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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立医院是党联系人民、服务
群众的重要窗口”

“今年‘全国孤独症筛查、诊断和干预三级
网络规范化建设项目’试点评审启动会将由三
门峡市中心医院承办召开。”三门峡市中心医院
党委书记潘华介绍，该医院与英国 QS特殊教
育学校及东南大学禹东川教授建立中国自闭症
特色治疗体系，成为全国知名特色专科，吸引
10多个省份的患儿前来就医。

这是“党建+学科”创新发展的成果。近年
来，该医院把党建工作写入医院章程，把加强党
的领导和完善医院管理统一起来，积极探索出

“党建+”组织、管理、人才、学科、科研、教育、文
化、民生、服务、担当、奉献、作为12个模块的工
作模式，引领医院高质量发展并取得显著成效。

“强专科、办特色、精准化”。强化麻醉、儿
科、眼科等 11个学科重点专科建设；开展精准
医学治疗，成立精准医学中心、临床检验中心，
实现肿瘤精准治疗、产前精准筛查和疾病易感
基因筛查；建设医疗整形中心、医疗美容中心、
肛肠诊疗中心、血液净化中心等特色诊疗中心，
满足人性化诊疗需求。

“一老一小”服务体系完善。结合三门峡市
医疗资源及群众需求与民政、残联合作，成立独
立院区的三门峡市康养中心、三门峡市残疾人
康复中心，以及整合优势资源成立儿童心理行
为中心、早教托育中心。

去年，该医院10余项新技术填补了三门峡
市空白。仅眼科医院 2021年就成功创建河南
省博士后科研创新基地、河南省微创眼科手术
工程研究中心，承担国家级、省部级、地厅级项
目 10余项，获得国家科技成果 3项、国家专利
授权 5项、国家软件著作权 15项，单独及联合
培养统招博士研究生1名、硕士研究生9名。

“十大举措”提升医疗服务。通过“我为群
众办实事”实践活动，该医院开展了预约服务精
准化、支付方式多样化、门诊取药便捷化、综合
服务集中化、多学科诊疗（MDT）高效化等“十
大举措”，解决百姓就医的“痛点”“堵点”，实现

“信息多跑路，患者少跑腿”。此外，在医院内配
备摆渡车，方便患者就诊、检查；改扩建停车场，
停车位由300多个增加到现在的近1000个，解
决群众就医“停车难”。2022年 7月，三门峡市
中心医院荣获河南省提升医疗服务十大举措 8
项大奖，并在大会上作经验交流。

“站得出来、冲得上去，迎难而
上、勇挑重担”

“党对公立医院的全面领导，就是在人民有
需要的时候能够践行‘站得出来、冲得上去，迎
难而上、勇挑重担’的诺言。”潘华说。

2018年年初，潘华率领中国援厄立特里亚
第 12 批医疗队执行为期一年的援非医疗任
务。作为队长单位组建中国援厄立特里亚第
12批医疗队，是三门峡建市以来，首次由三门
峡地区组建并带队执行援外医疗任务。援非医
疗队发扬“不畏艰苦、甘于奉献、救死扶伤、大爱
无疆”中国援外医疗队精神，克服困难、恪尽职
守，累计救治6万多非洲人民，圆满完成国家赋
予的神圣使命。潘华和仵民宪先后荣获全国“白
求恩式好医生”、河南省援外医疗工作先进个人，
仵民宪入选“感动中原十大年度人物”，三门峡市
中心医院获评河南省援外医疗工作先进集体。

该医院还先后选派 5 名专家参加医疗援
疆，圆满完成任务。该医院超声诊断科医师崔
海峡被授予“优秀援疆专家”和“优秀援疆工作
者”荣誉称号。

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战役中，该医院全

体党员800余人递交请战书，全力抗疫，发挥了
先锋模范作用。医院党委领导班子坚持工作在
一线、问题解决在一线，带领医院领导小组和
11个工作组，全面做好医院防控救治工作。

2020年 2月 15日，河南省第八批援鄂医疗
队员、该院感染管理科科长乔瑞云赴武汉江汉
方舱医院奋战，又选派 4批 6名医护骨干赴北
京、郑州。乔瑞云荣获“全国抗疫先进个人”，梁
强荣获“河南省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先进个人”

“河南省优秀共产党员”，该医院获得“河南省抗
击新冠肺炎疫情先进集体”等多项荣誉。

“示范引领，带动基层，惠利群众”

“医院先后投资 3000多万元升级 76个项
目系统，其中移动护理先后吸引省内30余家医
院到院参观学习，智慧医院建设走在全省前
列。”潘华介绍，通过优化服务流程，实施院前、
院中、院后闭环式健康管理模式，上线医技检查
预约系统、研发儿童哮喘筛查系统和核酸快速
采集系统等，实现智慧就医。

