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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建光

如同美酒的醇香醉人一般，有一种
文明亦是美的令人心醉。如同足尖上
极致之美的芭蕾艺术，作为迄今为止发
现的经过考证为最古老的酒器，仰韶彩
陶器用自己独有的艺术特色呈现了史
前文化明珠般的光环所在。在探秘仰
韶文化的标志性器皿——小口尖底瓶
的过程中，其静态与动态的协调融合，
使古老文明的灵动之美跃然入目，焕发
勃勃生机。

探秘足尖：支点上的跳跃音
符——小口尖底瓶

艺术来源于生活，从新石器时代开
始亦是如此。通过各个类型的器皿可
以看出，原始彩陶造型的基本特征为圆
形器，在自然界里，原始人类进行日常
生活活动所接触到的各种物体的形态
都是以圆形为主，如太阳、月亮、果实
等，原始人类在进行最初的创造活动
时，自然会模拟思想中印象较深的事
物。仰韶文化特有的标志性器皿——
小口尖底瓶是圆形的变体，它小口、短
颈、鼓腹、尖底，两侧有耳，左右对称。
外表轮廓呈流线型，线条简洁流畅，起
伏自如。

从审美的角度看，小底大腹如同身
着舞裙用脚尖站立的芭蕾舞女演员，一
袭舞衣、立起足尖，优美高雅，视觉上尽
显流畅、挺拔，给人以饱满的美感。在
触觉上，圆弧形器皿，温和、圆润有安全
感，可见，小口尖底瓶各组成元素的浑
然一体，其一线一面无不体现着形式的
设计之美。可以毫不吝啬的说，仰韶陶
器是中国彩陶艺术的第一座高峰。

在尖底所撑起的支点之上，彩陶柔
美的身姿在梦幻般的历史舞台上自如
旋转，灵动的尖底立起“足尖”翩翩起舞
般，穿越历史长河，给人以超凡脱俗的
享受，这是芭蕾舞的魅力、更是仰韶彩
陶的魅力：轻盈、舒缓、优雅、厚重。

孕育于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芭
蕾舞，在近四百年的持久历史过程中，
至今已成为在全世界各个角落都全力
成长的一种艺术形式，一位舞者一年至
少要磨破25双舞鞋，20年的时间内，要

生生磨破至少500双鞋方能练成“真天
鹅”！艺术的审美是共通的，早在7000
年前新石器时代中华文明的文化标志，
在几千年的历史传承中，体现出的是远
古先民们一种不自觉的艺术行为，是人
类物质文化跨越野蛮走向文明的里程
碑，她深刻领悟到工艺与美感是何等的
和谐，正如小口尖底瓶，现在人们仍然
被她的美所打动，这正是经典的魅力！

细赏舞裙：陶瓶上的曼妙舞
姿——仰韶黑彩纹

相信很多细心的爱酒人士都留意
到这样一种现象：每个彩陶坊的小口尖
底瓶上都有黑彩的纹饰与红陶交相辉
映，如同芭蕾舞者轻扬的舞裙尽溢华
美，各路花纹若蕾丝点缀般，为古老的
文化增添着来自远古的时尚感。水波
纹、旋转纹、圈纹、锯齿纹、网纹、太阳
纹、月亮纹……以及五个手牵手的小人
儿等图案，其中的牵手小人儿独具个
性，却又让人好奇。这陶瓶上的曼妙舞
姿，其来源在何？

《毛诗序》中“情动于中而形于言，
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
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
蹈之也”，道出了古人对歌舞之由来的
理解。事实上，比起抒情咏志，原始乐
舞最初的产生，更多的可能还应是与生
产生计有关，并逐渐形成原始的仪式性
活动。

除了民族学资料外，陶埙、陶鼓、骨
笛、石磬等史前乐器遗存的发现，为研
究原始音乐提供了必要的实物资料。
但舞蹈属于“非遗（非物质文化遗产）”，
很难通过物质实体保存并体现，这就显
得仰韶文化遗址出土的“舞蹈纹”彩陶
盆格外重要了。

