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粟林海 朱跃军

疫情挡不住春天的脚步。
春暖花开时节，来到溆浦城

乡各易地搬迁扶贫安置点，看到
的是搬迁群众悠然自得地在小区
广场沐浴阳光；在小区的扶贫车
间内，员工们在忙碌地生产，还有
不少搬迁群众在当地政府的有序
组织下，远赴外地返岗就业。

统筹兼顾“两手抓”，两线作战
“两手硬”。溆浦县深入学习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决战决胜脱
贫攻坚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
以脱贫攻坚“挂牌督战·联督联战”
为抓手，用更加坚决的态度、更加
过硬的措施，加大易地扶贫搬迁后
续扶持力度，确保群众稳得住、有
就业、逐步能致富。

织网防控保民安
“对不起，现在还是疫情防控

时期，任何人进出都要检测体
温。”近日，车行至溆浦县三江镇
长思小区大门前，社区工作人员
要求我们进行体温检测。透过车
窗，只见一排排崭新的楼宇整齐
划一，披着金色的阳光，楼栋之间
的树木长出了许多绿叶。

“这两个月来，干部们为了我
们的安全，天天在小区守门、排
查，还帮我们送菜送米，不怕辛苦
又认真负责。”搬迁户陈显钧感慨
地说。

长思小区是溆浦县在易地扶
贫搬迁点织牢防控网的一个缩
影。

在新冠肺炎疫情阻击战中，
溆浦县委、县政府高度重视易地
扶贫搬迁群众的身体健康和生活
安全，进行了周密的部署和安
排。县易地搬迁联席办迅速行
动，全面迎战，及时成立了疫情防
控工作领导小组，组织党员干部
成立先锋队和多个工作小组，第
一时间奔赴各安置小区，与当地
乡镇村（社区）党员干部群众共同
守护安置点，切断传染源。

防控措施全覆盖。在各安置
点组织成立了疫情防控临时党支
部，设立劝导点、派人全天候值
守。组织党员干部深入细致地开
展了多轮排查，确保不落一户、不
漏一人。对重点区域返乡人员，
全部采取“一人一户一专班”落实
居家隔离措施，严防输入性疫
情。全力落实乡镇与村属地防控
责任，对分散安置户确定专人跟
踪防控到位。

“口袋”战术全落实。严格落
实上级部署的“口袋”战术，即乡
村（社区）干部和搬迁群众志愿者
组成临时管理团队，扎紧出入“口
袋”，所有安置点只留一个口子进
出，严格人员和车辆管理，进小区
必登记、必问事由、必测体温、必
戴口罩，确保防控措施落实到位。

宣传服务全到位。利用“村
村响”广播、宣传车和微信群等多
种形式载体，每天不间断地发送
新冠肺炎相关知识、防护措施等
信息，广泛开展疫情防控知识宣
传，以最大努力、最严措施、最快
速度，引导易迁群众不聚集、不出

门、不传谣。
多措并举，筑起了搬迁群众阻

击疫情的“铜墙铁壁”。到目前为
止，全县101个集中安置点和分散
安置户实现了易地搬迁户新冠肺
炎疫情零发生、疫区返回搬迁群众
零发热、疑似病例零报告。

就业帮扶防返贫
3 月 15 日，溆浦县桥江镇同

福小区怀化湘宏材料有限公司正
式复工，寂静了一个多月的扶贫
车间又热闹了起来，40 名工人戴
着口罩，正在熟练地按工序流程
操作。

搬到同福小区的搬迁户孙宗
学通过县易地搬迁联席办与县人
社局组织的劳动力就业培训后，
在这里找到了工作，他乐呵呵地
说：“以前在外地打工，一心挂两
头，如今家门口上班，工作稳定，
还可以接送小孩上学，心里踏实
多了。”

为了落实怀化市委、市政府
就业“两需求一贯通”和贫困劳动
力稳就业保增收十条服务措施，
溆浦县通过推荐外出务工、建设
扶贫车间、开展就业培训、设置公
益岗位等方式，切实巩固脱贫成
果，防止贫困群众返贫。

