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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刘建光

浏阳市葛家镇新修建的府前路旁， 一栋红
墙蓝瓦的4层楼房格外醒目。 这是2018年12月
刚投入使用的镇卫生院。

2月9日，细雨飘飞，寒风拂面。卫生院门口
的液晶显示屏上，“祝大家身体健康、新年快乐”
新年祝福语，散发着春节的喜庆。走进医院，窗
明几净，门诊大厅和住院部，都悬挂着庆贺春节
的红灯笼和彩带。透过落地玻璃，可以看到值班
医务人员一脸和气， 正在为三三两两的病人看
病、抓药，一片暖人场景。

温暖，既来自于医务人员的热情服务，也来
自于医院新装的中央空调。 该医院是浏阳市首
家安装了中央空调的乡镇医院。

病房里，金源村响堂弯组村民、85岁的郑桂
香正躺在床上吸氧，儿子儿媳等陪伴在旁边。她
患糖尿病20多年，去年开始出现并发症，几度
在镇卫生院住院治疗。 她于腊月二十七住进医
院，在医院过的年。和她一样住在医院过年的，
还有11位病人。

“医生都熟悉我母亲的病情， 待人也很亲
切。病房里24小时有热水、直饮水，有大液晶电
视，还有中央空调，这里比家里还暖和！”对新医

院，郑桂香的家人连声赞好。
卫生院1971年搬到镇上时，只有一栋400多

平方米的平房，医务人员才10人。设施简陋，条件
艰苦，只能看门诊，直到1975年才设了住院病房。

“当时没病床，我父亲经常把他自己休息用
的竹睡椅让出来，当病床用。”在医院工作了28
年的退休中药师邱凤姣回忆。 她父亲曾是医院
有名的中医。

1991年至1995年，医院自筹资金，发动员
工义务劳动，先后建起了医用房、综合楼、家属
房各一栋。医院的条件得到明显改善，病床达到
20多张，员工也增加到了20余人。

“当时医院建房平整地基、装卸建筑材料，
都是职工义务劳动完成， 不少人手上都磨起了
血泡。可以说，医院的每一步发展，都是职工艰
苦奋斗出来的。”回忆起当时的创业，曾任院长
12年的退休医生杨菊华仍感叹艰难。

医院硬件在改善， 医疗服务水平和能力也
在提升。1992年， 医院在全国率先推出了乡村
医疗一体化改革， 实行乡村医生统一管理、8个
乡村医疗点统一建设、药品统一采购发放等，使
医疗点得以规范， 杜绝了假冒药品的出现。为
此，医院成为浏阳市的一面“红旗”，曾连续12年
被评为卫生工作先进单位。

近年，得益于国家医联体建设的相关政策，
医院和中南大学湘雅一医院、浏阳市人民医院、
浏阳市中医医院等单位建立了皮肤专科、影像、
心电远程会诊等联盟体， 使医疗服务能力得到
明显提高，基层首诊率达48.6%。由长沙市优秀
医生宋伟坐诊的皮肤科， 成为远近闻名的特色
专科，不仅服务本地患者，还吸引了集里街道、
镇头镇等邻近乡镇街道甚至长沙县、 株洲等地
的患者前来就诊。

由于医院所处地方狭小， 已无发展空间，3
栋医用房处在不同坡度的山坡上， 有一定的安
全隐患。2018年， 医院被列入长沙市民生实事
工程项目，进行了整体搬迁。

新医院总投资1500万元，采用医养结合的
理念设计，建筑面积5803平方米，其中医疗业
务用房3012平方米，比原来增加了1000余平方
米。医院的设备设施更是上了一个台阶：医疗服
务楼安装了中央空调和电梯， 每间病房均有独
立卫生间、中心供氧、传呼器等设施，还新添了
DR、彩超、全自动生化仪等先进的诊疗设备。

“国家的改革政策，加快了基层医疗机构的
发展。作为乡镇卫生院，我们要给人民群众提供
更便捷、更舒适的服务。”谈及医院的发展，院长
罗忠爽朗的话语中，透着一股自豪与自信。

