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壮丽 年 奋斗新时代

踏平坎踏平坎坷成大道 岁月如歌新征程
——鹤壁市人民医院创新跨越发展纪实

10月21日，这是2019年深秋一个普通的日子。
83岁的鹤壁市人民医院老专家周彦芳像平常一样坐在诊室里，耳挂听诊器，微微俯下身体，耐心地询问着患儿的

病情。身边围满了患儿和焦急的家长，她镇定自若、耐心细致，井然有序地忙碌着。
阳光从她身后的窗户照在她花白的头发上，老人的脸在光影下显得更加慈祥平和、精神矍铄。

“周奶奶再见！”伴随着一声声童真稚嫩的道别声，带走的是焦急和病痛，留下的是感谢和信任。
这平常而温馨的场面，在医院62年历史长河中以及周大夫57年的职业生涯里，不过短暂一瞬，但却见证了一代

代鹤医人踏歌前行中的风雨兼程，薪火相传……

医院为环卫工人免费体检

鸟瞰鹤壁市人民医院

“情暖中秋”后勤保障支部党员志愿者看望留守儿童

医务工作者走进校园，开展急救知识普及。

鹤壁市人民医院三级甲等医院揭牌仪式举行

组织志愿者服务队到社区为居民提供义诊及咨询服务

医院领导慰问离退休员工

医院引入空中救援，为广大市民提供全方位立体式救援服务。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谷武民 通讯员 巩桂红 文图

初心出发
山沟燃起“希望星火”，
砥砺奋进“大跨越”

寒来暑往，岁月如歌。历史
将铭记这一特殊时刻——

1957年10月，在鹤壁市一个
偏僻的小山村——孙圣沟，鹤壁
市人民医院正式成立，当时仅有
床位20张、医务人员56人；1969
年移址山城区；1995年在淇滨区
建立分院；2012年，鹤壁市一院、
二院重组为鹤壁市人民医院。

人间正道是沧桑，付出和汗
水将鹤医人征途洒满，回报和喜
悦在鹤医人心头绽放。

“62年来，医院始终把发展作
为第一要务，从建院时的编制床
位20张、职工56人，仅能诊治一
般常见病、多发病，逐步发展成为
今天开放床位 1600 多张，规模
大、学科全、医疗设备先进、技术
力量雄厚的三级甲等综合医院。”
抚今追昔，鹤壁市人民医院党委
书记侯瑞芳感触颇深。

如今，医院占地10.7万㎡，业
务用房15.8万㎡，医院设有临床

医技科室67个，病区38个。拥有
德国西门子炫速双源CT、3.0T核
磁共振系统、德国西门子Artis
Q ceiling血管造影机、美国火山
807400-001血管内超声仪、北京
天智航GD 2000骨科机器人以
及其它国内较为先进的医学检查
治疗设备共2000余台。

医院是国家住院医师规范化
培训基地；国家妇科内镜与微创
专业技术培训基地；是河南省博
士后创新实践基地；是北京中日
友好医院、上海十院、郑大一附
院、河南省肿瘤医院等单位的协

作医院，是郑大一附院网络会诊
分中心……

尤其是能容纳1200多张床
位、环境设施一流的17层主病房
大楼拔地而起，一院三址两中心
的总体布局跃然形成，医院面貌
焕然一新、整体水平上了一个新
台阶，优质、安全、便捷的服务正
吸引越来越多的患者前来就医。

记者来到主病房大楼登高俯
瞰，沐浴在暖阳中的总院区，安静
整洁；于秋风中静听岁月之河，在
细细的流光中长吟短唱，继而焕
发出奋进新时代、开启新征程的

磅礴力量。
每一个传奇背后，都隐藏着

坚守和执着。
特别是2012年整合组建以

来，该院始终坚持以病人为中心、
以临床为重心、以职工为核心的

“三心”理念，秉承“厚德、精医、创
新、致远”医院精神，以建设‘鹤壁
优秀、百姓满意的三级甲等中原
名院’为目标，抓整合、聚人心，抓
人才、建学科，抓管理、强内涵，抓
服务、树形象，抓项目，促发展，各
种荣誉、奖励纷至沓来。

医院先后荣获了“河南省群
众满意医院”“河南省亮出形象
正党风、医德建设争先锋先进单
位”“河南省流感监测哨点医院
先进单位”“河南省药政工作先
进集体”“河南省住院医师培训
工作先进单位”“河南省节水型
医院建设先进单位”“河南省首
批健康促进示范医院”“河南省先
进红十字志愿服务队”“鹤壁市疾
病控制工作先进集体”等100多
项殊荣，其发展成绩受到国家、
省、市主管部门的充分肯定。

红心引领
政治筑牢“压舱石”
同频共振“主旋律”

