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春季踏青，夏季赏荷，秋季看苇，冬季观
鸟，君山湖乡特色鲜明的生态休闲旅游资源极
为丰富，是岳阳城区的“绿肺”和“花园”。 近年
来，该区先后被列为国际重要湿地、国家级生
态建设示范区、国家级滨湖城市生态网络示范
区、东方伊甸园、中国野生荷花之乡、中国观鸟
之都、 海峡两岸现代农业合作核心试验区、全
国农产品加工示范基地。

美丽君山，不仅成为人们观光旅游、度假
休闲的好处所；同时，其优良的环境和优越的
区位已成为有识之士投资创业的风水宝地。上
海南田、深圳凯奇、广州有利发等知名企业先
后落户君山，全区初步形成了大板块、区域化、
专业化、规模化的特色产业。

22 年光阴似箭，22 年呕心沥血，22 年合
力攻坚。如今的君山，宛如一块碧玉，屹立在洞
庭之畔。 一江碧水，十里绿洲，承载着省委、省
政府的关爱，承载着省财政厅、国土资源厅、卫
生厅、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注视。“八百里洞
庭凭岳阳壮阔， 万千般气象数君山雄奇”，君
山，正书写着更新更美的画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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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洞庭湖大桥西去，便是岳阳市君山区沃野。 无数候鸟到此过冬，
沼泽与绿洲，生机盎然。沐浴着中部崛起春风的君山区，经济快速发展，
城乡日趋美丽，正朝“新型产业聚集区、现代农业示范区、生态休闲旅游
区、秀美和谐新城区”的强区目标迈进。

从 1997 年开始， 省财政厅一直是君山区血防工作的牵头联系单
位。 22 年来，省财政厅共投入血防资金约 1.4 亿元，支持君山区落实各
项血吸虫病防控措施。 截至 2018 年底，该区范围内已完成所有牛(马、
驴)羊淘汰工作。 目前，君山区家畜感染率已经连续 5 年为零。

2018 年 12 月 14 日，在中华预防医学会主办的“寻找全国血防卫
士”系列活动中，君山区卫计局副局长柳会祥荣膺“全国血防楷模”、血
防办副主任李石桂荣膺“全国血防卫士”。 这是全国唯一同时获两项大
奖的县（市）区。 此时此刻，省财政厅联点工作组应该欣慰。

“绿水青山枉自多，华佗无奈小虫
何。”60 年前，血吸虫的肆虐刺痛了毛
主席的心。 在当时，人人谈“虫”色变。
君山区 90%以上的居民患有血吸虫
病。

血吸虫病，是人畜共患的一种寄生
虫病。 晚期血吸虫病人腹大如鼓，因此
血吸虫病又称“大肚子病”。由于血吸虫
病流行因素极其复杂，有些地方病情又
卷土重来。

1997 年， 君山区仍有螺堤线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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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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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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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此， 省财政厅便划下了爱的起跑线，开
始了帮扶君山的“爱心马拉松”。

是年冬，时任省财政厅副厅长李友

志
来 到
君 山 。
时 值 严
寒， 田埂上，
稀疏枯萎的野草盖
着冰棱，踩上去吱吱作响。 他走进晚血
病人的家中，目睹了一幕幕不堪回首的
艰涩：有的人肚子胀得像怀胎 6 月的孕
妇；有的人浑身无力，一脸焦黄；最小的
患者只有 6 岁，却已双眼失神……这一
切深深刺痛了李友志的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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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 命

向来百炼今绕指， 一寸丹心向日
明。 经过认真调研后，省财政厅拿出了
初步治理血吸虫病的思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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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能源建设五
个方面结合起来， 从根本上铲除血吸
虫生存的土壤。

背水一战。 君山区确立了抢治晚
血病人、沟渠硬化、涵闸改造、改水改
厕、 改造血防站的血防环改体系 。
《1998-2000 年君山区血防工作综合
治理规划》《2001-2005 年君山区血防
“十五”规划》，“1133”工程、“113399”
工程、“五个一” 工程、“23251” 工程、

“5321”工程，一幅幅高起点、大手笔的
血防环改综合治理蓝图逐步展现在人
们面前。

自然，治理血吸虫病，切断传染源
是关键。 君山区防洪大堤有涵闸 52
座，其中沿长江、洞庭湖和华容河大堤
的 19 座涵闸与外洲有螺洲滩相通，引
水时能带进钉螺。 从 1998 年起的 20
年间，水利、血防部门精心设计，采取增

