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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约撰稿 徐亚平 柳会祥

四面湖山归眼底， 万家忧乐到心头。 李
友志、李良田、胡伟林和联点组的同志们每
次到君山，都要专门抽时间上门看望晚血病
人， 把党和政府的温暖送到晚血患者的心
中。

泪洒君山，汗洒君山，情洒君山！ 李友志
曾独自到柳林洲血防站、广兴洲血防站看望
住院治疗的病人，体察他们的苦楚。 几年时
间里，他和同事们带着节省下的办公经费和
募捐款先后慰问救助晚血病人 2700 余人次，
他已把君山人民当成了自己的亲人。

晚血病患者李灵芝告诉我们 ：“2004 年
下半年，我在外打工。 因晚血病，人瘦得皮包
骨， 回到岳阳治疗，2 万多元积蓄用完了，病
情不见好转，只能在家里等死，是财政厅和
区血防办的领导把我再次送到医院给予免
费冶疗 40 多天。 第二年，又帮助我免费住院
1 个月，两次给我免了近 3 万元的治疗费用。
要不是多亏党和政府，我恐怕早就变成泥巴
了。 ”

由于君山所处的独特地理位置，君山垸
外滩洲面积大，到 2010 年初，该区血吸虫病

患者仍多达 3964 人，晚期患者 274 人。 得知
这一情况后，李友志动情批示：“血防工作依
然任重道远，要始终保持清醒头脑 ，正确审
视工作中存在的困难和问题， 再接再厉，促
进血防工作再上新台阶。 要始终关注民生，
实施综合治理，把血防综合试点项目办成惠
及广大人民群众的民生工程。 ”

爱的接力还在继续！ 带着省委、 省政府
的关怀，2009 年 10 月， 李友志带领省财政
厅、国土资源厅、卫生厅、食品药品监督管理
局等负责人， 再次踏上这块熟悉的土地，调
研血防工程，明确表示从 2010 年起，再联点
帮扶君山血防 3 年 ，各厅局将在资金 、政策

等方面进一步加大力度， 支持君山血防工
作。 省血防办主任彭再之也把关注、关爱的
目光投向了这片厚土。

走过 14 年时光变迁， 跨越 14 载风雨沧
桑，君山血防已翻开了崭新的篇章———

至今年底，该区人畜血吸虫病感染率分
别下降了 85.7%和 78.1%；垸内有螺面积下降
了 97.3%；血吸虫病人下降了 83.2%；连续 4
年未发生急性血吸虫病感染；晚期血吸虫病
人数下降了 64%； 全区有 50%的村达到传播
控制标准。

国家重大专项——— 环长江沿线血防综
合治理工程———封洲拦网、 安全牧场建设、

国土整理、兴林抑螺、长江沿线改厕、牧草种
植等工程已经全面完成。

君山血防， 是一场责任和情感的持久接
力！ 14 年来，办点干部换了一批又一批，他们
对君山的感情却从没有淡化过，而是越来越
浓。 笔者从省财政厅牵头负责君山血防联点
工作的社保处新任处长何伟文、副处长徐蓉
那里了解到：省财政厅将在新任厅长史耀斌
等厅领导带领下，与综合联点的省国土资源
厅、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一道，再接再厉，
乘胜前进，为湖区人民生活幸福作出新的更
大贡献。

君山人民的生活会更美好！

责任如山，情感似海。 省财政厅 14 年如一日的赤子情怀和爱民行动，深深地感动着君
山人民，感动着这片土地。

历史，会铭记所有为君山血防事业作出贡献的人们！
———作者手记

“帝子潇湘去不还，空余青草洞庭间，淡扫娥

眉开玉镜，丹青画出是君山。 ”读到 1200 多年前

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李谪仙此诗， 你就可以想象

到我们岳阳市君山区的美妙。

田野阡陌纵横， 绿洲生机盎然， 江湖渔歌互

答，百姓幸福安康。 君山区委书记赵岳平、区长杨

昆带领全区人民， 正以波澜壮阔之势挥写出一曲

曲科学发展的壮歌。

自然，还有一群对君山作出过特殊贡献的人，

应当铭记———

14 年来，为了一个庄严的承诺，省财政厅原

厅长、现任副省长李友志，原常务副厅长胡伟林以

及杨海霞、刘豪等执着无悔，用大爱、真情谱写了

帮扶君山人民治理血吸虫的辉煌传奇……

时光不愿回流。 1997 年，君山区仍有有
螺堤线长 132.3 公里 ,垸外易感地带 18.67 万
亩，垸内有螺面积 2.16 万亩；居民和耕牛的
血吸虫感染率分别达到 6.75%和 7.59%；在册
晚期血吸虫病人 703 人 ， 慢性血吸虫病人
8191 人， 急性血吸虫病感染者达 1.45 万人，
在册晚血病人 703 人。 平日里的“小虫”竟成

