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涟源观察之六

——涟源83家扶贫车间为贫困劳动力“因人设岗”

楼上住家 楼下上班

白衣逆行 支援湖北

3 月 22 日晚 22 时 30 分，奋战黄

冈市大别山区域医疗中心 50 余天

后，湖南省第二批支援湖北医疗队

怀化分队 69 名队员顺利抵达怀化，

其中有怀化市中医医院的 13 名白

衣战士。

在迎接队员回家的现场，该院

带队的护士长李秋月向医院党委书

记王岳欣和院长张绪华激动地报

告：“带着责任去，带着胜利回，我们

做到了！整整齐齐去，整整齐齐回，

我们做到了！我们一直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坚决打好打赢疫情防控

阻击战！”

时间回到 1 月 28 日，那个新冠

病毒肆虐正紧的时候，接到支援湖

北抗疫的通知后，怀化市中医医院

的医护人员纷纷报名请战，最终有

13 名医护人员奔赴湖北黄冈前线，

有医术精湛的医生，也有敬业的护

士，他们的名字值得被铭记：邹宇

航、佘龙江、李秋月、黄湘、谭烨、谢

秀秀、金霞、刘晓琴、田苗、向佳佳、

颜湘琳、明鑫燕、舒卓。

岁月静好时，他们是“白衣天

使”；疫情爆发时，他们是“白衣战

士”，用血肉之躯与新冠病毒开展殊

死搏斗，用生命守护生命。

“90后”护士金霞是两个孩子的

妈妈，小儿子不到1岁，1月28日，她

毅然踏上支援湖北的高铁。临行前，

她对孩子们说：“宝贝，你们需要妈

妈，可现在有更多的人需要妈妈，就

像奥特曼打小怪兽，妈妈把病毒消灭

了，妈妈就可以陪你长大，其他的小

朋友也可以健康快乐地成长。”