设防螺栅、兴建沉螺池、深层引水等方
式进行防螺改造，现已全部完成了进螺
涵闸改造任务。

2005 年 11 月 30 日，省财政厅社
保处副处长刘豪、血防联络员徐蓉带着
对疫区群众的关怀和省财政厅领导们
的重托，风尘仆仆来到君山区检查血防
工作，深入到疫区村组、学校、医院调
査，访问疫区村民，对 2005 年度的环
改灭螺工程逐一进行了检査验收。由于
防治工作有力， 全年无一例垸内感染，
无一例暴发流行。

君山大部分耕地由有螺洲滩围垸
而成，经过多年垦植、改造和药物处理，
垸内农田的钉螺基本消灭；但沟渠钉螺
面积点多面广，控制难度大，灭而不净。
2006 年 1 月， 省财政厅副厅长李良田
率有关处室负责人又一次来到君山现
场办公，解决血防环改灭螺工作面临的
新问题。

联系点工作初期集中财力物力开展
垸内灭螺攻坚战，累计硬化大型沟渠 75
公里、小型沟渠 156公里，灭净垸内钉螺
面积 4.19多万亩，压缩了近 90%的垸内
有螺面积， 目前残存的 0.046万亩有螺
面积已连续 11年未发现感染螺。

昔日的臭水沟、烂泥垃圾场变成了
清波荡漾、绿树成荫的幸福渠。 沟渠改
造，不仅有效消除了钉螺，也方便了农
田灌溉。

智 慧

君山沿江靠湖，居民长期以来直接
饮用未加净化的外湖水、沟渠水和湖塘
水。 1998 年，全区改水受益率仅 30%。
为了保证饮用水的安全，1998 年以来，
省财政厅支持君山区完成了 5 个大、中
型自来水厂的改扩建工程，新建了 3 个
小型自来水厂。 截至目前，全区改水受
益率达 100%。

过去，农村文明意识淡薄，随地大
小便比较常见。 所以，改厕方案又被提
上日程。 1998 年，全区无害化厕所覆盖
率仅为 20%，卫生爱卫、农业部门将改
厕和沼气池建设资金向血吸虫病流行
区倾斜，加快农村改厕进度。 在改造户
厕的同时，针对君山渔民多、船舶码头
多、粪便污染水体严重的情况，加快了
码头公厕建设，并开展了水上船舶粪便
管理科研攻关。

带着省委、省政府的关怀，2009 年
10 月，时任省财政厅党组书记、厅长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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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次踏上这方熟悉的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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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君山区委区政府高度重视人民健
康，结合美丽乡村建设，大力实施“健康
君山”战略，全面贯彻落实《血吸虫病防
治条例》，紧紧抓住“国家重大科技专项
洞庭湖区血吸虫病防治示范区建设”
“部省联动血防项目”和“湖南省血防综
合试点”等项目实施契机，认真落实以
传染源控制为主的综合防治策略，“治
小虫、活经济、建新村”已成为全区上下
每个人的自觉行动。

目前，全区累计完成改建三格式卫
生厕所 3.1 万个、 沼气池 2.96 万个，建
码头公厕 12 座， 船舶有底厕所已开始
试用， 全区卫生厕所覆盖率达 100%，
无害化厕所覆盖率达 98%。

截至 2018 年底，君山区血吸虫病
筛查率达到 90%以上， 而未查获当地
感染的病人， 疫点处置率达 100%，药
物灭螺覆盖率达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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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
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与君山区委、区
政府负责人及省市血防专家共同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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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牛羊禁养之路，经历了漫长的
过程。 ”君山区卫生局副局长、血防
办主任柳会祥说。 2007 年和 2008
年，君山区实行定点圈养，选择两个
村各建一个能饲养 500 头牛栏舍圈
养点，集中散户的牛、羊入圈喂养，
血防部门每年给予一定补贴， 这在
当时起到了一定作用。

2008 年至 2009 年， 君山区试
行定点放牧。 在长江干堤垸外洲滩
建设了 4 个定点牧场， 引导江湖沿
线乡村的散养户将牛羊集中到划定
的牧场放养。 2009 年至 2010 年，
该区实行围栏封洲。 对垸外重点有
螺洲滩设置铁丝网，阻止牛羊进入。

2011 年，在省财政厅联点工作

组成员指导下，柳会祥撰写了《控制
传染源，消灭血吸虫病》的方案，这
一年开始，君山实行牛羊全部禁养，
被誉为“君山模式”，在全省推介。

“牛羊全部禁养”，对于当地村
民无疑是晴天霹雳。 当时血吸虫病
泛滥，村民没有劳动力，只能靠放养
牲畜谋得一点收入。 可君山养殖牛
羊数量大，且大多是肉牛，常年在洲
滩敞放，血吸虫感染率高，畜粪污染
严重， 成为扩散和加重疫情的主要
因素。 村民不理解、不让步，血防部
门只好三番五次上门做工作。