了老百姓的“大害”。
悠悠万事，民生为重。 1997 年，省委、省

政府断然决策：由省财政厅对口帮扶君山治
理血吸虫！

当“虫灾”数据摆在联点君山总负责人、
时任省财政厅副厅长李友志的案头时，他的
眼睛湿润了。 在厅长办公会议上，他动情地
说：“省委、省政府把君山的血防综合治理任
务交给我们，我们就要用扶持特困村那样的
热情和干劲来支持血防联点工作，把它作为
党和政府的‘民心工程’、‘德政工程’来抓！ ”

为天地立心，为百姓立命。 1998 年春节
刚过，李友志就带着 5 个处室负责人来到了
君山。 怀揣着省委、省政府的嘱托和疫区群
众的殷殷期盼,他们进村入户，访贫问苦。 他
们的心，被一个个晚期血吸虫病人的 “大肚
子”触痛了。 誓言无数遍在心中默念：乡亲
们，我们一定尽全力解除你们的痛苦！

看遍君山的沟沟汊汊和主要进水涵闸、
沟渠，一个根治血吸虫病的崭新思路 ，很快
在观察和思考中定格：“把住两个进口，管住
两个出口，突出环改灭螺，做好结合文章。 ”
即把住外洲涵闸进螺和饮用疫水两个进口，
管住沟渠转移钉螺和粪便传播两个出口，将
血防灭螺与环境改造、农业综合开发、水利
建设、城市建设、农村能源建设等五个方面
结合起来， 从根本上铲除血吸虫生存的土
壤。 君山区立即确立了沟渠硬化、涵闸改造、
改水改厕、抢治晚血病人、建设血防站的血
防环改体系。

一天，李友志来到君山农场食品厂下岗
工人易湘陵家。 见到老易骨瘦如柴，肚肿似

鼓，李友志紧紧握住老易的手 ，仔细询问病
情和困难，眼噙热泪：“我代表党和政府来慰
问你，我来晚了……”临走时，李友志将自己
身上仅有的 1000 元钱悄悄放在了老易的枕
边。 随后，他立即请区血防办的同志安排老
易住院治疗，还承诺有关费用由财政厅负责
解决。

要高起点规划， 高规格投入， 高水平建
设！ 省财政厅对君山、也是对自己提出了这
特有的“三高”要求。 这 14 年来，他们因地制
宜，研究血吸虫病防治策略 ，先后指导编制
了两个《五年综合治理规划纲要》和一个《三
年综合试点规划实施方案》， 并分年度确定
了 “1133”、 “113399”、 “五 个 一 ”、 “23251”、
“5321”、 “3211”、 “54321”、 “53211”、 “82211”、
“8632111”等一系列综合治理方案。 高起点、
大手笔血防环改综合治理蓝图徐徐展开
……

历届君山区委、 区政府领导把血防工作
作为一项民心工程来抓，领导换了一届又一
届 ，治理 “小虫 ”的决心和责任始终没有改
变。 以区委书记赵岳平、区长杨昆为首的新
一届区委、区政府坚持科学发展观，按照“预
防为主、防治结合、综合治理、群防群控 、联
防联控”的工作方针 ，建立健全了血防工作
机制，成立了以区长杨昆为组长、副区长方
争奇为副组长，卫生、农业、林业、水利、畜牧、
财政、农机、民政及各镇 、办、场等相关部门
为成员的血防工作领导小组；区政府与各疫
区乡镇、相关部门签订了目标责任书 ，形成
了部门密切配合、分工合作 、齐抓共管的良
好工作机制。 区委常委会专题研究解决传染
源控制和省血防综合试点有关工作；区委书
记赵岳平专题到卫生局调研卫生血防工作。
区政府先后 4 次召开血防工作专题会议，研
究部署综合试点、传染源防控和省部联动及
血防工作工程建设情况。 “治小虫、 活经济、
建新村” 已成为全区上下每个人的自觉行
动。

责任如山，情感似海。 为了有针对性地
开展血防工作 ， 李友志每年至少 5 次到君
山，每次都是直插基层，他说他“喜欢听老百
姓的心里话”。 14 年间，李友志和原常务副厅
长李良田、 原常务副厅长胡伟林率社保、预
算、农业、外经、农开、办公室等处室，先后几
十次进驻君山， 深入田间地头现场办公，千
方百计帮助君山区综合治理血吸虫。

我们来到长达 8.5 公里的东西干渠桥涵
上， 眼前呈现出一幅如诗如画的风景图：沟
里六方水泥块护砌，两边绿树成荫 ，渠中清
波荡漾。 区卫生局局长李见兵介绍说，这条