在大别山区域医疗中心鏖战的

50 多个日夜里，怀化市中医医院的

战士们充分发挥中医药的优势，在

病房中积极推广中医药特色疗法，

帮助患者提升抵抗力，为患者量身

确定中医药治疗方案，精心熬制中

药汤剂，将耳穴贴压、中药足浴运用

到临床治疗中，并带领患者练习五

禽戏、八段锦，切实做到中西医结合

辨证施治，得到广大患者的认可，也

收获了一大批中医“铁粉”。

中药飘香 百姓安康

疫情爆发之初，该院坚持中西医

结合、提前介入预防和治疗，迅速成

立中医药专家组，研制中药预防和治

疗药方。1月29日，该院中医专家组

研制出新冠肺炎预防“宣郁化毒”药

方，被怀化市委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

作指挥部重点推荐。

2 月初，怀化市在全市开展“中

药飘香 百姓安康”中医药诊疗百日

行主题活动。怀化市中医医院被指

定为怀化市本级、鹤城区集中供应预

防汤剂，并受委托为新晃、芷江、中

方、洪江市、会同、靖州、通道等 7 个

县（市区）提供中药汤剂。

截至 3 月 10 日，该院共为院内

提供免费预防用药 9142 人次，为疫

情防控一线人员提供免费预防用药

134931 剂，为社区提供免费预防用

药 1500 剂，为 142 家企业 14642 人

复工复产发放免费预防用药 71338

剂。现在医院又在积极准备为学生

复学，滞留外地人员返怀提供预防

中药。

怀化市中医院还主动参与新冠

肺炎病人救治，2 月 1 日指派李谋喜

支援怀化市一医院新冠肺炎核酸检

测工作，2 月 13 日指派邹劲云、肖奕

增援市一医院新冠肺炎患者救治工

作。2 月 16 日指派张园支援市疾控

中心核酸检测工作。据院长张绪华

介绍，全市 40 位确诊患者已全部出

院，治愈率 100%，中医药参与治疗

率95%。

助力复工复产，该院根据怀化市

防控指挥部要求，派了 10 名护士、2

名医生参加了该项工作，她们深入到

各个企业和工地，进行疫情排查和防

控知识指导与培训，积极参与企业复

工复产防疫指导工作。

为助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

展双战双胜，怀化市“中药飘香 百姓

安康”中医药诊疗百日行主题活动还

在如火如荼进行。

3 月 30 日，在怀化市中医医院

内，该院依旧在紧张熬制新冠肺炎预

防中药汤剂，在医院煎药中心，工作

人员正在对药物进行浸泡煎煮。

目前是巩固疫情成效阶段，院长
张绪华说：“医院预防新冠肺炎汤剂

（2号方）最大产能是2.5万瓶，能够满
足全市各级机关事业单位、学校、医
院、企业，以及乡镇（街道）、村（社区）
及个人的需求，让中医药护航百姓健

康生活。”

共联共建 守护健康

作为怀化市唯一的三甲中医医

院，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怀化市

中医医院全院上下，在积极抗击新冠

肺炎疫情的同时，也不遗余力对全市

的医联体单位进行帮助，对转入的普

通病人开通绿色通道，指导帮助共联

共建医院开展病患救治，守护群众的

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

2月27日，该医院接到对口帮扶

的溆浦龙潭仁康医院紧急求助，一名

急性下壁心肌梗死的病人病危，两院

齐心协力为病人的生命接力。即使

在转运的路上，病人家属一度想放

弃，随车医生仍坚持胸外按压，把病

人从死亡线上拉回。一入住怀化市

中医医院，该院心内科主任医师李唯

立刻为病人进行冠状动脉造影术，术

后病人情况稳定，恢复良好，已于3月

9日出院。

该医院立足自身实际，积极与

省内外知名医院发展建设特色和重

点专科联盟，与北京中医药大学东

方医院等 4 家上级医院建立医联

体，引进硕士研究生 16 人，柔性引

进医学团队 3 个，引进省内知名专

家 11人。

在强自身的同时，该院积极对口

帮扶怀化地区贫困县医疗卫生机构，

截至2019年12月，怀化地区共有25

家医疗机构与该院签订医联体协议，

其中紧密合作的有通道中医医院、通

道第二人民医院、湘煤集团辰溪医

院、中方县铜湾卫生院等4家。国家

级对口帮扶的医院有溆浦县中医医

院、芷江中医医院、会同县中医医院

等3家。

该院全年委派针灸科、中医内

科、骨科、脊柱外科、肿瘤科、泌尿外

科、中医经典科等 50 余名专家分别

到多家基层卫生院以长期蹲点、定期

坐诊、定期查房、授课等形势进行对

口帮扶，并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帮助

基层医院建立中医馆，成立重症医学

科，建立脊柱外科病房，开设内儿科

等，进一步提升基层医院服务群众的

能力和水平。

聚力健康中国新时代，开启中

医振兴新征程。怀化市中医医院

牢牢把握“传承精华、守正创新”中

医药发展宗旨，全面提升中医药服

务能力，进一步发挥全市中医药服

务体系的“龙头”作用，让人民群众

共享中医药发展成果。

经历新冠肺炎疫情“战火”的洗

礼，怀化市中医医院这颗中医医院的

“西南明珠”愈加璀璨耀眼。

楼上生活，楼下就业——

“搬”出来的就业路子

3月17日，白马镇易地扶贫搬迁安
置区里，49 名工人在生产线上有条不
紊地忙碌着。德晟智能科技车间负责
人介绍，在这里上班的大都是安置区
的搬迁户。

“上楼住新房，下楼有活干，这在
以前是我想都不敢想的。”易地搬迁群
众周蓉边组装机器人舵机边笑着道，

“家里有 8口人，4 个小孩，公司为了方
便我们照顾家里，4点 50就下班了，还
提供免费中餐，现在在家照顾老人和
小孩的同时，每个月还有 3000 元收
入。”

白马镇聚焦脱贫攻坚、立足实际、
精准发力，积极创造优良的招商引资
环境，吸纳白马镇在外能人志士回家
创业。德晟智能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
刘辉华在深思熟虑后回家创办分厂，
在安置区建立“扶贫车间”，形成了