引导与监督相结合， 效率大幅
提高。区血防办督查组万卫、徐明等

从 2016 年 7 月 2
日起， 每天 7 时就上大

堤，阻止牛羊进入草场。 他们
还分地域配备协管员， 采取基本工
资和绩效奖金制。民间的自我监督，
间接缩短了禁牧进程。

对牛羊淘汰， 该区统一补助标
准。 大牛 1200 元一头，小牛 700 元
一头， 大羊 300 元一只， 小羊 170
元一只。 全程公示， 从干部近亲做
起，接受社会监督。 养殖户出路以自
主选择为主， 政府在产业转型上给
予引导和扶持。

蔡国兴、 庞玉环回顾封洲禁牧
的历程感慨不已： 别看牛羊淘汰实
际执行期只有 4 个月， 前期各级联
动，在与养殖户交心、取得理解和支
持期间，所显示的耐心和细心，是省
财政厅联点组和君山干部执行能力
的一次大考验和形象大展示。

岁月如烟， 省财政厅对君山的
感情从没有淡化过，而且越来越浓、
越来越深。 他们的帮助已不局限于
血防。 为了帮助君山区解决农场体
制改革历史遗留问题， 先后多次向
省委省政府、国家财政部汇报情况，
争取政策支持， 帮助君山区争取财
政基数、解决了教师工资欠发、农牧
职工养老保险、 区综合医院建设等
一系列发展难题。

2018 年 7 月，省财政厅副厅长
庄大力带领厅社保处、 农业处相关
负责人来君山区督导检查血防和防
汛工作， 考察了君山区垸内东闸沉
螺池工程、 长沟子村血防综合治理
工程等项目。 他语重心长地说，君山
区多年以来一直是省财政厅血吸虫
病防治联系点， 省财政厅充分发挥
部门职能作用，努力克服困难，积极
筹措资金， 支持君山区消除血吸虫
病、推动产业转型发展。 希望君山区
委区政府进一步巩固提高血防效
果，扩大战果，树立血防标杆作用。

2018 年，是不平凡的一年。 在
省财政厅指导下， 君山血防工作有
了新亮点。 君山区委书记谢胜、区长
李勇、 副区长周志辉等多次调研血
防工作， 把牛羊淘汰后防复养反弹
与养殖户产业转型纳入区政府重点
关注工作来抓，多次召开专题会议，
进一步强化了区防复养督查工作小
组的职能，夯实部门配合。 区督查组
每月不定期督查各乡镇， 采取进村
明察暗访的方式开展工作， 每季度

一通报，工作成绩纳入“四区”考评，
并采取村民举报的形式防止牛羊复
养。 使全区真正做到了无复养、洲滩
禁牧率达到了 100%，是实现无当地
新发病畜的有力保障。

该区基层专业技术人员严格按
照卫健委疾控局《血吸虫病消除工
作规范》 的要求， 严格遵守操作规
程， 采取进村设点、 进村入户等形
式，对全区居民开展精准查治。 达标
考核查病严格执行整群随机抽样的
标准，77 个村采取以村民小组为单
位整群随机抽样，对 6 岁至 65 岁的
常住人口，先采用血清学方法检查，
阳性者再采用尼龙绢集卵孵化法检
查， 每个行政村检查的总人数不少
于 1000 人，不足 1000 人从邻近村
补齐， 血检和粪检受检率均在 95%
以上，血检阳性者全部粪检；对超过
1000 人以上的常住居民，对 6 岁以
上的采取询检过筛、 询检阳性者再
血检、 血检阳性者再粪检的方法查
病；对重点人群，采取直接血检、血
检阳性再粪检的方法查病， 全年不
少于 2 次；扩大化疗，对所有询检阳
性、血检阳性居民全年化疗 1 次，重
点人群全年化疗不少于 2 次。

为了达到传播阻断、 顺利完成
省市两级达标考核验收， 在进一步
加强血防机构能力硬件建设的同
时， 君山区血防部门有计划引进专
业技术人员， 同时加强了对现有中
青年业务骨干的培训， 开办了 4 次
专业技术人员业务学习和服务质量
提高培训班。

优秀血防人李石桂值得一提。
1983 年，李石桂以优异成绩毕业于
湖南中医学院， 服从分配进入偏远
的君山农场广兴洲血防站， 负责医
疗与防治工作。 2009 年，李石桂与
省市专家联合提出了中德合作《中
国西部省份医疗体系现代化建
设——湖南省岳阳市洞庭湖区血吸
虫病防治项目》。 在省市专家指导
下，他独立完成了《湖南省省部联合
防治血吸虫病行动方案———君山项
目书》。 2010 年，正是“十一五”重大
科技专项发展时期， 他再次与有关
专家合作提出了《洞庭湖区防治血
吸虫病综合示范区建设———君山子
项目方案》。 2017 年，其论文获得国
家行业的二等奖。 他是全省县级血
防单位唯一获得此殊荣的个人。

