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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肖军 雷鸿涛
通讯员 彭宏高 彭云龙

11月26日， 新晃侗族自治县人民医院重
症监护室,87岁的杨文钦在这躺了400多个日
夜。其女儿告诉记者，刚进ICU，神志恍惚的杨
文钦还对护士说：“给我分几个病人过来。”

500米外的一栋简陋民居里，86岁的医生
扎西志玛见到客人到来，笑容满面。老人患有
阿尔茨海默病，忘记了很多过往的片段。剥了
一个橘子递给记者后， 突然说：“我还想给病
人看看病。”

杨文钦、 扎西志玛夫妇是县人民医院的
退休医生。1968年， 他们做了一个重要抉择：
从北京的大医院回到新晃的小卫生院。 从此,
他们扎根侗乡50载， 湘黔一带的老百姓亲切
地称他们为“侗乡大医”。

离开京城回新晃———
到祖国最艰苦的地方去

1932年， 杨文钦出身在新晃一个农民家
庭。小时候，因为缺医少药，他的两个弟弟感
染痢疾去世，当一名医生成了他儿时的梦想。

1956年，杨文钦被保送到北京医学院（现
北京大学医学部）， 成为侗乡走出的第一个

“北大生”。读书期间，他遇到了来自四川康定
的藏族姑娘扎西志玛，两人一见钟情。

毕业前夕， 杨文钦和同学们聚在一起击
掌立誓： 到祖国最需要、 最艰苦的地方去。
1961年大学毕业，杨文钦的志愿填写：回民族
地区服务。由于统一的安排，杨文钦、扎西志
玛分别被分配在北京医学院附一医院（现北
大医院）、北京友谊医院。期间，两人结为夫

妻。
“父亲有一次回家探亲，看到家乡医疗条

件落后，坚定了回来的信心。”杨文钦的女儿
杨京华说，1968年，父母毅然做出抉择：从北
京回到新晃，到县里最困难的地方当医生。

回到新晃， 两人来到了偏远的扶罗镇卫
生院。“这里原来仅有一间旧平房，6张病床。”
扶罗镇卫生院原院长彭显煌回忆。

肾囊肿手术， 是杨文钦来扶罗镇做的第
一个手术。 没有手术灯， 便借来演出的照明
灯，没有麻醉师，杨文钦决定自己做麻醉。

手术很成功，消息很快在侗乡传开了：从
北京来了个大医生，厉害！

条件差、缺设备，杨文钦回北京找“老东
家”求援，运来了手术照明灯、手提式麻醉机
等设备。一时间，镇卫生院的设备和名气超过
了县人民医院。在镇上，杨文钦主刀，扎西志
玛做麻醉师,400多例小手术， 没有一例出过
问题。

为了让偏远地区村民更方便地得到救
治，夫妻俩经常进村入户，送医上门。

一次，丈溪村一位产妇难产。夫妻俩连夜赶
到产妇家中，做剖腹产手术。因为滞塞产道时间
太长，婴儿面色青紫，没了呼吸。扎西志玛毫不
犹豫地俯身吸出了滞留婴儿肺部的羊水。 一声
响亮的啼哭打破夜的宁静，婴儿得救了。

推动医院创一流———
条件越简陋，越不能当逃兵
“父亲曾说，这里的条件越简陋，说明病

人越需要他，越不能当逃兵，否则对不起党和
国家的培养。”杨京华说。

1973年，杨文钦、扎西志玛调到新晃人民
医院。10年后，杨文钦任院长。

当时的医院只有内科、外科、住院部3
个业务科室，年终考核常名列当时的怀化
地区县级医院末尾。

“有条件上，没条件就创造条件上。”
当上院长不久，杨文钦借鉴北大医院的管
理方法， 把医院业务科室细分为内科、外
科、妇产科、小儿科、五官科等10余个科
室。扎西志玛凭着过硬的医术和良好的口
碑走上妇产科主任的岗位。

走科技兴院之路。 杨文钦四处筹钱，

在全地区率先购进CT机、大型X光机。还选送
医院骨干到北大医院等知名医院学习。 他为
新晃人民医院培养的人才中，4人有正高职
称，10余人有副高职称，50余人有中级职称。

经过10几年努力， 杨文钦把一个在怀化
地区常年居末位的小医院， 办成湘黔边界数
一数二的现代化综合医院， 临近贵州的老百
姓都慕名前来就医。

在医院，多次写入党申请书后，二老加入
了中国共产党。“我们要对得起共产党员这个
光荣称号，全心全意为病人服务。”扎西志玛
对丈夫说。

二老如今仍住在简陋的平房里， 生活十
分简朴,家里看不到豪华的家电，沙发已显得
陈旧。

虽然大学同窗多是院士、博导、教授等业
内专家,但杨文钦、扎西志玛夫妇并没有为此
落寞， 因为他们已在侗乡的医疗史上造就了
另一座高峰。

耄耋之年不停歇———
直到病重前，他们仍坚守门诊
1996年，夫妻俩退休后，许多外地的医院

伸出橄榄枝，以高薪聘请他们去坐诊，他们都
婉言谢绝了。 他们选择返聘继续留守县人民
医院。

2013年7585人、2014年6196人、2015年
3990人、2016年2640人、2017年1771人……
这仅是县人民医院统计的杨文钦、 扎西志玛
夫妇门诊挂号人数。