“下工上住、前店后家”的布局。“公司
成立的使命是解决 100 个贫困劳动力
就业，帮助 100 户贫困户脱贫，目前已
解决33个。”刘辉华信心满满道，“家里
员工队伍很稳定，培训成本低，下一步
公司计划扩建产房，将产业做大做强，
保障扶贫车间的可持续发展，让贫困
群众有稳定收入。”

点业融合可致富。涟源紧扣就业
扶贫，出台《涟源市“扶贫车间”建设实
施方案》，制定相应的奖励扶持政策，

鼓励各类经营主体在贫困人口相对集

中、剩余劳动力较多的乡村和易地搬

迁集中安置点建立扶贫车间，采取“企

业+扶贫车间+贫困户”模式，为贫困户

提供就近就业、稳定就业、灵活就业、

居家就业平台。截至 3 月 25 日，全市

已有11家位于易地扶贫安置点或安置

区域的“扶贫车间”全部复工复产，吸

纳198名贫困人口就业。

村民成为上班族——

“变”出来的致富希望

3 月 16 日，夜幕降临，涟源市伏口
镇海拔 800 多米高的胡家坪村一家扶
贫车间内，负责人陈吉尾开始清点 40
余名工人一天的劳动成果。“最多的村
民一天可以组装 3000 多个登山扣，每
个月工资在2500元左右。”陈吉尾说。

“没想到 58 岁的我还能在家门口
找到这样的好工作，轻松，不用出远
门，2000 多一个月，每天按时上下班，
在家门口就能把钱挣了，现在家里的
日子也越过越好了。”谈到这份工作，
2019年成功脱贫的付德英喜上眉梢。

村子地处偏远，老人小孩居多，陈
吉尾的扶贫车间工人大多在 50 岁左
右。车间原来只是一个专门生产登山
扣的家庭小作坊，涟源市民政局驻村帮
扶工作队队长刘清锋了解该车间情况
后，引导她向扶贫车间发展，并帮其宣
传、组织技术培训、加大扶持力度，陈吉
尾的生产车间慢慢走上了正规化，吸纳
的贫困户在总工人数量的30％以上，村
民摇身一变成为“上班族”。

涟源立足当地特色产业和市场需
求，针对贫困户这个特殊群体，把产业
链条延伸到乡村，将一些技能要求不
高的简单工序放到农村，积极为老、
弱、病及残疾的贫困户量身制定特殊
岗位，拓宽创业就业渠道，激发群众内
生动力，带动更多的贫困户实现创收
增收。

3 月 17 日，暖风轻拂，春阳斜射在
涟源市宝福香业有限公司新建厂房
上，厂房内，工人们忙中有序，配料、筛

粉、搅拌等 7 道工序做完，一束束包装
精美的成品香“新鲜出炉”。

“以前在煤矿工作，因为意外导致
双腿残疾，因残致贫，后在政府的帮
助下来到这里，成为一名正式的机香
工，有了稳定收入，平均一天能挣 160
元左右。”53 岁的李志长笑着说，“像
我这样，出去也找不着活干，家里有
两个孩子读书，也是走不开。谢谢政
府安排的这个好工作，让我心里踏实
了不少。”

“扶贫车间建在老百姓家门口，既
解决了企业用工难，又帮助了群众就
业增收。”宝福香业有限公司老板李斌
全说，公司目前有工人 70 多名，其中
来自贫困户的 43 个，公司至少可吸纳
200 多人就地就近就业，公司产品包
括沉香、檀香、艾香等多个系列共 100
多个品种，远销全国各地。“我们是按
件计酬，只要工人们肯干，收入非常可
观。”