该县加快推进企业复工复
产，及时出台了扶贫车间招工用
工减免租金、提供“复工贷”、技能
培训等多项措施，帮助解决防疫
物资和用工需求。目前，全县扶
贫车间已全部复工复产，企业员
工主要为易地扶贫搬迁户。

让搬迁群众搬得出、稳得住、
能就业。溆浦县把强化就业保障
作为易地扶贫搬迁群众能发展、
防返贫的主要手段之一。

该县采用农民工返岗需求、
企业用工需求“两需求一贯通”的
办法，在各安置点开展了逐户逐
人劳动力就业信息核查，全面摸
清搬迁家庭从业人员底数、收集
务工意愿和就业需求等，建立完
善了信息台账，精准掌握就业困
难的易迁户的详细情况。

该县对有劳动能力又有就业
意愿的搬迁户，通过组织外出务
工、县工业园区就业、开发扶贫特
岗、后盾单位推荐等方式，保障就
业岗位。对通过市场或自身努力
无法实现就业的弱劳动力或者半
劳动力家庭，再开发扶贫特岗或推
荐合适岗位，实行搬迁户就业政府
托底。

发展产业促增收
在桥江镇同福小区的四周，

有一片面积超过 400 亩的山地，
放眼一望，漫山遍野的柑橘林绿
意正浓，长势良好。在技术人员
的指导下，搬迁户正在进行剪枝、
施肥等培管工作。

同行的桥江镇副镇长汪波喜
滋滋介绍：“这就是我们搬迁群众

通过利益联结与福香柑橘农民合
作社共同开发的福香柑橘产业项
目基地。”按照“公司+基地+农
户”的模式，搬迁户以产业帮扶资
金入股按比例享受分红，加上平
时参与基地务工的收入，去年 20
户 搬 迁 户 仅 这 一 项 就 分 别 有
2000至6000余元的收入。

“稳定脱贫，步入小康，产业
发展是关键。”近年来，溆浦县委、
县政府高度重视易地扶贫搬迁后
续产业发展工作，坚持立足本县
实际和产业基础，因地制宜发展
种植养殖等产业，着力解决搬迁
群众的后续产业发展，真正让搬
迁户搬得出、稳得住、能发展、可
致富。

走进北斗溪镇宝山村金香高
山云雾绿茶专业合作社茶园，当
地易地扶贫搬迁户正在茶园里采
摘茶叶，脸上露出了笑容。该合
作社通过利益联结的帮扶形式，
将宝山村 32 户易地扶贫搬迁安
置户 136 人全部入股专业合作
社。搬迁户张菊香给我们算了一
笔账：除了入股合作社外，她还在
合作社从事销售工作，加上分红
收入，在家门口每月收入可达
2000余元。

据初步统计，目前，该县围绕
易地扶贫搬迁发展后续的产业项
目 61个，种植柑橘、油茶、枣子等
10675 多亩，发展各类养殖产业
83650 余头（只），吸纳 9274 名易
地搬迁群众在产业基地上工作增
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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溆浦县北斗溪镇宝山村金香高山
云雾绿茶专业合作社茶园。

（溆浦县北斗溪镇供图）

溆浦县桥江镇搬迁群众通过
利益联结与福香柑橘农民合作社
共同开发福香柑橘产业项目基地。

（溆浦县桥江镇供图）

常宁市委组织部主要领导和常宁市中医医院负责人为复工复产企业送预

防用中药。 吴超辉 摄

吴超辉 王 珊 彭国军

3月的常宁城，写满了春的生机。街
道上人来车往，大小商铺开门迎客。工厂
车间里，一条条生产线开足了马力，抓紧
抢工期……相比周边地区，疫情在这里似
乎更快地消退了。

过去两个月，常宁这个拥有百万人口
的县级市，仅发现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1
例，实现接触人员零传染、医护人员零感
染、疫情零扩散。

这份“幸运”的背后，离不开常宁市
委、市政府的科学统筹、有力指挥，离不开
全市上下万众一心、协同作战。作为此次
防疫战“疫”的“生力军”，常宁市中医医院
发挥中医优势，织密防疫防护网，从给力
战“疫”一线到助力复工复产，贡献出不容
小觑的“中医力量”！