出土于 1973 年著名的“舞蹈纹”
盆，其器形较大，敛口，唇向外卷，上腹
部微鼓，下腹部内收呈小平底，唇面饰
有三组图案，由勾叶、圆点及弧边三角
组成，各组之间填以斜平行线纹。上腹
外壁饰有三线扭结纹，上腹内壁饰有三
组以五人为一组的手拉手舞蹈纹，各组
图案两侧为多道竖线纹，组间以斜线相
连。画面中，五个人的形象是相同的：
椭圆形头部，右侧下垂一发辫状物，枣

核形身躯，双手伸向两侧，分别与相邻
的人牵连，双腿微微分开，下体左侧斜
出一尾状物。

学界对于将其解释为表现舞蹈场
景的意见已达成共识，不外乎作为文化

活动的娱乐性舞蹈，或作为巫术活动的
祈愿性舞蹈。但对于斜出的“尾状物”
却有着不同的见解，不外乎是古代先民
对生殖的崇拜亦或理解为人们着盛装
而起舞，是其服饰的某一部分。

不管如何，这件舞蹈彩陶盆给我们
展示了一幅唯美的画面，一个欢乐舞蹈
的场景。在原始艺术神秘而又极具魅
力的领域中，彩陶艺术闪耀着夺目的光
彩。其简洁流畅的造型、多姿多彩的纹
样，向人们传递着原始陶艺工匠们赞美
生命、追求美感的炽热情感。我们今天
的舞者——小口尖底瓶，在旋转跳跃
中，带着行云流水之感，将7000年的距
离拉近，使彩陶文化在硬邦邦的陶中融
入了轻松活泼、平和亲切；在旋转跳跃
中，面对这些7000年前的历史遗存，一
件件黑彩纹舞裙带我们领略了历史中
讲述的原始氏族社会的情景：男人耕
作、狩猎、捕鱼，女人从事家务、采集，没
有剥削，没有奴役，一幅平等和谐的社
会景象。

作为新石器时代制陶工艺中最为
成功的装饰手法，彩绘装饰比较集中地
反映了中国原始时期陶器艺术所达到
的辉煌成就。仰韶的彩陶器，以静态美
为基调，呈现的是一种和谐、质朴的美，
在静态的陶器造型中，纹饰中彰显了形
态自身的扩张和凝聚、空间的韵律和文
化的变迁，这是一种动态生命力的表
现。不论7000年前不自觉的远古艺术
呈现，还是 7000 年后，以弘扬民族精
神、传承酿酒匠心为己任的仰韶酒业，
红陶黑彩中透露的不仅是明朗、热烈、
奔放的古文明，也有扛起弘扬仰韶文化
大旗，将7000年的彩陶与7000年的酿
酒完美融合，独创彩陶坊的仰韶工匠对
文化传承的用心和对生活的热爱，每瓶
彩陶坊瓶身上诸多的仰韶文化元素，每
个纹路都是在向远古的智慧致敬，每个
线条都在演示时代的传承。品味仰韶，
寻味中国！

撩动味蕾：舌尖上的优雅舞
者——中华陶融香

7000 年前，仰韶的先民学会了制
陶，他们制作出精美的陶器用于盛放物
品，陶中有酒，有一个时代遥远而灿烂
的记忆，陶器承载下来的是仰韶文化。
7000年后，由仰韶人创新生产工艺而
酿制的彩陶坊酒问世，瓶体以仰韶文化
遗址出土的典型彩陶器为外形，并按照
古法制陶工艺精心烧制而成。产品一

经推出，即风靡中原。
从被国家权威白酒专家组评定为

中国白酒的第13种香型——中华陶融
香，到出彩外交部河南全球推介会、中
国国际投洽会，再到连续五年当选黄帝
故里拜祖大典供奉用酒，作为仰韶酒业
的主打产品，彩陶坊是仰韶在传统香型
白酒的基础上进行技术创新的杰作，其
融合了浓香、清香、酱香和芝麻香，并将
九粮工艺以及“陶泥发酵、陶甑蒸馏、陶
坛存储、陶瓶盛装”四陶工艺融入其中，
具有“醹、雅、融”的独特风格。