党建业务两手抓，政治引领
固定力。这是精神的厚植，更是
信仰的传承。

党建阵地建设是完善基层党
组织建设保障体系的重要着力
点。

该市人民医院党委在加强自
身建设的同时，注重因地制宜抓
好党的阵地建设，把加强党员阵
地建设作为党建工作的重要载
体，建设“党员之家”、打造文化长
廊，通过创特色、建亮点、挖潜力，
拓展了基层党支部和党员教育活
动的广度和深度，有力巩固提升
了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

一名党员一面旗，一个支部
一盏灯。

鹤壁市人民医院党委大胆创
新党的基层组织设置模式，进行

“嵌入式党建”的探索和实践，以
党建引领医院发展，服务医院中
心工作，促使业务工作与党建工
作“同频共振”，奏响高质量发展
的最强音。

将党组织建立嵌入医院业务
科室，创新党组织设置模式。以

“一个支部一面旗，党的宗旨进科
室”为思路，打造新的特色功能型
党支部，做到党员专业、党员特长
与党支部设置相统一，极大地调
动全院党员的积极性。

将党员教育管理嵌入医护人
员日常管理，提高党建管理水
平。加强党员学习培训，规范支
部档案管理、党员组织发展管理、
党员信息化管理、党建活动阵地
管理，建设“党建廉政文化长廊”

“党员活动之家”，营造浓厚党建
氛围，凝聚基层党组织的向心力。

将党员活动开展嵌入医务职
能作用发挥，丰富党建活动载

体。开展党建微故事演讲比赛、
党章及监察法现场知识竞赛、“党
的十九大精神学习月”“党章学习
月”“亮出形象正党风医德建设争
先锋”“做志愿表率、为党旗增辉”
党员志愿服务等丰富多彩的活
动，加强党建宣传，传播正能量。

党建制度落实嵌入全年综合
考核，推进各项机制落实。制定
完善各项党内规章制度，严格落
实“三会一课”“主题党日”制度，
落实党委中心组学习制度，开展
年度院班子民主生活会、基层党
支部组织生活会及民主评议党员
工作。

将党风廉政建设嵌入医院现
代管理，推进权力规范运行。落
实全面从严治党党委主体责任，
制定全面从严治党党委主体责任
清单及纪委监督责任清单，与各
党支部签订全面从严治党目标责
任书，强化督导考核。

将党员队伍作风建设嵌入医
院行风建设，推进医疗服务质量
提升。健全廉政风险防范机制，
建立廉政约谈提醒制度，坚定不
移纠正“四风”，持续开展落实主
体责任纠正损害群众利益突出问
题专项治理，强化警示教育，持之
以恒正风肃纪。

“通过‘嵌入式’党建的探索
和实践，实现了基层党建由粗放
化向精细化转变，医院发展由推
进式向跨越式转变，医院党建工
作逐渐步入规范化、特色化轨道，
显现出激发干事热情、凝聚强大
合力的勃勃生机，为医院健康持
续发展提供良好的政治和组织保
证。”鹤壁市人民医院党办主任巩
桂红说。

雄心勃发
壮志不已勇“亮剑”，
一朝终圆“三甲梦”

行者方致远，奋斗路正长。
时代变迁娓娓诉说着一座城

市日新月异的发展，变革进取欣
然阅读着一所半个多世纪老院神
来之笔谱就的传奇乐章。

2012年，鹤壁市人民医院领
导班子审时度势、高瞻远瞩提出
一项重要决策——创建“三级甲
等综合医院”。

任务艰巨，使命光荣，院领导
及全体职工高度重视，全院上下
全力以赴、克难攻坚，2018年8月
17日圆满完成了三甲创建工作任
务，取得了阶段性胜利。

“三甲”创建工作于2013年4
月正式启动，正是医院合并之初，
医院底子薄、各专业服务能力参
差不齐、医疗技术差距大、人心躁
动，对创建三甲医院部分员工并
不看好，消极、怀疑缺乏信心，甚
至认为决策失误。医院领导目标
明确，经过充分讨论结合医院现
实情况，科学做出三甲创建整体
规划，按照宣传发动自查自评、实
施整改、预评审、再整改冲刺、迎
接评审五个阶段稳步推进。

历经磨砺，风雨洗礼。鹤医

人以抓铁有痕、踏石留印的实干
精神，缪力同心、和衷共济，圆满
完成了三甲创建工作任务，改写
了鹤壁市没有三甲医院的历史，
在鹤医发展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
的一笔。

“新起点、新时代、新征程”百
米长卷“三甲赋”呈现了鹤医人创
建三甲医院的历程，百人签名再
次昭示着鹤医人三甲创建的决心
和信心。

2018年 9月 25日医院举行
隆重的“三级甲等综合医院”挂牌
仪式及总结表彰大会，对13个先
进科室 107 位先进个人进行表
彰。“三甲”创建成功，树立了医院
发展史上新的里程碑，开创了医
院跨越发展的新时代。