新晃人民医院副院长黄新国说， 夫妇俩
被称为医院的“院宝”，找他们看病的人是最
多的,他们总是认真看完每个病人才下班。

心脏里装了两个支架， 身体一年不如一
年， 直到2018年下半年杨文钦病重住院前一
天，他们仍坚守在门诊一线。

夫妻俩感情好出了名。 退休后的他们常
常在落日的余晖下，手牵手从医院步行回家。
杨文钦曾深情地对扎西志玛说：“我们生活上
是甜蜜伴侣，工作中是黄金搭档。”

50余年来， 夫妻俩走遍侗乡700多个侗
寨，挽救了无数生命。杨文钦、扎西志玛曾荣
获全国最美医生、中国好人等荣誉称号，其家
庭被评为全国文明家庭。

� � � �湖南日报11月28日讯 （通讯员 刘平
袁伟红 记者 颜石敦）“来水啦！ 来水啦！ ”
11月下旬， 汝城县马桥镇外沙村银行口自
然村村民，看着水龙头哗哗流下的自来水，
开心地笑了。

因为项目施工不慎将120米自来水管
挖断，造成银行口自然村停水。外沙村党支
部书记郭玉凤知道情况后， 立即召集施工
方及村民代表商量对策， 组织人员进行抢
修。 村民对郭玉凤雷厉风行的工作作风称
赞不已。

汝城县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
题教育以来，严格按照“守初心、担使命、找
差距、抓落实”的总要求，聚焦贫困地区义
务教育阶段儿童辍学问题、 贫困人口基本
医疗保障问题、 贫困户基本住房安全和贫
困人口安全饮水问题、 贫困县脱贫摘帽后

政策落实问题等发力， 着力解决人民群众
饮水难、看病难、办事难。

该县推行城乡供水一体化、 县老城区
供水管网改造项目， 实施农村安全饮水改
造提升工程， 彻底解决80个贫困村和137
个非贫困村的饮水用水问题。 实行贫困人
口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个人缴费财
政补贴政策， 做到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参加
基本医疗保险、扶贫“特惠保”全覆盖。落实
“先诊疗后付费”、“一站式” 窗口结算和提
高住院费用个人报销比例政策， 切实减轻
患者就医垫付压力和经济负担。按照“三集
中三到位”原则，53个单位（企业）的1372项
行政审批及公共服务事项全部进驻政务大
厅,实行行政审批“一次办结”改革，打通政
务服务的“最后一公里”，让群众办事“最多
跑一次”。

� � � � 湖南日报 11月 28日讯 （见习记者
肖霄 通讯员 阳望春 肖颖 ）“主题教育
得民心，‘三一’ 机制挖穷根。 山歌更甜家
更美，苗乡群众谢党恩……”11月20日，城
步苗族自治县汀坪乡古田村村民杨小花
用一首山歌，唱出了苗胞摆脱贫穷的喜悦
和感激之情。 在党员的结对帮扶下，杨小
花通过贴息贷款入股企业分红、种植青钱
柳等门路，日子越过越红火。

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
以来，城步推行“一个支部引领发展一个
产业、 一名支部书记引领一个经济组织、
一名党员结对帮扶一户贫困户”的“三个
一”机制，着力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
垒作用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激发全县
基层党建活力，助力脱贫攻坚。

该县明确村党支部引领产业发展的
主体责任，实现“一村一品”“几村一品”，全

县87个贫困村和其他村（居委会）均培育起
主导产业，苗香梨、猕猴桃、奶牛、乌骨鸡等
特色种养业遍地开花。 该县189个村（居委
会）均成立了经济合作社，建立党组织，大
力推行“合作社+党支部+基地+贫困户”等
模式，对加入合作社的党员实行设岗定责，
为困难群众提供生产技术、 农资供应等方
面服务。 该县有3600余名农村党员认领脱
贫攻坚岗，与贫困户“一对一”结对帮扶，让
无资金又无技术的贫困群众， 以土地或劳
力入股等方式参与到产业发展中去。 儒林
镇塔溪村137户贫困户通过结对帮扶，以
土地或劳力入股方式加入苗香梨合作社，
每年人均增收2000多元。

目前， 该县依托党支部组建合作社
622个，160余名党员致富带头人创办、领
办致富项目216个， 有效带动6091户贫困
户脱贫。

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汝城县：

聚焦群众“难点” 着力改善民生

城步苗族自治县：

激发党建活力 助推脱贫攻坚

艰苦奋斗
好作风

“侗乡大医”
———记新晃侗族自治县人民医院退休医生

杨文钦、扎西志玛夫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