湖南日报记者 奉永成

2月12日，农历正月初八，农村年
味正浓， 村民忙着走亲访友， 请客吃
饭。

这天一早， 位于慈利县东岳观镇的
湖南上品生态养殖有限公司订货电话便
响个不停。订单太多，公司人手不够，董
事长刘涛亲自上阵， 开着装满鸡蛋的小
货车去送货。

今年38岁的刘涛有点消瘦，但器宇
不凡，上车、点火、提速一气呵成，俨然一
位常年送货的“老司机”。

一路上， 乡亲们纷纷跟他打招呼：
“刘总， 生意兴隆。” 刘涛高兴地一一回
应：万事如意、新年大发。

在等客户取货的空当， 他点开手机
上的“亚马逊书城”看上两页，最近他正
在阅读《中国不一样》。

别看刘涛年纪轻轻，经历可不一般：
农家子弟、北大毕业、年轻的副县长、辞
职创业、公司高管等。

1981年，刘涛出生于张家界市慈利
县东岳观镇跑马村。跑马村，地处武陵山
脉东部，距离省会长沙约280公里，山路
沿着峭壁和河畔一折一弯， 似乎在告诉
路人，要走出这重重大山有多么不易。与
众多农家子弟一样，刘涛也是靠“读书改
变命运”———1999年，18岁的他从慈利
一中考上了北京大学， 成了乡亲们激励
孩子奋发图强的榜样。

2003年，刘涛大学毕业，参加湖南
省选调生考试， 考上了张家界市永定区
双溪桥乡办公室秘书的职位。 工作1年
后， 他又考进了共青团张家界市委。翌
年， 刘涛被调往共青团湖南省委工作。
2008年，刘涛被团省委推荐到湖南省委
统战部学习， 并就此留在了湖南省委统
战部工作。

从一个乡镇公务员一路顺畅进入省
城，并进入湖南省委统战部，刘涛的仕途
可谓一帆风顺。

2012年10月，31岁的刘涛赶往常德
市临澧县上任， 成为当时当地最年轻的
副县长，分管工业、安全生产等工作。

2015年，当不少人纷纷向他投来羡
慕的目光时， 刘涛作出了一个惊人的决
定：辞职务农。

“一个人的价值，不取决于他所处

的位置， 而取决于他努力的方向。”如
今，提起当时辞职的举动，刘涛一点都
不后悔。

在临澧工作的时候，刘涛深入农村，
作了很多调研， 也有了更深入的思考。
“国家有很好的政策，但如果农村没有人
带头发展实业，农民没有尝到甜头，他们
仍然会流失， 农田依然会抛荒， 留守儿
童、 空巢老人的问题仍然得不到解决。”
刘涛说， 自己也算是农村走出来的“能
人”，理应成为农民的带头人。

辞职后， 刘涛在老家东岳观镇跑马
村流转100亩土地种植红心猕猴桃，决
心带领村民共同致富。 但由于不懂技术
和管理，首次创业以失败告终。

“创业就是一个不断试错、持续成长
的过程。”刘涛说。随后，刘涛加入佳和农
牧股份有限公司，担任公司高管。他虚心
学习企业管理经验和养殖技术。2017年
底，刘涛应北大校友戴立忠的邀请，加入
湖南圣湘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担任董事
长助理。

去年，当国家提出乡村振兴战略时，
刘涛再次萌发了回乡创业的念头。“乡村
振兴，离不开人才的支撑。”这一次，刘涛
的创业更务实， 他与人合伙投入200万
元， 在东岳观镇南岳村流转100多亩山
地，成立湖南上品生态养殖有限公司，当
起了“鸡倌”，专心养鸡。

第一批鸡上市时， 刘涛亲自拉到集
市上叫卖，引来不少人围观、购买。有知
情者笑称他“‘县官’变‘鸡倌’”。

“上品生态”在市场上声名鹊起，刘
涛的生意日渐红火， 去年公司销售鸡和
鸡蛋210余万元。

2月4日，农历除夕夜，几位亲友一
起到刘涛的养鸡场来团聚， 刘涛开怀
畅饮， 大发感慨：“养鸡这条路算是走
对了。”