工厂车间 中药飘香

复工首日，常宁市帝棉产业园的工厂
车间，弥漫着阵阵药香。工人们戴好口
罩，排队测量体温后依次“进场”，上岗前
喝一碗预防汤剂，既暖了身子也安了心。

“这些中药真是太好了，对我们来说
是一件特殊的‘防护服’，还是国家和政府
替我们想得周到，让我们企业在复工时，
能更好地做好防疫工作，做到复工防疫两
不误！”常宁市帝棉产业园负责人感激地
说。

元宵节过后，企业陆续吹响了复工复
产号角。如何做好生产一线的疫情防控
工作，成为常宁市面临的重大考验。为了
同时打好复工复产和疫情防控“两场仗”，
常宁市“多管齐下”，在全面做好物理防控
的同时，由常宁市委组织部组织协调，向
开工复工企业免费发放预防用中药。

2月11日，接到湖南省中医药管理局
统一部署后，常宁市中医医院闻令而动
——第一时间召开院长办公会，安排部署
相关事宜；第一时间主动联系市委组织
部，获取复工复产企业名单，统计复工人
数；第一时间盘查库存，积极与多家中药
饮片供应商洽谈，确保预防用中药及时到
位。

“我们采用的是湖南省中医药管理局
发布的新冠肺炎‘预防2号方’，第一批需
要为 35 家企业 8800 人调配两万多剂中
药。”药剂科主任胡建华告诉我们，这个量
不算太大，但因正值疫情期间，供应商尚
未完全复工，要在短时间内采购质优、价
稳、量足的中药饮片仍有难度。

疫情防控刻不容缓，再难也要迎难而
上！常宁市中医人全力以赴，打好配合
战、突击战——

2 月 11 日下午 5 时，药剂科接到通

知，立即开会研究、积极协调货源；晚 11
时，快速谈妥价格、敲定供应商；

2月12日，供应商紧急调货、发货，药
剂科点货、验货。为确保量足质优，质检
员们不放过每一个细节，直到次日凌晨2
时，才完成收货工作。

2月13日上午，常宁市中医医院副院
长孙德贵带领药剂科工作人员加班加点，
调配出26583剂中药；由常宁市委组织部
主要领导和常宁市中医医院负责人亲自
交付到复工复产企业“驻企防疫联络员”
手中，同时指派专业药师指导煎服方法
……

从寻药、收药到配药、发药，整个过程
不超过 48 小时，常宁中医药人以非凡的
执行力与战斗力完成了这项高难度任
务！

“2月22日，医院又接到通知，为第二
批复工复产企业员工免费提供预防中
药。”胡建华告诉我们，尽管中药饮片极
其紧俏、价格上涨，医院还是在保障质量
的前提下，按原价格采购了所需的中药饮
片。

疫情期间，该院共为近百家企业
15460余人次，免费提供预防中药 92760
副剂，共计价值45万余元。

防疫战“疫”中医有“方”

“在此次疫情防控阻击战中，习近平总
书记多次强调要坚持中西医结合、中西药
并用。作为市中医医院，为常宁防疫战

‘疫’贡献中医智慧、中医力量，我们义不
容辞！”院长邓芳文的话掷地有声。

早在疫情防控之初，该院就成立以院
长为组长的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领导
小组，制定了《常宁市中医医院新冠肺炎
防控工作方案》等一系列工作方案，在做
好院内防控的同时，拉起常宁战“疫”的

“中医防护网”。
饮用中药是预防新冠肺炎防疫的重

要手段。除为复工企业提供中药饮片外，
常宁市中医医院还为战“疫”一线工作人
员和广大市民免费提供预防中药。为了
赶在9时前将预防中药汤剂送到抗击疫情
一线工作人员手中，制剂室的药剂师清晨
5时多就赶到制剂室忙活。不到 40 平方
米的制剂室，最高温49.5℃，湿度99%，他
们来回穿梭在机器之间，汗水湿透了衣
背，但他们却说：比起坚守在防疫一线的
工作人员，这点辛苦不算什么。

