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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版责编 李军 版式编辑 李妍 责任校对 胡永龙 综合5２０12年11月8日 星期四

本报记者 陈惠芳 赵成新
通讯员 王锐

11月7日的大雨，并没有改变记者前往
衡阳县台源镇中心卫生院采访的行程。

下午1时许，当该院院长罗祎鑫站在记
者面前时 ， 记者不由得说了一句 ：“好瘦
啊。”罗祎鑫说：“我一米七五的个子，只有
51公斤，确实像根竹竿。每天只睡四五个小
时。”他的同事说：“罗院长操心重。”台源镇
近6万人，公卫服务对象达10万余人，卫生
院有150多人，里里外外，要罗祎鑫操心的
事情太多。

罗祎鑫戴副眼镜，言语也不多，看上去
像个书生。就是这样的一位“书生”，却是衡
阳卫生系统有名的 “电子脑壳”。“电子脑
壳”灵泛、管用。2005年元月，罗祎鑫担任院
长以来， 将台源镇中心卫生院弄得风生水
起。

在一些人眼里， 乡镇卫生院院长是个
香饽饽。但罗祎鑫当院长之前，香饽饽并不
香。从1996年撤区并乡到2004年，台源镇中
心卫生院院长就换了6任。最短的任期只有

10个月。院长都不愿当，何况普通职工与业
务骨干。花名册上有150多人，实际上在院
里上班的只有30多个。 一年的业务收入只
有30多万元，职工月工资不到300元 ，还不
能按时发放，更谈不上福利待遇，养家糊口
都十分困难。一个烂摊子，留不住人。

罗祎鑫是来收拾烂摊子的。 他说：“我
是院里的老职工， 看到这个样子， 心疼。”
1986年8月，罗祎鑫从吉首卫校毕业 ，分配
到台源镇中心卫生院工作。20岁的他从药
剂员干起，药物组组长、工会主席、副院长，
一步一步上来的。当院长不像当副手，想的
事多了许多。

在第一次全院干部职工大会上， 罗祎
鑫的“就职讲话”只有短短的3分钟。他说：
“先知先觉才能先行，不知不觉永远不行。”
他的目标是“一年扭困局，两年打基础，三
年大变样，五年大发展。”罗祎鑫没有放空
炮。

2007年、2011年， 共投资1000万元，先
后修建住院、门诊大楼。卫生院陈旧的面貌
为之一新。新的月工资分配方案，大大提振
职工的积极性。 岗位工资按每个人的最新

档案工资的40%计算发放，绩效工资由医德
医风、 医疗质量、 工作业绩组成， 分别占
10%、30%和60%。罗祎鑫操了心 ，就要将一
件一件事情“做实”，不玩虚的。制度面前，
人人平等。

8年时间，罗祎鑫和他的同事再造了一
个“新院”。台源，台源，上了几个台阶，获得
了新的源泉。与2004年相比，各项指标大幅
度攀升 ：年门诊人次4000至50000，年住院
病人500至8000，年业务收入34万至1000万
元。

罗祎鑫操心重，值得。衡阳县台源镇中
心卫生院年年被评为衡阳县 “目标管理先
进单位”，2012年被评为全省乡镇卫生院管
理年活动先进单位。 罗祎鑫本人也是喜事
连连。 他连续6年被衡阳县政府记三等功，
2011年被评为衡阳市优秀乡镇卫生院院
长。今年7月份，罗祎鑫被授予全国卫生系
统先进工作者光荣称号。

该院公卫办主任邓玉莲说，罗祎鑫“用
人用得好，用钱用得好”。罗祎鑫确实是个
“电子脑壳”。2011年6月实施基本药物制度
之前， 台源镇中心卫生院在衡阳县医疗卫

生单位率先实施“三大惠民举措”：门诊费
用优惠40%，每一门诊人次费用控制在30元
以内； 住院病人日均费用， 控制在90元以
内； 住院病人药品费用， 控制在总费用的
38%之内。

“电子脑壳”一转，便扭转了多年来药
价虚高、 过度用药、 以药养医和群众看病
难、看病贵的局面，深得民心。现在，老百姓
看病是，进门一张“病人满意卡”，出门是一
张“惠民卡”。进进出出，卫生院提供医疗服
务与追踪服务。记者在宽敞、明亮的住院大
楼病房里， 采访了来自该镇向阳村的廖兆
银。她今年81岁了，患冠心病，是刚刚住院
的。她躺在崭新的被窝里，正在打吊针。廖
兆银说：“医生好，护士好，住在这里好。”

【记者手记】
有位，有为，有味。为“医”消得人憔悴。

高高瘦瘦的院长，浑身都是劲。
为了乡镇卫生院的生存与发展， 为了

老百姓的健康，他努力了，付出了，更收获
了比金钱、地位更重要的东西。

前10月交通建设
完成投资逾612亿元

本报11月7日讯 （记者 陶海音） 记者昨天从省交
通运输厅获悉， 在省委、 省政府的正确领导下， 今年
全省交通运输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继续保持高位稳步运
行的态势， 1至10月累计完成投资612.01亿元 ， 为年
计划的81.6%。 其中农村公路和站场建设提前超额完
成年度任务。

