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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湖南故事》出版
本报12月19日讯（本报记者）本报编辑的《辛亥：湖南故

事》一书于近日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去年，是辛亥革命成功推翻清王朝统治、结束中国2000

多年封建君主专制制度100周年。 为纪念这场在“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征程上一座巍然屹立的里程碑”意义的革命，本报选
取辛亥革命期间湖南所发生的重大事件、 所涌现的重要人
物，采取追述的办法，重现那一幕幕历史镜头，开辟了《辛亥：
湖南故事》专版，共刊发稿件35篇，达20余万字。 稿件见报后，
引起了各方关注和好评，许多报刊和网站纷纷转载，许多读
者来信来电希望本报结集出版。 为满足广大读者的愿望，本
报在见报稿件的基础上，进行了内容方面的扩充、层次方面
的增加。 全书比较全面地反映了湖南辛亥革命活动过程，展
示了湖南人“以天下为己任”的品格。

《辛亥：湖南故事》全书共36万字，分为“长沙反正”、“星
空灿烂”、“先驱风采”、“继往开来”、“这几个人”五个部分，以
重大事件或人物命运为主线，采取讲故事的形式，追述了湖
南辛亥革命活动经过、湖南人在全国其他地区反正行动中的
“旗手” 作用、 湖南的民主革命先驱在辛亥革命中的引领作
用、革命志士从“旧”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跨越、几个代表性
人物在辛亥革命前后命运沉浮，旨在给读者重现那个“大变
革”时代丰富多彩的画面。

本报记者 赵成新 陈惠芳

郴州市苏仙区望仙镇五马垅村 ，是
一个少数民族瑶族村， 全村200多人，全
部散居在20多个山头上 ， 高的海拔达
1000多米。 山高路遥，地域宽广，村里一
直没有乡村医生。 村里人有病找土方子，
治疗不好，或是等死，听天由命 ；或是卜
卦算命，以求心理安慰。

五马垅村离望仙镇有30多公里 ，村
里人来一趟镇政府很不容易。 这两年，按
国家政策，最偏远的地方，也要解决老百
姓的基本医疗和公共卫生服务。 镇卫生
院安排李文俊当联村医生，派到了村里。
她每次搭摩托进进出出，在崎岖、盘旋的
沙石山路上，总是提心吊胆。 早上去，夜
里回；言语不通，还得找人翻译。 但就是
联村医生，改变了村里人“小病靠拖 、大
病等死” 的陈旧观念， 老百姓把她看作
“大救星”。

“日行一万步，吃动两平衡 ，健康一
辈子。 ”

12月14日下午， 记者来到苏仙区望
仙镇卫生院，一步入院落，就看见了这个

“一二一”健康电子提示牌。 该卫生院原
是塘溪乡卫生院， 是这次区划调整而更
名的。 七八个月前记者来过这里，第二次
来发现卫生院修葺一新，更显规范了。

唐新担任望仙镇卫生院院长，已经4
年了。 他感慨地说，卫生院处于城乡结合
部，4年前很不景气，门诊量寥寥无几，难
以为继。 2012年全院门诊量骤升达1.5万
人次，住院720人次，业务收入可达200万
元。 是全区开展的“医生联村”，改变了这
里的面貌；是“医生联村”，使乡镇卫生院
“起死回生”。

“医生联村 ”，就是由卫生院派出责
任医生、防疫、妇幼专干以及乡村医生4
人组成的服务团队，进入农户家中，为广
大农民群众提供预防、保健、治疗、康复、
健康教育和生育技术等“六位一体”综合
服务。 为了保证“联村”不流于形式，该区
卫生系统出台了一条条刚性规定： 联村
医生每周下村不少于1天；责任医生平均
每天入户服务保持在30户以上； 所有联
村医生的电话24小时保持畅通。

卫生院以前是大门打开， 坐等病人。
“医生联村”， 就是让医生走出去， 深入农

村，上门服务，治病救人，也是“救活”自己。
当日，记者来到该镇的长冲村，一进

入村口， 一个竖立在路边的公示栏吸引
了记者的注意，负责该村的驻村医生，他
们姓名、联系电话都张贴在栏内，百姓如
有医疗急需，只要打个电话，卫生院就会
立即派人派车下来接诊。 在村里的草坪
上， 妇幼专干李冬花正在给75岁的黄玉
成老人量血压。 老人患有脑血栓，刚从镇
卫生院住院回来。 老人告诉记者，自己半
夜发病，小孩都不在身边，是卫生院把他
接了去，悉心照料，住了一个星期的院 ，
自己只花了100多元 ；出院后 ，联村医生
还上门跟踪服务。 说着，老人哽咽了。

医生联村 ，光有 “身 ”入不行 ，还要
“心”入，要主动与农民交朋友，了解他们
的医疗卫生需求。

今年1月中旬， 临近农历的新年，唐
新接到该镇高坪村村民高久雄的求助电
话。 高久雄77岁的母亲首弟英因脑中风
住进了市里医院， 医院初步判定没有生
还的希望。 高久雄把母亲接回家后，抱着
“一丝希望” 给老朋友唐新打个电话，咨
询是否还有“回天之术”。 唐新立即派一

个骨干医生，每天守护在老人身边，采取
针灸脱水、复脑，用中药给予营养支持 ，
一系列急救措施，使老人苏醒，并慢慢恢
复了健康。

记者跟随 “联村医生 ”来到高坪村 ，
探望了首弟英。 首弟英的精神不错，能在
屋里走来走去。她说：“医生联村好！卫生
院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