2 月 1 日，常宁市中医医院将精心熬
制的 5000 袋预防中药汤剂，一部分送至
医院各科室，并在综合医疗大楼内设中药
汤剂供应点，免费向病友及市民提供，一
部分送至常宁 13 个公路检测点，为防疫
一线的工作人员提供防护。握着尚留余

温的中药汤剂包，工作人员十分暖心，他
们表示：“感谢同行们的支援，有党和国家
作为强大的后盾，我们有信心打赢这场人
民健康保卫战。”

针灸、推拿、养生操等是中医外治的
重要方法。运用“外治”手法预防新冠肺
炎，常宁市中医医院各科室想方设法、各
显神通。

常宁市中医医院针灸推拿科，为住院
患者及家属陪护进行艾灸熏灼，运用中医
奥秘，共同抗击疫情。治疗大厅，轻烟袅
袅，艾叶飘香，科室主任刘伯桥“现身说
法”：灸关元穴、气海穴、足三里穴均可起
到温阳散寒、祛寒除湿的功效。熏蒸艾灸
不仅可以治病，亦可防病，增加人体抵抗
力。

骨伤康复科，推出了一套呼吸操，在
医院、病房、线上、线下，并由常宁融媒中
心推广，受到市民热烈欢迎。通过练习呼
吸操，有效增强了习操者呼吸肌的肌力和

耐力，减轻呼吸困难，预防疫病，强身健

体。

宣教科，利用常宁市中医医院微信公

众号，制作推广各种新冠肺炎的科普知识

和预防方法：新冠肺炎“三字经”，朗朗上

口，易懂易记；护士化身“白衣网红”，教网

友们揉肺经，广受欢迎……

一个个中医妙招，一袋袋中药汤剂，

在没有硝烟的抗疫战场上，刮起了一阵阵

“中医旋风”，诠释着悬壶济世的“中医情

怀”，贡献出防疫战“疫”的“中医力量”！

“医”脉相承 护民安康

疫情期间，我们常常看到这样的消息：

武汉江夏方舱医院，以中医药手段为

主进行治疗，创造了500多位患者零转重

症、零复阳和医务人员零感染的奇迹；湖

南治愈率高，和中医药的早参与、早介入

不无关系；中医药参与治疗的确诊病例超

过九成；“国宝”中医药“走红”意大利……

“中医药在疫情救治工作中发挥出的

积极作用，让世人瞩目。”院长邓芳文自豪

地说，“在过去几千年中，中医药一直是中

华民族抵御疾病的重要法宝，是凝聚了中

华民族智慧的文化瑰宝。我们一定珍惜

好这一瑰宝，努力做中医的举旗者、传承

者、发扬者。”

作为常宁市中医医院、湖南省南詹正

骨医院，该院一直坚持“以骨伤科为龙头，

突出中医药特色，打造湖湘名院”的发展

战略。扎根在常宁市中医院的“南詹正

骨”，早在民国时期便享誉华夏；如今，常

宁市中医医院将其打造成一块誉满江南

的中医名片，一份“活起来”的省级非物质

文化遗产，每年为上万名省内外病患提供

正骨治疗。

此次疫情期间，常宁市中医医院共接

诊骨伤科住院患者300多名，其中有一半

是从外地慕名而来的病人。

在广东打工的周先生，下身多处骨

折。医院接到他的求救电话后，第一时

间派出 120 急救车出省接诊。由于疫情
原因，周先生需通过核酸检测后方可出
省。为了不耽误治疗，医院接诊车原地
等待，在核酸结果出来后第一时间赶回
常宁，到医院已是凌晨 1 时。“常宁市中
医医院不仅牌子响、技术好，而且服务贴
心、收费实在，是真正为老百姓办的医
院。”周先生为常宁市中医医院点赞。

如今，战“疫”已经取得阶段性胜利，
但中医“悬壶济世”的脚步永远不会停
止。邓芳文说：“常宁市中医医院将大力
发扬中医‘简、便、验、廉’的优势，努力擦
亮南詹正骨这张名片，为一方百姓提供更
好的健康守护。”

千方百“剂”守护一城
——常宁市中医医院战“疫”记（上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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