“君山血防的成绩，不是靠做资
料做出来的， 而是数百名血防人无
悔的坚守、 不懈的努力奋斗出来
的。 ”咬定目标不放松、一直自我加
压的君山区卫生局局长郭三涛说。
几年来， 君山区旅游景点银沙滩日
最高游客接待达 5000 人次，没有发
现一例感染血吸虫；“东方之星”救
援中，当地打捞队伍，成千上万人接
触疫水，没有一人感染血吸虫；境内
铁路、高速公路建设工地，每天有来
自全国各地的上千名工人接触洞庭
湖水，也未发现新感染病人。

结交在相知，骨肉何必亲。 柳会祥见证了
李友志 22 年长期跟踪、调研、指导、推进血吸
虫病治理的艰难岁月。李友志也越来越了解君
山、理解君山，他对君山的赤诚之心愈来愈浓。

一次，李友志走访君山，离开时区领导请
他吃饭，他婉言谢绝。“等退休了，我再来团州
吃一次藕。 那时，小柳来陪就行了。 ”他说，“不
对，是老柳。 ”老柳就是柳会祥。

“我家的表叔数不清，没有大事不登门。 ”
这是京剧《红灯记》里铁梅姑娘的唱词。 其实，
也适应于君山血防人、晚血患者对财政厅相关
负责人的情感表达。

省财政厅联点帮扶君山血防工作 22 年，
沉淀了疫情控制达标、传播控制达标、传播阻
断达标 3 个重大历史事件和一批心系君山、情
洒乡亲的人民公仆。

从 1997 年到 2008 年， 财政厅先后有李
友志、 李良田等厅领导带领处室负责人杨海
霞、刘豪深入君山，推进沟渠硬化、改水改厕、
涵闸改造、晚血救治 4 大工程，期间，全国血防
会议在岳阳成功召开，君山区为会议提供了参
观现场；国家林业局副局长祝列克兴致勃勃到
君山调研。

2009 年至 2013 年，在传播控制达标的历
史新征程中，时任省财政厅领导李友志、史耀
斌、石建辉、欧阳煌率杨海霞、刘豪、何伟文、黄
安、黄杰等处室负责人前赴后继，艰苦奋斗，全
力推进安全牧场、定点圈养、封洲禁牧、沟渠硬
化、改水改厕、新农村建设等主要工程。 而其
间，国家卫生部副部长尹力、农业部副部长高
鸿宾先后来君山调研；国家血防“十一五”重大
科技专项也落户君山。

欲穷千里目， 更上一层楼。 2014 年至
2018 年，省财政厅携手君山区委区政府，打响
了传播阻断达标攻坚战，战役措施为以控制传
染源为主、控制钉螺并重的综合防治，依然是
一系列战斗激烈打响———淘汰牛羊， 全域禁
养，帮扶转产，硬化沟渠，改水改厕，推进新农
村建设，建立长效防复养反弹机制，建设健康
君山和生态君山。 时任财政厅负责人郑建新、
石建新、欧阳煌、庄大力、何伟文，率余寿昌、黄
安、徐蓉、黄杰 4 人，同心同德，实干苦干，为健
康君山、生态君山贡献了他们全部的智慧和情
感。

春风化雨， 君山会记得：2014 年至 2016
年，该区淘汰牛羊，农民放牧成为历史。

春华秋实，洞庭会记得：2018 年，君山区
在全省第一个率先整区实现传播阻断达标！

“问世间情为何物，直教人生死相许。 ”这
是著名文学家元好问《摸鱼儿·雁丘词》中的名
句。 在金庸武侠名著《神雕侠侣》中，为情所困
的李莫愁常常会引用此句。省财政厅联点君山
血防工作组本与君山非亲非故，他们似乎从来
也未为情所困，而是一任接着一任干，用责任
浇铸丰碑，用心血书就“情怀”。

大爱无疆！

攻 坚

突 破

跨 越

丰 碑

美 景

（本版图片除署名外均由君山区卫生局提供）
兴林抑螺

淘汰羊现场。 王爱国 摄

君山
血防站药
物灭螺。

黄岸村牛羊
淘汰后产业转型
养殖禽类一角。

绿染君山。
徐典波 摄

君山区大桥建设工地血防知识现场宣教。

省财政厅君山区血防联系点项目防治成效评估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