一张张恍如隔世的照片、一
段段刻骨铭心的回忆，一组组令
人惊叹的数据、一声声真挚动人
的祝福，承载着创建中他们呕心
沥血的历程，记录了鹤医人不屈
不挠、敢于搏击的奇迹。

唯改革者进，唯创新者强，唯
改革创新者胜。

“创建三甲医院是我们努力
奋斗的目标，但不是唯一的目的，
三甲创建注重的是创建的过程，
医院发展提高没有终点。三甲医
院创建成功，标志着医院发展迈
上了新的历史阶段，医院发展进
入了新起点，开启了新征程，也赋
予了医院新的使命和担当。”侯瑞
芳这样袒露心声。

仁心彰显
大医精诚写“春秋”
生命健康“保护神”

时光掠影中，总有一些温暖
充溢于胸，回眸时刻，又总会有让
人泪流满面的感动。

大医精诚铸医魂，大爱无声
济苍生。

饥饿困顿时，他们是爱护幼
子的妈妈；行动不便时，他们是俯
身照顾的大哥大姐；疾病困厄时，
他们是主动上前扶危解难的爱心
天使。

“阳光在说，月光在说，救死
扶伤是天使的本色；春风在说，秋
露在说，荣誉赞许是无言的鞭策
……啊，人民医院为人民，要叫百
姓信得过！啊，平民医院有特色，
要叫百姓信得过！”这首鹤壁市人
民医院院歌《要叫百姓信得过》，
字字句句都镌刻着医者的初心。

一段音符，忆往昔岁月峥嵘；
一份情怀，写满忠诚和担当；一种
精神，让鹤医的强大团队永远充
满力量。

药王孙思邈早在一千多年前
就给出了标准答案——大医精
诚。“大”于高尚的医德，“精”于高
超的医术，“诚”于贴心的服务，

“医”于普世的患者。
62年来，鹤壁市人民医院始

终践行“打造百姓信得过的医院”
的承诺，坚持“以病人为中心”的
服务理念，用精湛的治病之术、精
诚的仁爱之心为患者消除病痛。

沧海横流有砥柱，万山磅礴
看主峰。

为构建“基层首诊、双向转
诊、急慢分治、上下联动”的分级
诊疗模式，推动优质医疗资源向
基层下沉，让群众就近享受优质
医疗服务，鹤壁市人民医院在鹤
壁市卫健委的指导下，主动引领，
联合市中医院、市妇幼保健院、市
第三人民医院等28家医疗单位共
同组建了“医联体”，向基层医院
提供技术支持、人员培训和管理
指导。

忽如一夜春风来，满树梨花
皆芬芳。

2018年年初，鹤壁市人民医
院山城院区与山城区政府合作共
建山城区人民医院，并与该区五家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两家卫生院共
建山城医疗集团，积极推进紧密型
医联体建设，通过专家资源“下
沉”，让广大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
受到三级甲等医院的诊疗服务。

侯瑞芳告诉记者：“‘医联体’
的成立，标志着各成员单位从对
口帮扶转向技术协作，进入一个
崭新的互助发展阶段。作为牵头
单位，鹤壁市人民医院将利用现
有医疗资源，全力支持‘医联体’
发展，并以此次合作为契机，不断
深化分级诊疗，在资源共享、技术
培训、科研攻关等多个方面深入
合作，为广大鹤壁群众提供更好
的医疗服务。”

学科引领增活力。
学科建设是医院持续发展的

基础和驱动力，亦是医院的核心
竞争力。鹤壁市人民医院始终坚
持“科技兴院”方向，高度重视学
科建设和科研教学工作。

近年来，该院的心血管病学、
神经外科学、骨外科学、妇科学、
中医脑病科5个学科被确定为省
级重点（培育）学科；呼吸内科、普
外科、儿科等20个学科被评为鹤
壁市临床重点专科，中医科被评
为鹤壁市中医重点专科；5个科研
项目获评省重点科技攻关项目，4
个项目获评省医学科技攻关项
目，47个项目获得省市科技进步
奖，全院医务人员发表学术论文
超800篇。

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
鹤壁市人民医院还不断深化

对外合作，加强与医学高等院校
及上级医院的交流，现已成为河
南大学非直属附属医院，河南科
技大学、新乡医学院教学医院，北
京中日友好医院、上海第十人民
医院、上海东方肝胆病外科医院、
郑大一附院、郑大二附院、河南省
人民医院的协作医院，全力为百
姓打造家门口的高水平医院，让
患者不出市就能看名医。

踏浪碧海豪情在，又见东风
卷潮来。

承载着全市人民的热切期
待，担负着守护生命健康的神圣使
命，面对区域竞争日趋激烈，发展
任务愈益繁重的新环境，居安思
变、变中奋起的鹤医人不懈怠、争
朝夕，在充满挑战和机遇的新征程
上将继续步履铿锵、破浪前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