据省交通运输厅厅长贺仁雨介绍， 目前全省在建
的43条高速公路3701公里建设进展顺利， 10月份高速
公路完成投资85.05亿元， 前10月高速公路累计完成
投资436.98亿元， 为年计划的76.66%。 国省干线公路
建设投资加快推进， 1至10月累计完成投资102.03亿
元， 为年计划的97.18%。 农村公路建设前10月累计完
成投资38.88亿元， 为年计划的108%， 提前超额完成
年度投资任务。 全省站场建设前10个月累计完成投资
10.14亿元， 为年计划的112.71%， 同样提前超额完成
年度计划。

本报11月7日讯 （通讯员 尹翔宇
姚春妮 记者 唐爱平）中国电力国
际发展有限公司传来消息：特变电
工衡阳变压器有限公司 （简称 “衡
变”） 一举中标安徽平圩电厂三期
工程2×1000MW(兆瓦)超临界燃煤
发电机组全部7台变压器。 该工程
变压器是世界首台套1000千伏特
高压出线发电机变压器，代表了世
界火力发电领域最高技术水平。 该
项目的中标，进一步奠定衡变在中
国特高压领域的核心地位。

近些年来，衡变致力于科技创
新，先后实现了一批核心技术和关
键共性技术的重大突破。 公司先后
研制出1000千伏级世界高电压等
级最大容量的320Mvar （兆乏） 特
高压电抗器 ，750千伏级世界最大
容量的700MVA （兆伏安 ）变压器
等一系列世界最大、中国首台输变
电设备，填补了国内许多重大技术
领域空白，并荣获2007年度国家科
技进步一等奖。 公司自主研制的国
内首批4台200兆乏1000千伏特高
压电抗器产品，自2009年1月起，在
世界首条商业运行的1000千伏特

高压交流试验示范工程湖北荆门
站安全稳定运行。 衡变因此被国家
电网公司授予“特高压工程特殊贡
献单位”。

今年4月， 衡变特高压交流变
压器、电抗器及直流换流变压器技
改项目全面建成投产，完全具备了
国内最大特高压1000千伏变压器、
电抗器及正负800千伏、正负1100千
伏直流换流变压器批量生产制作
能力。 今年来，公司先后在世界首
个特高压1000千伏交流同塔双回
路“皖电东送”输变电工程，以及厄
瓜多尔科卡科多辛克雷水电站等
工程中标， 签订110台500千伏及以
上电压等级的特 、 超高压产品合
同。

安徽平圩电厂三期工程是国
家 “皖电东送 ”规划布局的重要组
成部分，对实现华东区域资源优化
配置，缓解华东电力紧张状况具有
重要作用。 衡变将集中所有的优势
资源， 确保7台1000千伏产品一次
制造成功 、一次试验成功 、一次投
运成功、长期稳定运行。

黄永玉吉首捐建5座桥
本报11月7日讯 （记者 彭业忠） 今天上午， 吉首

市城市规划局局长田利民告诉记者， 由黄永玉先生捐
建的第五座城市桥梁 “喜桥”， 正式完成规划设计 ，
开始进入征地拆迁阶段。

“喜桥” 位于乾州古城内的万溶江上， 计划2013
年7月完工。 而2011年， 由黄老全额捐资、 取名、 选
址并设计草图和雕塑， 在吉首市老城区内的峒河上，
修建了 “肥”、 “爱”、 “花”、 “醉” 4桥。 这4桥今
年7月正式落成并投入使用， 已成吉首靓丽的人文景
观。 黄老于今年5月， 给修桥的工人们， 深情地写了
一封感谢信， 并雕刻在峒河岸边的石碑上， 在当地传
为佳话。

本报11月7日讯（记者 李文峰 通讯员 罗颖
尹潘）今天，炎陵县传来喜讯，炎帝陵风景名胜区
跻身第八批国家级风景名胜区行列，已经国务院
审查通过并予公布。

炎帝陵是中华民族始祖炎帝神农氏的安寝
圣地，位于我省株洲市炎陵县城西19公里处的鹿
原陂。总体规划面积111.86平方公里，核心区面积
5平方公里。现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全国爱
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中华全国归国华侨爱国主
义教育基地、国家AAAA级旅游景区、湖南十大文

化遗产、新潇湘人文八景、湖南省最佳景区。
“炎帝陵祭典”已成为炎陵县乃至湖南省的

一个重要文化品牌。2006年5月，“炎帝陵祭典”顺
利入选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2
年3月，“炎帝陵祭典”再添华彩，跻身“全球最具
影响力的十大根亲文化盛事”。

据了解，本批次全国共有10个省（市、区 ）17
家风景名胜区成功晋级，我省共有4家，分别是炎
帝陵风景名胜区、凤凰风景名胜区、沩山风景名
胜区和白水洞风景名胜区。

为“医”消得人憔悴 ■稳增长 促和谐

中标世界最高水平发电机组变压器

衡变奠定国内特高压领域核心地位

炎帝陵跻身国家级风景名胜区

———《走进基层卫生院》 系列报道之十二

11月 6日 ，
洪江市 托 口 水
电站外 线 公 司
的施工 人 员 在
高 空 作 业 ， 架
设 电 缆 。 该 电
站 总 装 机 83万
千 瓦 ， 为 实 现
首台机 组 年 底
发 电 目 标 ， 施
工队伍 加 紧 建
设 ， 按 期 完 成
输送电 项 目 设
施工程。

杨锡建 摄

科学发展 成就辉煌
———十年变迁看基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