在实施新一轮绩效改革中，该医院建立
RBRVS+DRG/DIP 绩效考核模式，全面实施
科主任领导下的医疗组长负责制，确定以预算
比例为主线，工作量绩效法和协议工资法并存
的绩效考核办法，实现激励医务薪酬方式增多、
高精尖技术人才增多、医联体成员单位增多、医
疗数量质量指标提升、医务人员普遍满意的“三
多一升一满意”成效。

为了满足区域百姓医疗健康需求，该医院
全力保障三门峡市儿童医院、妇幼保健院综合
楼、三门峡市康养中心、三门峡市传染病医院，
以及新供氧站、高压氧治疗中心、负压病房等一
大批市政府承诺的民生工程相继建成并全面投
入使用。3.0T超导磁共振、GE512层螺旋CT、
PET-CT等一批大型高精尖医疗设备，如期投
入使用，填补了区域医疗服务功能空白。

同时，该医院建设以三门峡市中心医院为
互联网医院、县医院为网络医院、乡镇卫生院为
网络分中心、村卫生室为网络诊所的远程医疗
协作网络体系，有力提升了县、乡、村各级医生
技术水平，实现精准医疗帮扶带动发展。

三门峡市中心医院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
心”，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为我省区
域健康卫生事业的发展交上了一份优秀的答
卷，为“健康中原”贡献着三门峡力量。

连年稳居河南省医疗综合实力第一梯队

三门峡市中心医院
“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

7月 6日，国家卫健委公布国家三级公立医院绩效考核结果显示，三门峡

市中心医院 2020 年绩效考核等级由 2019 年的 B提升为 B+，综合排名与

2019年相比提升了 141位。在全省 101家三级医院九大类指标排名中，三门

峡市中心医院医疗服务能力（CMI值）排名第6，日间手术排名第9，综合质量

（C值）排名第10，连年稳居河南省医疗综合实力第一梯队。

□王雪红 汤剑燕

三门峡市中心医院成功主办第四届晋陕豫黄河金三角区域医院联盟年会暨医院管理高峰论
坛。 牛鹏磊 摄

疫情期间，三门峡市中心医院成立隔离病
区临时党支部。 牛鹏磊 摄

三门峡市中心医院整合优势资源成立儿
童心理行为中心。 牛鹏磊 摄

服务经济建设
基建考古异彩纷呈

“配合城市建设开展基建考古，保护地下文
物是三门峡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基本职责。”9月
20日，三门峡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郑立超介
绍，他们平均每年主持或参与发掘项目 10余
次，做到文物保护与经济建设的协调发展。

风餐露宿，披沙拣金。2012年至 2022年，
十年来三门峡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共配合基建
117项（次），发掘各时期墓葬 4000余座，出土
各类珍贵文物6000余件，钻探发掘古文化遗址
面积70余万平方米。

仅 2022年已主持和参与考古发掘项目共
21个，时代从仰韶至明清，跨度时间长，遗迹种
类丰富，随葬品包含陶、瓷、铜、铁、玉石、骨蚌等
质地，取得了丰硕的考古成果。

特别是义马开祥化工工地春秋时期墓葬
群。2017年至 2018年在位于义马上石河村的
开祥化工工地发掘100余座春秋时期的方坑竖
穴墓，是三门峡地区继上村岭虢国墓地之后发
现的又一处较大规模的春秋早中期墓地。该发
现被评为“2018年度河南省五大考古新发现”。

甘棠学校工地战国墓葬群，共发掘各时代
古墓葬近 600座，以战国和汉墓为主。战国墓
葬出土较多精美随葬品，具有较高历史文化价
值。2022年 6月，央视 CCTV10《探索·发现》
栏目连续三集播出《陕州城的地下秘密》，对该
墓地的发掘情况进行了详尽报道和解读。

探源中华文明
调查发掘提供实证

2019年，三门峡市文物考古研究所与社科
院古脊椎动物和人类研究所、西北大学等单位
联合调查了卢氏和三门峡市会兴沟、苍龙涧河
等旧石器地点，发现一些动物化石。

灵宝西坡遗址。在对灵宝西坡遗址进行 8
次主动考古发掘基础上，对出土遗迹遗物进行
修复整理，修复的部分文物已在三门峡庙底沟
博物馆展出，让市民近距离触摸历史感受文明，
《灵宝西坡发掘报告》编写基本完成。