同时，彩陶坊又依托最能代表中原
人文精神的仰韶文化，在品牌传播中将
愿景浓缩进滴滴美酒中，以“天时地利
人和”为产品背书，传递出“天地人和”
的美好诉求。

河南省酒业协会会长熊玉亮曾对
仰韶彩陶坊做出过高度评价：“仰韶彩
陶坊酒改变了河南中高档白酒的市场
局面，促进了河南白酒行业的技术革
新，为豫酒的振兴和繁荣作出了积极贡
献，也推动了中国酒类行业的发展，彰
显了豫酒新风格，树立了行业新标杆。”

无独有偶，通过品质营销与口碑传
播，彩陶坊引来了世界级酿酒大师、著
名的白酒专家季克良、中国酒业协会秘
书长宋书玉、中国酒类流通协会会长王
新国、中国酒业协会副理事长刘秀华等
大咖的青睐，更有省内外百余位媒体记
者为其代言，掀起“百家媒体看仰韶”的
文化探秘。

从2009年仰韶彩陶坊酒投入市场
至今，口碑一路攀升，酒质、彩陶瓶型以
及背后倡导的仰韶文化，都被消费者所
喜爱，业已成为河南市场中高端白酒标
杆产品。

到河南，喝陶香。因为，陶香是豫
酒名片的代表，是每年河南近千场中高
端活动的唯一指定白酒，是流动于中原
万千消费者舌尖的优雅舞者。从足尖
到舌尖，味蕾上每一次地旋转、跳跃，都
能成功地勾住众多品尝者的心，这正是
陶香的魅力，仿佛舞台上的少女正怀揣
梦想，一心想要飞上蓝天，一心想要把
最美的姿态淋漓尽致地挥洒在中国白
酒业发展的舞台上。

（作者系河南仰韶酒业有限公司党
委书记、董事长）

磨破500双鞋才成真天鹅，历经7000年之久焕发新生机

探秘来自远古文明的极致魅力——仰韶彩陶小口尖底瓶

【核心提示】

他是一名医生，从医35年，获
得多项荣誉。

他是一名医学博士，曾远赴丹
麦学习，学习期满后，他毅然回到
了祖国，回到了家乡。

他是一名院长，在“发展、质
量、规范、民生”办院理念的感召
下，踏踏实实干工作，使医院的发
展年年创新高。

他是一位崇尚实干的人，谋事
实，创业实，做人实，工作中他狠抓
落实，重视提高执行力。

宁愿架上药生尘，但愿天下人
无病。让老百姓花较少的钱，享受
到最好的服务是他毕生的追求。
他厚德精术、执医为民，立志打造
一所让老百姓放心和满意的医院。

他就是，新乡医学院第三附属
医院院长翁孝刚。

□本报记者 李淑丽
本报通讯员 陈燕 李振华

新乡医学院第三附属医院（以下
简称新医三附院）始建于 1983 年，占
地 12 万平方米，医疗用房 10 万平方
米，开设床位 1200张，规划床位 2000
张，医院现有在职职工 1600余名，卫
生专业技术人员1300余名，其中高级
职称人员 200余名，博士、硕士学位人
员 400余名，是一所集医疗、教学、科
研、预防、康复于一体的省直属三级综
合性大学附属医院。

2016 年年初，在新医改形势下，
随着分级诊疗政策的实施，作为一所
位于地级市的省直三级综合性大学附
属医院，如何更好地服务病人、留住病
人成为摆在新医三附院院长翁孝刚面
前的一项新课题。有着 35年临床一
线工作经历的翁孝刚知道，从哪些方