建立长效帮扶机制——

“稳”出来的幸福生活

3月17日，世标健康科技有限公司

大门口，工人们正有序地将货物搬上

货车。“这批货是发给湖南科源医疗器

械有限公司的，目前手上上百万的货

要出，忙着哩！”世标健康科技有限公

司老板李繁盛说。

该公司位于荷塘镇易地扶贫搬迁

集中安置点上，属于涟源市政府招商

引资项目，主要生产足贴、泡足粉、洗

衣槽清洗剂等，2019 年 7 月份正式投

产，产值 2000万左右。“今年我准备变

集中生产为分散生产，以村为单位，将

部分艾草包发放到村里面进行生产，

扩大产量的同时，帮助更多农户脱

贫。”李繁盛接着说，“为了企业的长足

发展，在政府扶持下，公司还开垦村里

的荒山荒地建成 5000 亩艾草种植基

地，目前已种植800亩。”

积极“开源”，开发就业岗位。为

了带动更多贫困户脱贫，涟源积极引

导和鼓励涟商企业资本下乡，引进有

实力、可持续、技术要求不高的劳动密

集型产业，为其开辟审批“绿色通道”，

并以合同的形式将扶持脱贫成效与奖

补力度紧密挂钩，对各类经营主体给

予适当奖补，让企业愿意来、留得下、

有钱赚，从而提供更多就业岗位。

“市里在厂房装修、人员招聘等环

节给予了高效服务，2019年2月份投入

生产，豆制品产值1000万左右，工人月

工资3000左右，目前产品供不应求，我

们准备在两条生产线的基础上再增加

一条智能化生产线，优先招聘贫困户，

为家乡尽一份力。”富田桥游浆豆制品

发展有限公司生产车间主任李勇红接

着说，“将产品打响，把车间做大做强，

乡亲们就不用出远门打工了。”

游浆豆腐以质嫩、味鲜、营养丰富

作为涟源的特色产品，政府将当地特

色与扶贫车间相结合，打造稳定增收

的“当家”项目。通过信息化方式进行

宣传推广，“本地招工、线上招聘”有机

地将企业用工需求与村民就业需求相

结合，鼓励企业吸纳搬迁群众就业，鼓

励搬迁人口通过诚实劳动增加收入，

鼓励贫困劳动力学会、学通、用活一技

之长，早日过上幸福生活。

刘 芾 龚雅丽 刘再丽 李凯平

大地回暖，草木萌动，三湘大地春光渐浓。

3月27日，穿行在涟源市各乡镇的扶贫车间内，

均是一派热火朝天的生产景象。组装机器人舵

机组件、生产线香、制作艾叶足贴、加工豆制品

……虽然工作内容不同，但是人们的脸上都洋

溢着同款笑容。

今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实现之年，

也是全面打赢脱贫攻坚战收官之年。涟源市委

市政府通过推动扶贫车间建设，引导贫困人口

就近就业、增加家庭收入。

目前，涟源市在湖南省公共就业服务平台

共认定扶贫车间83家，涉及农副产品加工、种植

养殖、电子产品、日用品、制衣等多个行业，开发

岗位数148个，带动就业2273人，其中吸纳贫困

劳动力就业1034人，人均年增收12000元以上，

就业扶贫车间建设成效明显。

涟源市把当地特色产业与扶

贫车间相结合，打造稳定增收“平

台”。该市荷塘镇富田桥游浆豆

制品发展有限公司于2019年2月

份投入生产，豆制品产值 1000 万

左右。图为该公司扶贫车间的员

工们正在抢抓生产，把效益赶上

来。 刘再丽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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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春时节，绿意浓浓，一切都是生机勃勃的样子。

3月30日清晨，在怀化市中医医院，往日的热闹场景重现，在住院部

C区大楼前的广场上，数十名戴着口罩的附近居民，踩着音乐节奏，跟着

该院国医堂的医护人员，认真练习着八段锦、五禽戏等健康养身操。

在这次与新冠肺炎疫情的战斗中，怀化市中医医院发挥中医药特色

优势，早参与、早介入，展现中医担当、发挥中医协同、贡献中医力量，让

中医药在战“疫”中大放光彩。

如今在怀化，人们信中医、爱中医、用中医蔚然成风。“现在，每天跟

着练习八段锦、五禽戏的市民越来越多了。”国医堂医护人员介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