灵宝城烟遗址。2019年以来，在灵宝城烟
遗址清理仰韶早期房址 50 余座、墓葬 100 余
座、瓮棺葬近 160座、灰坑 1000多座、陶窑 40
余座、壕沟 3条。其中两条大型壕沟的走向形
状规模接近，属于仰韶早期遗迹，推测两者共同
组成整个聚落的防御设施。入选了“2019年度
河南省五大考古新发现”。

灵宝北阳平遗址。从2020年 9月开始，河
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和三门峡市文物考古研究
所合作对北阳平遗址进行考古发掘，在原来发
现大型房址F2等重要遗迹的基础上，对遗址北
部及中南部开设多处探方和探沟，发掘总面积
约1000平方米。共发现仰韶时期房址7座、灰
坑 61座、壕沟 2条、东周墓葬 31座。北阳平遗
址是探索中原地区文明化进程的关键时段、关
键区域内的重点遗址，该遗址的发掘有利于了
解该遗址的聚落布局、功能分区和发展演变等
信息，以及与周边遗址在聚落形态方面的异同，
进而探索中国早期文明起源等问题，将极大推
动中原地区文明化进程和中国早期文明起源形
成与发展等方面的学术研究。

渑池仰韶村遗址。自 2020年 8月以来进
行的仰韶村遗址第四次考古发掘，目前进入了
考古整理阶段。考古发现遗迹较为丰富，有房
址、壕沟、墓葬、灰坑葬、窖穴、灰坑、灰沟、道路、
柱洞等；出土一大批文化遗物，有陶器、玉器、石
器、骨器、蚌器、象牙制品等，所见遗存年代包含
仰韶文化早期、中期、晚期以及庙底沟二期文

化、龙山文化时期。另外，发现了青灰色类似
“混凝土”地坪、红褐色涂朱草茎泥墙壁等房屋
建筑遗存。多学科研究亦有新成果，如在仰韶
和龙山文化时期人骨土样中检测出丝绸残留信
息、在仰韶时期尖底瓶残留物中获取发酵粮食
酒的证据等。被评为“2020年度河南省特别关
注考古新发现”。

湖滨区小交口遗址。2021年河南省文物
考古研究院、郑州大学、三门峡市文物考古研究
所联合发掘了小交口遗址，清理出 29个灰坑、
16 座房址、4 个陶窑、1 座墓葬。出土大量的
陶、石、骨（角、蚌）制品等遗物，其中标准器物共
100余件。该遗址地处晋陕豫三省交会处，对
于研究三门峡地区乃至河南地区龙山时代文化
面貌、不同地区间的文化交流、文明化进程等问
题具有重要意义。

2021年，三门峡仰韶文化研究中心的成立，
将进一步推动三门峡市史前考古工作的开展。

实施课题带动
深入开展考古科研

近年来，三门峡市文物考古研究实施课题
带动，与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首都师范大学等机
构共同承担了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虢国都
城李家窑遗址发掘资料整理与综合研究》，与社
科院考古所共同承担了《灵宝西坡发掘报告》课
题，目前进展顺利。

仅2022年出版3部专著，待出版2部，发表
研究文章10余篇。其中，《三门峡庙底沟》考古
发掘报告是庙底沟遗址 2002年发掘材料的综
合整理成果，共分报告卷、图版卷、彩版卷三
册。《陕州新出墓志选编》和《漫步陕州故城》一
出版就反响良好。

三门峡考古人的艰辛努力与所取得的成果
得到上级部门和社会的肯定。杨海青被评为

“三门峡市最美职工”称号，燕飞被评为三门峡
市“最美文旅使者”称号，郑立超被评为第五批

“三门峡市拔尖人才”，三门峡市文物考古研究
所再次命名为“市级文明单位”。

“经过近 40年的发展，三门峡市文物考古
研究所拥有库藏文物 5万余件，今后怎样保护
好利用好文物是一个新课题，我们将以建设三
门峡文物保护中心为契机，进一步提高文物保
护和研究水平，为三门峡挖掘弘扬黄河文化、打
造中华文明标识和国家文化地标作出考古人应
有的贡献。”郑立超表示。

以考古之光照亮文明之源

三门峡市文物考古研究所
牢记使命 砥砺前行

党的十八大以来，三门峡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艰苦奋

斗，攻坚克难，特别是在习近平总书记致仰韶文化发现和

中国现代考古学诞生 100周年贺信精神鼓舞下，发扬考古

人筚路蓝缕、不懈努力的工作作风，不断开拓进取，推动文

物考古事业高质量发展。

□王雪红 祝晓东

北阳平遗址F2。 李晓燕 摄

甘棠学校M57出土铜盖鼎。 王亮 摄

小交口Y3。 崔天兴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