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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陈惠芳 赵成新

东江湖上有一个金牛岛。资兴市
黄草镇中心卫生院就在金牛岛上。因
四周环水，山隔水阻，卫生院医生出
诊就是湖中“探险之旅”。

登岛之前，资兴市卫生局的同志
告诉记者，从资兴城到金牛岛，坐快
艇要一个小时，坐游艇要4个小时。坐
小船呢？时间更长，风险更大。

12月14日，记者来到资兴，选择
坐快艇去金牛岛。 东江湖天气晴好，
但风浪较大。 坐在飞速行驶的快艇
上，感觉像坐在行驶在坑坑洼洼山道
上的中巴，颠簸得很厉害。快艇两边
的浪花不断飞溅，发出哗哗的声音。

一个小时，准时登岛。想不到黄
草镇中心卫生院院长廖代宏是一个
35岁的帅哥，更想不到廖代宏居然是
金牛岛第一位能够动手术的医生。

金牛岛似乎“与世隔绝”，但却与
老百姓生活息息相关。廖代宏刚刚来
到金牛岛没有几天 ， 就破了天荒 。
2009年12月，他出任黄草镇中心卫生
院院长。一天，该镇源兴村一家农户
打来电话，说家里一个人腹部疼得厉
害。廖代宏马上找了一条船，赶了过

去，诊断为急性阑尾炎。他带着病人
坐船回到卫生院，手术很成功。病人
一个星期后出了院。

没过几天， 黄草镇就传开了：金
牛岛来了一位会动手术的医生。

廖代宏一亮相，被当地的老百姓
认可。其实此时，他心里也有一些苦
楚。他爱人在资兴城里工作，起先对
他 “独闯金牛岛 ”不太理解 ，有些抱
怨。廖代宏倔强得像一条金牛，不肯
回头。久而久之，她爱人也想开了，非
常支持他的工作。

黄草镇有15个行政村 、1个居委
会，其中有8个行政村要坐船。服务人
口2万多，其中库区移民达1万。最远
的沃水村坐船最快都要四五十分钟。

每年5月至10月， 是廖代宏与他
的同事最忙的时候。东江漂流位于黄
草镇境内，卫生院在起漂处设了一个
医疗救护点，离不开人。特别是今年9
月份， 资兴承办我省旅游节开幕式，
东江湖成为焦点中的焦点。廖代宏作
为卫生院第一责任人， 守在那里，整
整一个月没有回家。他爱人说：“我只
是希望他刮风下雨，坐船出诊注意安
全。”

金牛岛之外， 有一颗牵挂的心。

廖代宏思念着爱人。为了黄草镇的患
者，他同样有一颗滚烫的心。

今年12月11日晚7时多， 龙兴村
凉伞组村民赵运钢的家人，给廖代宏
打来电话说，赵运钢吐血，昏迷不醒，
要卫生院赶紧派救护车来。廖代宏急
忙带了一名护士，开车赶到了赵运钢
家里，采取急救措施，初诊为胃出血。
待病人病情稳定了一点，准备抬上救
护车时， 一件意外的事情发生了。赵
运钢一位叫赵红钢的亲戚， 喝了酒，
跟着家里人过来看赵运钢，不慎从山
坡上摔了下来，摔成脑外伤，满脸是
血。 救护车把两人拉到了卫生院。安
顿好赵运钢后， 赵红钢病情严重，只
好转诊，廖代宏连夜送到了临近的汝
城县。 廖代宏从汝城回到黄草镇时，
已是凌晨3时。不久，两位伤病员都转
危为安。

医生的职责不仅仅是治病，更重
要的是防病。黄草镇卫生院的公卫服
务同样出色。他们经常坐船，冒着风
浪，到各村各组服务，还利用村民赶
集的机会宣传健康知识。

记者坐快艇来到了该镇坦头村
卫生室。49岁的李贵德当了20多年的
村医。他告诉记者，村里700多人 ，都

是库区移民。记者问，高血压患者多
不多。他说，很少，感冒的人多。李贵
德还说：“廖院长到黄草镇工作快3年
了，口碑好。卫生室的基药与公卫服
务补贴，都能按时足额到位。廖院长
年轻能干，是一棵好苗子。”

东江湖码头 ，竖立着一块 “盼渔
归”的女人雕像。那目光坚毅而柔情。

■记者手记
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 。这是

自然规律。
一个远离县城、远离闹市的乡镇

卫生院院长，想调进县城或离县城近
一点，并不是非分之想。工作与生活
便利， 也是每个人所追求的目标。但
社会环境与自然条件，决定了基层医
务工作者不可能皆大欢喜，注定要一
部分人作出牺牲，付出比常人更多的
心血。

廖代宏属于后者。 他乐于奉献，
甘于清寂，体现了一个年轻人高尚的
医德。也许有一天，他会离开黄草镇，
离开金牛岛，享受城里的时光。那时，
他一定会觉得， 这些播散在金牛岛
上、东江湖里的日子，像金牛一样闪
闪发光，值得珍藏。