春节假期，刘涛比平时更忙。不断
有乡亲们过来购买鸡和鸡蛋； 很多在
外打工的年轻人也过来询问， 想跟着
刘涛一起干。村里的党员提议，请刘涛
担任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带领村民们
共同致富。

“你看， 这两边的地都可以利用起
来。”站在养鸡场的山头上，刘涛意气风
发。今年，他希望将更多抛荒的地都利用
起来，让更多的青年人都回来创业。

湖南日报记者 鲁融冰 通讯员 陈智勇 范晖

2月12日清晨， 汉寿县辰阳街道纽口河社
区， 成片的蔬菜沐浴在春雨中， 吸收着天地之
气。

穿过这片静谧的绿海， 记者走进汉寿县恒
有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见公司总经理王理正撸
起袖子，带着工人将新鲜白菜打包、装车。当天，
有20吨货发往怀化的几家大超市。

新年“开门红”，王理乐得合不拢嘴，他忙里
偷闲拍下小视频发到朋友圈———“一路走来，我
们因菜结缘；未来即来，我们一起追梦”。

王理是汉寿人。1997年， 他和很多同龄人
一样，高中毕业南下深圳务工。每月拿着固定的
薪水，日子似乎一眼就能望到头。工作5年后，他
辞职到深圳罗湖区开了一家美发店。

2007年，老家白菜滞销，大部分烂在地里。听
着电话里父母焦虑的声音，王理心里很不是滋味。
就近到几个农贸市场打听一番后， 他产生了一个
大胆的想法：拖一车白菜到深圳来试试。

两天后，20多吨白菜运抵深圳布吉市场，王理
开始为卖菜忙碌着。“能为家里分忧， 吃点苦不算
什么。”王理回忆，因人生地不熟，为了找个位置停
车卸货，他和当地商贩发生冲突，差点打了起来。
后来，通过老乡调解才化解了纠纷。

王理苦中有乐的是， 老家的白菜在市场上
很抢手，一车菜一个晚上就卖光了。除掉运输等
成本，赚了6000多元。这样，处理完自家20多亩
地里的白菜后， 王理和父亲又开始收购别人家
的白菜，尽力为乡亲们减少损失。

卖菜期间，王理发现，汉寿白菜的品质得到
了市场认可， 有几次出现了买家围着他的货车
抢购的情况。

小小蔬菜，大有文章可做。2008年，王理离开
打拼多年的深圳，回到家乡发展蔬菜产业。

但当年发生的一场特大冰灾， 给这个信心
满满的年轻人当头一棒。“我请来的两台货车，
在去深圳的高速公路上，被堵了7天7夜，司机在
电话里急得哭。”王理至今记忆犹新。

在困难中熬过了这一年，王理迎来创业的春
天。他流转土地上千亩种菜，并结合市场需求，新
增了菜薹等热门品种，直销深圳市场。

为寻求更大发展，2014年， 王理创办了汉
寿县恒有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建起了蔬菜深加
工车间。他说：“我只是个普通菜贩子，轻易就能
被别人取代，所以必须尽快转型。”在山东一家
企业帮助下，王理的公司开始种植、加工出口到
新加坡、马来西亚的菜心。

2015年，王理在深圳考察期间，一个外商
来到他的档口， 通过翻译对白菜帮子进行细致

了解。 此人名叫李炳兴， 是韩国一家公司的会
长。“国内无人问津的白菜帮子， 居然也能变废
为宝！”这次交谈，让王理进一步了解了巨大的
海外市场。

在汉寿县委、县政府支持下，县商务粮食局
副局长李雅蕻带队， 为王理的公司申报自营进
出口资质以及出口蔬菜基地备案， 没多久便将
证件办下了。 此后， 汉寿白菜大步走出国门。
2018年， 王理的公司销售蔬菜接近7000吨，其
中出口达到5500吨，比上年增长20%。

饮水当思源。王理深知，自己取得的成绩与
乡亲们的支持密不可分。2016年， 恒有农业牵
头成立合作社，与当地180多户农户签订合同，
统一供应种子、肥料并提供技术，种出来的蔬菜
由公司负责收购。

