均取得预期治疗
效果。

目前，普外、泌尿外、妇科肿瘤和骨科专业也
得到发展壮大，能进行普外科手术以及胃大部及全
胃切除、卵巢囊肿切除、子宫次全切术、肾取石
术、胆囊切除加胆总后探查术、各类骨核的病灶清
除术、髋关节置换术、椎间盘脱突出剔除术、长管
骨内固定术、骨肿瘤切除术等。

胸外科现分为外一科、外二科、外三科和手术
室，技术力量雄厚，拥有主任医师4名、副主任医
师4名、主治医师7余名，床位128张。先进的手
术模式更要有过硬的护理团队，成功的手术离不开
先进的围术期护理，外科护理团队逐渐形成了一套
快速康复的护理模式，配合先进的治疗设备大大降
低了术后感染、压疮及深静脉血栓的发生几率，病
人术后胃肠道功能的恢复及早期进食时间均较同类
手术外院病人明显提前。

胸外专业
1994年9月26日，枣庄市肿瘤医院正式挂牌成立。同时，成立枣庄市

抗癌协会。自此，医院为“一个机构，两块牌子”，肿瘤专业的发展随即跨
入了一个新的起点，肿瘤诊治水平得到快速提升。

1964年外科开展了第一例肺部肿瘤切除术，随后外科治疗肿瘤的病种
范围不断扩展，80年代中期相继开展了对各种恶性肿瘤的内科化疗。

1992年肿瘤科成立，逐步对乳腺癌、大肠癌、卵巢癌和软组织肉瘤等
开展诊治，在术后配合内科治疗方面也取得很大进展。

1994年成立放疗科，配置了钴60放射治疗机，深X线机、模拟定位机
及放射辅助设备，开展了肿瘤的放射治疗。

2001年利用C型臂开展介入肿瘤的放射治疗。
2002年8月设立放疗病房，引进直线加速器，配X—刀，放射治疗作为

根治疗法在一些肿瘤治疗中获得满意效果，如皮肤癌、鼻咽癌、头颈部肿
瘤、乳腺癌、宫颈癌等。

2013年成立肿瘤微创治疗中心，在保持手术、放疗、化疗三大传统手
段治疗肿瘤基础上，在全市率先引进了肿瘤介入治疗、热化疗、冷极射频治
疗、恶性胸腹水体腔热灌注治疗、伽马刀治疗、中西医结合毫米波治疗、体
外高频热疗等精准化微创治疗、绿色治疗新理念、新技术。

2014年开展肿瘤碘-125粒子植入术，包括CT和超声引导下、术中直
视下粒子植入，至今已成功治疗500多例患者。

2017年与郑州大学介入研究所合作成立枣庄分中心微创介入病房，并
推行癌痛规范化示范病房创建活动。

肿瘤专业是枣庄市肿瘤医院重点发展学科，专业涵盖肿瘤化疗、放疗、
手术治疗、免疫治疗、胸腔镜、介入等多个专业，治疗范围以胸部肿瘤为主
导，包括全身各器官良恶性肿瘤的早期诊断与治疗，并开展肿瘤的多学科会
诊业务。

肿瘤科拥有全市一流的肿瘤诊治专家团队，技术力量雄厚，仪器设备先
进，住院环境舒适，为鲁南地区肿瘤患者建立了一个肿瘤诊断与治疗的一站
式服务窗口。肿瘤专业现分为放疗科、化疗科、介入病房及微创综合治疗中
心，共有120张床位，医学博士后1人，主任医师3人，副主任医师4人，
硕士研究所生1人，主治医师8人，住院环境舒适，护理服务优越，打造了

“医德好、质量好、服务好、群众满意”的特色肿瘤科室品牌。

肿瘤专业
1954年1月，山东省人民政府批示：“原滕县疗养院专收

肺结核病员，定名为山东省济宁专区第一干部疗养院”，业务
直属省卫生厅领导，编制床位300张，负责收治济宁、泰安、德
州、枣庄及省直机关的结核病人，并担负济宁和枣庄市的防痨
任务，开始了结核病的预防、诊断、治疗工作。

1958年6月，山东省人民政府将“山东省王开疗养院”更
名为“山东省王开结核病防治所”。

1972年12月，更名为“山东省济宁地区结核病防治院”。
1979年1月，滕州划归枣庄市，医院再次更名为“枣庄市

王开结核病防治院”。
1992年12月枣庄市结核病防治中心挂牌成立。
2003年12月，更名为“枣庄市王开传染病医院”。
2014年，结核专业被列入枣庄市级重点学科。
由疗养院到结核病防治院，是医院发展史上一次质的飞

跃。经过七十多年的发展，培养和造就了一大批学有专长的
结核病诊治专家，在结核病诊断与治疗方面积累了丰富的临
床经验，在省内外同行中有较高的知名度，医院的影响力通过
鲁南，已经辐射到苏北、皖北、豫东、湖北、东北三省乃至新疆
等地区。

近年来，医院先后实施了全球基金耐多药结核病项目、
“十二五”“十三五”耐多药肺结核治疗方案的研究等重大课
题。2015年8月份启动了全省第一家耐多药结核病隔离治
疗病房，列入全省耐多药结核病隔离治疗试点项目。同时，被
中国疾控中心结核病防治临床中心、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
胸科医院命名为耐多药结核病治疗示范基地。

结核专业现设有四个科室，180张床位，主任医师2人，
副主任医师4人，主治医师8人。拥有国家标准的普通隔离
治疗病房以及独立的耐多药隔离治疗病房，拥有结核菌快速
诊断技术。优美舒适的医疗环境、先进高端的医疗设备、精益
求精的医疗技术、仁慈爱心的服务精神，打造了专家同行认
可、患者满意的结核名医、名科、名院。

结核专业

特色专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