记者手记
医生进村，不是新鲜事，但前些年医

生下村巡诊就变得少了， 逐渐演化为逢
年过节的一种慰问活动，流于形式。 国家
启动医疗体制改革以来， 医生这一好传
统又回来了。

“医生联村 ”，改变了村民的就医观
念，联村医生进村服务，通过对村民进行
多层面、全方位的健康教育宣传，村民的
保健意识有了提高，由“治病为主 ”转变
为“预防为主”；病人来卫生院由原来的
以治病为目的，转为以保健咨询为目的。

“联村”，更是连心。 这一制度有效化解
了医患矛盾， 拉近了医生和老百姓的距离，
塑造了党和政府在人民群众中的良好形象。

长沙银行力推“微贷”
100万元以内无需抵押， 5个工作日内放款

本报12月19日讯 （记者 陈淦璋 通讯员 胡岚） 长沙
银行将目光瞄准了额度100万元以内的 “微贷”。 近日， 长
沙银行携手德国法兰克福金融管理学院， 借鉴其微贷管理
技术， 率先在省内成立小微企业信贷中心。

区别于银行同业此前推出的相关业务， 长沙银行小微
企业信贷中心主打 “长湘贷” 这一创新产品， 面向广大个
体工商户和小微企业， 无需客户提供抵押物和担保， 贷款
额度为1万元到100万元之间， 2至5个工作日就可放款。 据
了解， 这基本上打破了长久以来小微企业在银行渠道融资
遭遇的 “信用贷款难贷到 ， 贷款没抵押物基本很难 ” 局
面。

长沙银行提出， 按照发展规划， 3年内全行微贷专营
机构要达到10家以上， 微贷客户数量要突破3万户， 微贷
余额要突破100亿元。

“医生联村”，更是连心 ———“走进基层卫生院”
系列报道之二十四

本报12月19日讯 （记者 周怀立 通讯员
姜武） 12月初， 南车长江株洲分公司240辆出
口阿联酋的硫磺漏斗车全部下线交付客户。

这批车是专为阿联酋一家天然气公司设
计的铁路货车， 主要用于装卸从天然气中提
取的硫磺 ， 技术难度大 ， 质量要求高 。 为生
产出合格产品， 南车长江株洲分公司采用ECP
电控制动， 集成了顶盖和底门自动监控 、 车

辆脱轨与轴温自动监测等最新电控智能技术，
是目前世界上综合性能最先进的铁路货车。

据了解 ， 这批车是南车长江公司在中东
市场获得的第二个铁路货车项目 。 此前 ， 已
有一批磷酸盐漏斗车出口沙特 。 此次出口的
硫磺漏斗车价值1.8亿元 ， 从今年5月启动试
制， 8月开始铺线批量生产， 11月12日首批80
辆交付客户。

株洲铁路货车出口阿联酋

本报记者 刘勇
通讯员 汪庆宇

近来一段时间， 岳阳县饶村
乡金西村村民老陈发现， 到自家
串门的邻居比以往明显少了很
多。 一打听才知道， 他家被评为
“不清洁户”， 人气难免冷清了许
多。

原来，今年乡里组织开展“清
洁家园”行动，在每月举行的农户
卫生评比中， 老陈家因为房前屋
后有垃圾，家中也不够整洁，被村
里评为“不清洁户”。 公示栏里有
公示， 门前还被贴上了 “不清洁
户” 的标识， 老陈一下成了全村
“家喻户晓”的人物。

别人家门前贴的都是 “最清
洁户”、“清洁户”， 老陈对此一点
也不在意， 他没有认为那是什么
荣誉； 同样， 他对自家门前贴着
“不清洁户”也很不在乎：“我一直
就是这么过的，也不妨碍谁，爱怎
么评就怎么评吧， 我照样吃我的
饭、睡我的觉。 ”

可是，自从老陈因为被评“不
清洁户”成为村里的“名人”后，大
伙就时不时在背后议论起来，去
他家的邻居也渐渐少了。 正在上
初中的儿子有一次回来向老陈抱

怨、哭诉，一些同学常常在上学路
上笑话他，说他家里邋遢。

这下，老陈坐不住了。他开始
认真打扫房屋卫生， 还清理了长
期堆放在门口的柴草堆， 经过几
天奋战，房前屋后焕然一新。由于
“整改”效果好、变化大，在今年11
月的评比中，老陈家被评为“最清
洁户”，村里还给他发了一个清洁
桶以示奖励。

据悉，在今年4月的第一次农
户卫生评比中，饶村乡一共有303
户人家跟老陈一样，被评为“不清
洁户”。 但是，迫于被街坊邻居指
指点点、“面子上挂不住”的压力，
到今年11月底，已经有260多户通
过“整改”摘牌，全乡呈现出整洁
美丽的新景象。 在今年第三季度
的全县卫生评比中， 饶村乡名列
第一。

饶村乡党委书记姜宏毅对记
者感言： 农户卫生评比之所以能
催生美丽乡村， 是因为这个评比
不走过场、 敢褒敢贬， 张榜公布
后，群众能据此相互监督，所产生
的 “舆论” 能直接影响到相关农
户，真正起到了激励、鞭策作用。

卫生评比催生美丽“金西”

记者在基层

12月19日， 长沙市天心区大托铺街道办事处联合相关部门， 出动执法人员， 对辖区桂井村两处违
章搭建的厂房进行集中拆除， 整治私搭乱建行为。 本报记者 刘尚文 通讯员 黄智广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