“尽管公司自有1700亩种植基地，但他还
是会优先收购我们的蔬菜， 不让社员吃半点
亏。”合作社社员李师傅告诉记者，王理做事厚
道，很得人心，去年大家跟着他干，亩产值达到
了1400元。农忙时节，公司每天还为当地村民
提供务工岗位180多个。

随着视野不断开阔，王理清楚，恒有农业想
要走得更远更顺， 关键是要将汉寿蔬菜的招牌
擦得更亮。 去年10月19日举办的中国·汉寿第
三届蔬菜节，王理特意将韩国客商邀请过来，向
他们详尽推介当地蔬菜。

“今年，我们将加大资金投入，着重提升蔬
菜品质，拓展更大的国内外市场。”王理说。

通讯员 彭展 湖南日报记者 王晴

万里长江， 奔腾不息。2月10日，正
月初六。上午8时不到，王磊就来到位于
长江岳阳道仁矶段的长江边码头上班。
其时， 停靠在3号、4号趸船旁的两艘驳
船正在接卸原油。

王磊今年36岁，是中石化巴陵石化
储运部道仁矶储运车间码头班员工。前
不久，王磊和同事一起入选湖南省队，参
加第十届全国交通运输行业水路危险货
物运输员职业技能大赛，取得全国第20
名的好成绩，荣获“全国水路交通技术能
手” 称号， 也当选巴陵石化季度新闻人
物。

长江湖南段163公里岸线， 全部在
巴陵石化所在的岳阳市辖区。 地处长江
畔，人们常用“风大三级、温差三度、人黑
三分”来形容道仁矶储运车间环境特殊、
工作艰苦。

“我到码头班工作一晃就有7年了，
从什么都不懂的‘菜鸟’成长为主操，多
谢车间领导和身边同事给予我的帮助。”
踏着趸船台阶，王磊边走边说。

两艘油驳接卸的都是进口的“阿姆
娜”原油。停靠在3号趸船上的油驳已收
完6个舱，正在收8号舱；停靠在4号趸船
上的油驳2号舱正在加水加温。 迎着江
风， 王磊从3号趸船巡检到4号趸船，仔
细查看收舱情况。

十多年来， 码头班创造并保持着寓
意厉行节约、艰苦奋斗的“挖底油精神”。
“每一滴原油资源都非常宝贵。我们在平

时工作中， 想得最多的就是安全清洁生
产，用最低的消耗接卸原油，为呵护好一
江碧水尽职尽责。”王磊表示。

“去年，车间的趸船码头按国家最新
标准进行检修改造并通过验收， 随时接
受长江航运及岳阳海事部门的监管。”道
仁矶储运车间主任余文辉介绍，“所有物
料船舶靠岸接卸物料或装载油品外运，
我们都严格执行清洁生产作业规程，加
强监管。”

“保护中华民族的母亲河，我们有义
不容辞的责任！”王磊说，每天上班，他和
同事都要沿着长江大堤巡检一遍，“既要
了解当班作业进展， 也要看看航道周边
过往船舶运行情况。如果发现异常，就要
第一时间报告。”

“去年，车间趸船码头做了进一步改
造，一是改造了电源，外来船舶可直接接
用安全可靠电源，无需自带发电机发电；
二是实行生活污水全回收改造， 不仅要
求物料‘零泄漏’，也确保生活污水‘零排
放’至长江。”余文辉说。

2018年，道仁矶储运车间推行岗位
技能“人人过关”，完成物流量211万吨，
同比增加19万多吨， 保持了安全清洁生
产，节能降耗价值上百万元。其中，王磊
和同事优化创新9项无水卸驳措施和5项
降低蒸汽消耗措施，效果明显。

“只有平时杜绝‘低老坏’，养成‘严
细实’习惯，才能经得起风浪，应对好考
验。新的一年，我们有信心为原油安全高
效接卸、 呵护好一江碧水贡献自己的一
份力量。”王磊说。

“这里比家里还暖和！”