� � � �本报12月17日讯（记者 陶海音）
今天上午，常务副省长于来山率省直
相关部门负责人，深入国家超级计算
长沙中心、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
医院调研。 于来山在调研中强调，各
有关单位要建设一流项目，打造精品
工程，充分发挥重点项目经济社会效
益，促进全省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

国家超级计算长沙中心项目位
于湖南大学，是目前湖南主导的信息
化建设单体工程最大、 覆盖面最广、
影响力最大的基础工程，整体工程将
于明年2月全部建成。 在工程建设现
场，于来山详细询问建设情况 。他强
调，超算中心是省委 、省政府高度重
视的重点工程，是我省科技创新领域
十分重要的基础设施 ，将为推进 “四
化两型”建设 、富民强省提供有力科
技支撑。省直各有关部门和长沙市要
为项目建设创造优良环境，提供优质
服务。要用国际视野 、站在世界科技
前沿阵地来谋划建设，依托和发挥国
防科大、湖南大学等高校力量 ，力争
把超算中心打造为湖南对外开放的
一张名片、长沙的一个标志性建筑。

在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
院，于来山在儿科门诊一线看望慰问

了儿科中青年专家、享受国务院特殊
津贴的张涤教授，仔细了解群众看病
就医情况。于来山要求医院加强中医
药优秀人才队伍建设，多培养一些像
张涤教授那样的中青年专家。 随后，
于来山现场考察了建设中的国家中
医临床科研大楼并听取了有关情况
汇报。当得知国家中医临床科研大楼
是目前国内单体建筑面积最大的医
院建筑之一，建成后可提供1400张病
床时，于来山指出，就民生而言，最大
的问题就是保障生命安全。没有群众
的生命健康， 就谈不上经济的发展、
社会的和谐，没有什么比救死扶伤更
重要。当前我省医疗卫生事业发展还
不能满足人民群众的需求 ， “看病
难”、“看病贵” 是群众反映强烈的一
个问题。各级各部门要把医院建设摆
在十分重要的位置 ， 带着感情和责
任，加大医疗卫生投入力度 ，使人民
群众切实享受到医疗卫生事业进步
带来的好处。省直有关部门和长沙市
要积极支持国家中医临床研究基地
项目建设 ， 使项目尽早建成投入使
用。湖南中医附一医院要努力打造一
流医院 ， 充分发挥中医药的传统优
势，更好地惠及广大人民群众。

东江湖上一“金牛”
———“走进基层卫生院”系列报道之二十三

于来山调研长沙超算中心、湖南中医附一时要求

全力以赴推进重点项目建设

� � � � 本报 12月 17日讯 （记者 陈薇
通讯员 何春平）今天上午，全省申报
世界文化遗产工作会议在长沙举行，
副省长李友志出席会议。

老司城遗址、 凤凰区域性防御体
系和侗族村寨等日前入选中国世界文
化遗产预备名单的3处文化遗产的当
地政府在会上接受了国家文物局的正
式授牌， 并向省人民政府递交了目标
责任书，就今后如何保护、整治和管理
遗产区提出了多项措施， 为正式申报
世界文化遗产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位于我省永顺县灵溪镇司城村
的老司城，是湘西历代土家族土司王
经营了八百多年的历史古都，作为我
国南方少数民族地区最具典型性的
古文化遗存，它成为了研究土家族历

史文化、中国土司制度及区域民族自
治制度的珍贵实物资料 ；被誉为 “中
国最美的小城”、 位于我省武陵山区
腹地的凤凰县是一个以苗族为主的
少数民族聚居县， 其以凤凰古城、中
国南方长城、黄丝桥古城等为代表的
文化遗址，构成了完整的军事防御体
系，是我国南方目前具有特殊性遗存
面积最大 、保存最好 、功能最齐全的
明清时期军事遗存之一；我省主要侗
族村寨分布在坪坦河流域，包括通道
县的坪坦河流域侗寨 ， 绥宁县的上
堡、大团侗寨等地 ，侗寨内民居和古
建筑布局讲究，侗寨现存文化遗产丰
富、保存完好 ，是侗族地域文化的一
种多元动态展现，也是典型的文化人
类学的活态遗产。

� � � �本报12月17日讯 （记者 陈淦璋
通讯员 张欢 江韬）记者今天从长沙
市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获悉，长沙
市轨道交通2号线一期工程的机电设
备安装及设备区建筑装修工程三个
标段，日前全部由省内骨干建筑企业
中标 ，中标总金额达2.47亿元 。据了
解，这是我省建筑业企业首次签约地
铁施工高端领域。

自2009年9月以来， 我省相继启
动了长沙市轨道交通2号线和1号线
一期工程建设， 总投资额超过250亿
元。建筑地铁对拉动我省钢铁、水泥、
工程机械相关产业发展贡献突出。今
年8月， 省住建厅联合省经信委召开
了行业合作对接会议，推动大型建设