渠道是君山大垸从东洞庭湖进水灌溉的主
干渠道，是血吸虫进入垸内的主要入口。 以
前每年都有不少群众在这条沟里感染急性
血吸虫病。 联点小组在实地勘察后，及时拿
出方案，与水利建设结合起来，投入近 600 万
元，硬化了沟渠。 昔日的臭水渠、烂泥沟变成
了今日的幸福渠、致富渠。

影响湖区人民身体健康的另一大隐患
是饮水问题。 柳林洲镇芦花洲是一个紧靠城
区的农业村，原来 4 个小组的村民一直饮用
鱼塘、河沟的不卫生水，水质极差，含铜、铁
且严重超标，因水质引起的肝炎 、肾结石等
常见病屡见不鲜。 2001 年 3 月，联点组的同
志在走村入户了解情况后， 心中难以平静：
“一定要让疫区群众喝上卫生水！ ”同年底，
联点小组帮助该村从城区接来自来水，解决
了 30 年来长期困扰全村 2600 多人饮水难的

问题。 为了告诫后人吃水不忘挖井人，村民
在村头立下了 “省财政厅援建血防改水工
程”的石碑。

“事关教师和孩子们的事耽误不得！ ”当
听说君山区 51 所中小学校有 34 所存在着师
生饮用疫水问题时，李友志很快拍板 ：学校
改水要列入血防综合治理的重中之重。 为了
解决这笔改水经费， 李友志亲赴财政部，帮
助君山区争取改水经费 800 万元 。 2008 年
底，这项惠及千家万户 、造福子孙后代的学
校改水工程全面完成，全区 3 万多名师生全
部用上了安全可靠的生活用水。

走进君山区中小学生校外活动中心大
厅，我们被一个布展精美的 “中小学生血防
健康教育室”所吸引。 里面陈列了大量图文
并茂的血防宣传图片资料和生物标本。 区教
育局负责人带着我们边参观边介绍：“这是
省财政厅支持我们血防疫区兴建的一栋校
外活动中心和在全省率先创办的一个学生
健康教育基地，一楼是展厅和标本室，二楼
还有一个多媒体放映厅， 可容纳 200 多名师
生在此观看血防健康教育资料片和讲座，每
年，参观的学生人数不下 1 万人次。 7 年前，
全区每年都有几名甚至上十名学生感染急
性血吸虫病，近年通过加强对学生的健康教
育和监管， 学生的自我防护意识明显增强，
近几年再没有出现过一例学生感染患者。 ”

我们来到长江大堤上。 不远处， 几百头
牛羊在一个铁丝围栏里悠闲吃草 ， 追逐嬉

戏，成群的白鹭低飞鸣唱。 车停处，一块大理
石碑映入眼帘：“西闸外洲安全牧场”。 这是
君山区省级血防综合试点工作中，推出的又
一探索性的试点工程。

君山区滨江依湖，草场丰富，是发展牛羊
养殖的好地方。 然而，发展草食性动物养殖，
与血防控制传播途径却成了一个尖锐的矛
盾。 农民要致富，传播源要控制，怎么办？ 省
财政厅和 2007 年加入到省血防综合试点的
省国土资源厅、卫生厅、药品食品监督局会
同君山区委、区政府和省市血防专家一起研
究，推出了“封洲禁牧，定点圈养，实行安全
牧场放牧”的双利方案。 近 3 年时间，全区共
建起牛羊定点圈养点 6 处， 圈养牛 3400 多
头，羊 5000 多头 ，开辟安全牧场 4 处 ，面积
1.5 万多亩，可放养牛羊 1 万多头。

百年大计， 质量第一。 为了确保这一民
心工程、德政工程真正造福人民，省财政厅
牢牢把握工程质量管理关和资金管理关。 李
友志、李良田、胡伟林每次带领社保处、农业
处负责人来君山都要强调工程质量。 每项工
程施工前，他都要带领部分处室负责人来君
山亲自参与拿方案 ，施工时 ，确定专人察看
质量，完工后，要检查验收；在资金上 ，先施
工，再审计，最后验收付款 ，确保专款专用 ；
并进村入户听取群众对血防环改工程的意
见和要求，了解群众的迫切需要。 14 年来，省
财政厅先后有 500 多人次来君山进行扶持指
导工作。

【上 篇】 泪洒君山

【中 篇】 汗洒君山

【下 篇】 情洒君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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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君山东西干渠新貌 李江辉 摄 ■ 君山医务人员为村民体检 李江辉 摄

■ 日照采桑湖。 杨一九摄

■ 区委书记赵岳平（后排右一）、区长杨昆
（前排左一）在建设现场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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