湖南日报记者 陈鸿飞
通讯员 阳新 张奇平 邹高峰

2月12日上午， 记者来到衡南县冠市镇黄
竹村采访， 村里依山而建的一栋100多平方米
的猪舍吸引了记者的目光。

循着猪叫声，记者走进猪舍，一个中年男子
正在打扫卫生。 打扫干净后， 他把饲料倒进猪
槽，20多头猪争相抢食。

这个中年男子叫朱新辉，今年48岁，是村
里的养猪大户。他身高1.7米左右，身体偏瘦，理
着平头，面色红润。不过，他的两只眼睛患先天
性白内障。“我的双眼视力不足0.1，只能看到眼
前一尺远的地方。”朱新辉说，他喂猪时，看到的
猪也是模模糊糊的。

“去年共出栏生猪43头， 现存栏生猪26
头。”朱新辉告诉记者，从去年下半年开始，衡阳
市场生猪销售价格大幅下跌， 好在他有些经营
头脑，去年上半年行情上扬时，他出栏了一批生

猪，略有盈余。“村里还有3户养殖大户，下半年
生猪出栏，刚好碰到价格下跌，都亏了本。”朱新
辉说，生猪市场也像潮水一样，有涨有落。

知情人介绍，朱新辉养猪一路走来，十分不易。
1971年出生的朱新辉， 患先天性白内障，

从小到大看东西模糊不清，走路东倒西歪，时常
摔得鼻青脸肿。

“我3岁时父亲因病去世，15岁时母亲因意
外事故去世。 我由于眼睛天生残疾， 没有上过
学。”朱新辉说，他从16岁起，先后种过田、拖过
板车、在基建工地打过小工。2014年，他被定为
建档立卡贫困户。

穷则思变。2015年3月的一天，朱新辉来到
冠市镇养殖大户罗老板的猪场参观， 看到几百
头生猪竞相抢食，十分欢喜，产生了自己创业的
念头。“那几年，生猪市场销路好，养殖户都赚了
钱。”朱新辉希望，能借此脱贫致富。

2015年4月， 朱新辉从亲友处借来3万元，
建猪舍、买猪崽、购饲料。但对朱新辉来说，养猪

并不容易。他视力不好，给猪喂食时，提着潲盆，
只能一小步一小步摸着墙壁走。“小猪一天天长
大，我吃点苦也值得！”朱新辉说，当年他出栏生
猪50多头，收入2.8万元，一举摘掉了贫困帽。

创业路上，风险防不胜防。去年初一场意外
的大火， 烧毁了朱新辉的猪舍， 还烧死了57头
猪。“当时，我急得大哭，一年辛苦打了水漂。”朱
新辉说，养猪风险大，遇到意外事件，自己本钱
少赔不起，心里打起了退堂鼓。正当他一筹莫展
时，镇党委副书记、镇扶贫办主任陆高峰与村支
部委员蒋存秀等镇村干部纷纷为他打气， 并捐
款相助。去年5月，陆高峰主动与当地农商行联
系， 帮助朱新辉申请到小额扶贫贷款3万元，解
了燃眉之急。很快，朱新辉买来红砖、杉树、青瓦
等建筑材料，建了一栋新猪舍。

生猪养殖，病害防治要摆在第一位。“去年10
月上旬，有些地方发生猪瘟，养殖户损失严重。”朱
新辉告诉记者，那段时间，为了防治猪瘟，他一天
至少打扫猪舍3次，用清水冲刷猪栏，及时开窗通
气，避免疫情发生，养的猪头头膘肥体壮。

朱新辉身残志坚，靠勤劳双手艰苦创业，成
为当地脱贫致富的榜样。去年，他被衡阳市评为
“自主脱贫示范户”。

“摸”着养猪成大户

汉寿招牌菜，大步出国门

不当“县官”当“鸡倌”

呵护好一江碧水

刘涛在养鸡场内喂鸡。 通讯员 摄

2月11日， 道县工业
集中区凯新鞋业生产车
间，工人在加工运动鞋。春
节假期结束后， 道县众多
企业纷纷复工生产， 力争
新春开门红。
蒋克青 唐伯靖 摄影报道

新春开工
生产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