面着手既可以增进医患感情也可以为
医院再发展注入新的可持续发展因
子，为此，医院在多次召开了以医、教、
研三大主体部门主要负责人共同参与
的专题会之后，决定以“规范”和“特
色”为切入点，办一所名副其实的大学
附属三级综合医院，成为老百姓心中
的健康守护领地。

因发展方向明确，医院连续 6 年
荣获“全国百姓放心示范医院”，相继
荣获“全国爱婴医院”“全省卫生计生
系统安全生产先进单位”“省中原健康
先锋岗”“省卫生计生行业三八红旗集
体”“省财会与资产管理先进单位”“省
药政工作先进单位”“省宣传思想工作
先进单位”“省模范职工之家”“河南省
健康促进医院”“河南省订单定向医学
生培养工作先进单位”“河南省 2017
年度资产管理工作先进单位”“河南省
2017 年度卫生科技工作先进单位”

“河南省 2017年度法制建设工作先进
单位”“河南省 2017年度安全生产消
防工作先进单位”“河南省卫生计生宣
传工作先进集体”“新乡市文明单位”
等荣誉称号。

翁孝刚也获得了全国百姓放心医
院优秀管理者、河南省临床特色专科
（重点培育学科）内分泌学科带头人、
河南省教育厅学术与技术带头人、河
南省教育系统优秀教师、河南省卫生
科技创新工程中青年科技创新人才和
学科领军人物、新乡市五一劳动奖章、
新乡市十佳职工、新乡市创文工作先
进工作者等荣誉。

此时，翁孝刚实现了从临床执业
医生到管理者的华丽转身。

育人才 激活医患关系“一池春水”

随着人们对健康服务需求的日益
提高，人们对现代化综合医疗的需求
会越来越强烈，如何实现这一标准呢？

翁孝刚说，现代化综合性三级甲等
医院的标准，就是在人才建设上要做到

“高精尖”；在学科发展上要不断创新；

在设备配置上要实现“高精准”；在就医
环境上要达到让患者安心舒心。

在人才梯队建设上。新医三附
院通过引人才、请进来、送出去人才
梯队建设模式，不断提高医疗人员的
综合素养和能力，使人才队伍建设得
以加强。引人才，利用医院的影响力
吸引人才来院工作。目前，共招收引
进各级各类专业技术人员近 400人，
其中，博士、硕士研究生高学历人才
近 200人。请进来，邀请国内外一大
批专家学者来院开展医院管理学术
讲座，同时还聘请一大批德高望重、
技艺精湛的老专家到院坐诊。接受
医院返聘的老专家们以对医学事业
的追求和对新医三附院的热爱，在医
疗岗位上默默耕耘和奉献，让医院职
工和就医群众倍感欣慰。送出去，选
派专业人员赴德国、美国、加拿大、新
加坡等国际领先的医疗机构学习培
训，同时，该院与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建立全方位的战略合作关系，选送人
才定期培训学习。

在学科发展上，新医三附院肿瘤
病理学、妇科学、眼科学、内分泌学、口

腔解剖生理学获批成为河南省医学重
点（培育）学科，其中眼科学还获批成
为新乡医学院“高原”学科。同时，医
院还获批挂牌成立了新乡市创伤医学
中心，筹建了创伤与骨科研究所以及
药物临床试验机构等。

在设备更新上，新医三附院新购
置 3.0T 磁共振、CT、DSA 等大型设
备，为疾病的精准诊断提供了方便。

在就医环境上，随着新病房楼、门
诊楼、口腔医学楼的相继交付使用，宽
敞明亮的就医环境使患者倍感温馨。

为早日实现人人享有基本医疗
卫生服务的目标，医院积极贯彻国家
医改政策、履行社会职能，让优质医
疗资源下沉，建立紧密型“医联体”，
目前，医联体合作单位近 100 家，其
中与延津县政府签约托管延津县中
医院，并与新乡市红旗区医院、新乡
县人民医院等 50余家医联体合作单
位签订了双向转诊协议；积极推进华
西远程会诊、心电图网络等系统平台
的搭建；进一步拓宽对外合作领域，
与新乡市戒毒所、看守所签订合作协
议，开辟转诊绿色通道，充分发挥公