业主与本省骨干建筑业企业对接合
作，要求在同等条件下，优先使用湖
南的施工队伍和人才，优先采购湖南
的水泥和钢材，优先购买湖南的节能
减排产品， 以进一步拉动湖南内需。
会后，各地积极行动，省内骨干建筑
企业与央企组成联合体开拓地铁、轻
轨等高端领域，一批建筑业企业还与
省内钢材、水泥、工程机械装备企业
深化合作。

借助扩内需的东风，全省建筑业
今年继续保持了平稳较快发展势头。
省住建厅透露，预计建筑业全年总产
值将突破4000亿元大关，达到4300亿
元，增加值有望达到1400亿元 ，对外
工程承包营业额将突破15亿美元。

� � � � 本报 12月 17日讯 （记者 刘勇
通讯员 彭如钢） 移民后期扶持政策
实施6年来，我省累计投入166.7亿元，
着力提高245万名移民的生产生活水
平，取得丰硕成果。今天，全国水库移
民后期扶持政策部际联席会议督导
组听取省移民局的汇报后，对我省移
民后期扶持工作给予充分肯定。

移民生活水平提高。6年来，我省
累计发放直补资金49.3亿元， 保障了
移民基本生活。加上产业开发收入和
劳务输出收入，我省移民人均年收入
去年达到3610元，比2006年增加1640
元，年均增长12.9%。

库区产业发展。“注入”移民产业
开发资金 ， 整合部门和地方配套资
金，因地制宜发展种养业 ，库区初步

形成“两茶两水”（茶叶 、油茶 、水产 、
水果）4大支柱产业。6年来，我省在库
区开发和改造茶叶基地、 油茶基地、
水果基地78.3万亩， 巩固水产养殖网
箱10万口、大水面养殖200万亩。

基础设施条件改善。6年来，修建
公路3.9万公里，我省不通公路移民村
从3298个减少到216个；解决了133万
名移民饮水困难和不安全问题，解决
了23.4万名移民用电困难； 新增和改
善灌溉面积111万亩， 新建和恢复移
民村卫生室9055个。

移民综合素质提升。通过举办专
题培训班 ，移民实用技术水平 、就业
创业能力、科技文化素质得到明显提
升 。6年来 ， 我省培训移民达31万人
次，组织移民劳动力输出120万人次。

� � � �本报12月17日讯 （通讯员 李
鑫 记者 陶海音 ） 记者今天从张
家界荷花机场获悉 ， 在海峡两岸
民航主管部门日前于台北举行的
第七次业务沟通会议上 ， 张家界

荷花机场成为大陆新增的8个直航
机场之一。

据了解 ， 除张家界荷花机场
外， 大陆新增直航台湾的另外7个
机场为乌鲁木齐 、 银川 、 西宁 、

呼和浩特 、 海拉
尔 、 丽江 、 威海
机场 。 台湾则增
加嘉义机场为两
岸定期客运航点，
并可于 2013年 春
节加班期间先行
安排包机。 至此，
两岸航点增至 64
个 ， 其中大陆开
通 54个航点 ， 台
湾开通10个航点。

老司城遗址等冲刺
世界文化遗产

移民后期扶持“开花结果”
全省移民人均收入年均增长12.9%， 不通公路移民村

从3298个减少到216个，6年输出移民劳动力120万人次
建筑湘军进军地铁施工高端领域

今年行业总产值预计达4300亿元

荷花机场成为
两岸直航新航点

� � � � 12月16日，花垣县两河乡路桥村小学，湖大MBA1爱同学会在边城爱心协
会的协助下为贫困学子和村民发放了20个“爱心包裹”、5000元助学款、一批
图书和10000多件冬衣。 龙恩泽 摄

� � � �本报12月17日讯 （记者 李文峰
向国生 廖声田 尹超 通讯员 梁超）
今天，中国南车株洲电力机车有限
公司传出消息，该公司与张家界市
交通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签署
张家界磁浮交通合资协议。这意味
着今年1月20日由“南车株机”研制
下线的世界首台新型中低速磁浮
车辆将在国际旅游城市张家界首
先使用。

据介绍 ， 这种新型中低速磁
浮车辆跑起来声音像轻风拂过 ，
在同等条件下 ， 造价比地铁 、 轻
轨还低 ， 能够开进居民小区 ， 运
行中无烟尘排放， 0.5米外电磁辐

射小于剃须刀。
据了解 ，2011年4月 ， 中国南

车 、中国中铁 、湖南省铁路投资集
团、张家界市政府四方在长沙签订
“张家界中低速磁悬浮项目合作意
向书”， 计划在张家界建成我国首
条中低速磁浮商业运营线。张家界
中低速磁浮项目线路起点为拟建
的张家界火车西站，终点在武陵源
景区标志门， 线路全长约24公里。
线路建成后将承担张家界市区至
武陵源核心风景区的交通客流输
送。一期从武陵源景区吴家峪收费
站至插旗峪， 线路长度近10公里，
预计投资20亿元。

张家界将建国内首条
中低速磁浮商业运营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