立医院的公益性，彰显了该院以人为
本的大爱情怀。

提技能 架起医患和谐“连心桥”

为群众看好病、切实解决群众的
身体疾患和满足群众的健康需求，是
医院健康发展的生命线。因此，确保
医疗质量和安全显得尤为重要。

为提高医疗质量和安全，新医三
附院采取质控和绩效改革双轮驱动
措施，以质控促进规范化管理、以绩
效改革调动职工的积极性。医院对
照《三级综合医院评审标准实施细
则》条款，对质控管理方案逐步进行
修改完善，完成《医院工作制度职责
汇编》的印发工作，对质控管理方案
进行修改完善，突出对质量与安全
实施缺陷定额管理，实现了从缺陷
管 理 到 质 量 与 安 全 目 标 管 理 的 转
变，逐步建立、健全了三级质控体
系，明确了各级质控人员职责，充分
发挥了三级质控对医疗质量管理的
有益作用。目前，医院医疗质量持续
改进，重要的诊疗服务指标不断提
高。其中临床路径开展病种数增加
至 210 种 ，三 四 级 手 术 比 例 增 至
61.9%，药占比、基占比、材占比等均
有明显改善。

新医三附院每天开展医疗、护理、
行政、后勤查房查岗工作，有关质量、
安全与服务的基础性、日常性工作更
加规范，每日的晨会交班让问题在第
一时间内得以解决，为减少安全隐患
打下基础，成效显著。

自开展质控绩效改革以来，医院
门急诊人次同比增加 33.92%，住院患
者手术人次同比增长 20.82%，进入临
床路径患者人数同比增加 2倍，甲级
病历率上升至 96.41%，院内感染发病
率及 1类手术切口感染率远低于控制
标准。

搭平台 打造医患和谐“名医”

名院造就名医，名医妙手回春。

深知此理的翁孝刚，想方设法为
新医三附院的优秀人才提供机会，搭
建平台，在他的鼓励和影响下，为医学
事业作出突出贡献的新医三附院眼科
专家余戎教授、杨尊之教授荣获“河南
省首届眼科金鼎奖”；妇产医学专家申
素芳教授获得“2015年首批河南省政
府特殊津贴”；普外科主任医师李韶山
荣获“河南省优秀医师奖”；普外科副
主任医师武文杰被授予“中原健康好
卫士”和“河南省医德标兵”称号，一大
批优秀医疗工作者脱颖而出，成为我
省医疗行业的骄傲……

“没有健康就没有小康，群众对
生命健康的向往和需求，是我们努力
奋斗的目标，是我们事业发展的动
力。我们要用优质的服务赢得口碑，
要用一流的技术打造品牌。”翁孝刚
的这句话深深影响到了每一位新医
三附院人，对患者的关爱他们是发自
内心的。

医疗设备和器械是冰冷的，但每
位医务人员对患者的心是温暖的。
面对患者的咨询，客服中心的及时解
答，驱散了他们心头的阴霾；医疗卫
生服务进社区、进厂矿、进学校、进乡
村开展公益活动，温暖了他们的心；
宁养院为 3000多名晚期癌症贫困患
者免费送医送药，送去的是满满的关
切之情；为“三无患者”免费开通绿色
急救通道，开启的是对生命的敬畏之
门；门诊便民举措、文明微笑服务等
便民服务举措，绘出了和谐医患情。

凭借优质服务，新医三附院逐渐
赢得社会各界的广泛认可。

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目前，
乘着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东风，新乡
医学院第三附属医院已经成为造福百
姓、弘扬医德、传递温暖、构建和谐的

“大爱之家”，在新的起点，在翁孝刚的
带领下，医院将再创佳绩，走向一个又
一个辉煌，为牧野大地的百姓提供最
前沿的医疗技术和最精准的医疗保
障。

厚德精术执医为民 打造百姓放心医院

翁孝刚博士带领学术组成员讨论治疗方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