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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5 月 20 日，位于吉首市人
民北路 91 号的湖南省民族中医医院
——湘西州民族中医院，建筑面积达

3.89万平方米的 27层综合住院楼正式

启用。

手术室、重症医学科、新生儿科、推

拿科、针灸科、儿科、妇科等近 30 个科

室搬进宽敞明亮的新大楼，开启诊疗新

征程；新增住院床位 800 张，医院总住

院床位达到1200张。

从 1986 年到 2020 年，34 年间，湘

西州民族中医院，始终坚持中医、民族

医立院的发展之本；2017年2月15日，

湘西州民族中医院加挂“湖南省民族中

医医院”牌匾。

湖南省民族中医医院党委书记彭

云表示：医院将以此次新综合大楼的启

用为新的起点，抓实基础设施建设，强

抓基础设施建设，优化医疗环境，坚持

中医药民族医药特色，深入挖掘民间民

族医药技术和验方，培养和引进高学

历、高职称人才，强化医院科研水平，为

实现四省市边区中医民族医区域医疗

中心奠定坚实基础。

从 2015 年初至 2019 年底，5 年时

间，医院年门急诊量从21万人次，增加

到 30.8 万人次；从年出院病人 1.9 万人

次，增加到 2.5 万人次。医护人员高级

职称人员从 70 人增加到 102 人，中级

职称人员从156人增加到215人。

一串串数字，一项项成绩，铸就了该

院中医药民族医药发展的丰碑，成就了

湘鄂渝黔四省市边区——武陵山上的杏

林传奇。

抗击疫情
彰显省民族中医医院的担当

镜头回到3月17日晚上8时23分，
当载着湖南省第五批、湘西州第
一批支援湖北医疗队的 20名队
员的大巴车缓缓驶进湘西州康

养中心，早早等候的人群中爆发出热烈
的掌声和欢呼声。

4 月 8 日凌晨的画面，依然让笔者
震撼——载着湖南省第五批、湘西州第
二、三批援鄂医疗队员的大巴车缓缓驶
进康养中心，激动人心的掌声和欢呼
声，混合着喜悦、自豪的泪水，再次响彻
湘西大地的夜空。

一个多月前，在湘西州州府吉首，
58名医护人员先后集结，组成湘西州医
疗队驰援武汉。其中，湖南省民族中医
医院共派出两批14名队员。

英雄的名字，铭刻进了 2020 年的
史册，刻进了湘西 300万人的心中——
第一批逆行进入湖北武汉黄陂方舱医
院的白衣战士是：彭放、彭平、蒋德娥、
黄彬倩、唐仪珂、何静、梅慧、谭再华、向
鲁南、高劝。第二批进入武汉疫区中心
金银潭医院的是：马丽君、田玖萍、杨
艳、张洲。

从武汉黄陂方舱医院到金银潭医
院，湖南省民族中医医院医护人员带去
了医院开出的中药配方，勇敢与病魔斗
争，彰显出湘西州中医人的担当!

2 月 15 日，医院发出紧急动员令，
需要 10名医护人员驰援湖北。没来得
及和家人道别，唐仪珂第一时间请命奔
赴武汉。在黄陂方舱医院奋战的第 6
天，她隔着手机屏幕，给外婆报平安并
发问：“外婆，你看见我的新发型了吗？
是不是特别帅气，我一定打败病魔，平
安回来。”

“作为一名医务工作者，我要用我
微薄的力量和前线的战友们一同战斗，
与这疫情奋力一搏。”到达武汉后，2 月
24 日，湖南省民族中医医院护士杨艳，
主动请战进入金银潭医院的 ICU，并剪
去了自己的长发。这名在急诊(ICU)工
作了 8 年的“80 后”护士，娇小瘦弱，却
扛起了中医人的职责。

43 岁的湖南省民族中医医院急诊
(ICU)护士长彭放，既是医院援鄂小分
队的技术担当，又是大家的暖心大姐，

“带领好医院的队员，战胜疫魔，平安回
家。”这是承诺，也是彭放这名抗疫“老
兵”给自己定的硬性目标。

“勇士们，请平安归来!”在与援鄂医
护人员连线时，院党委书记彭云，院长
谭晓文，副书记、副院长刘文霞满脸笑
容、眼含热泪，给前方英雄下了坚定的
命令。

你在武汉抗疫，我在湘西守家乡。
疫情就是命令，防控就是责任。1

月 26 日，全院职工取消休假返回吉首
待命，院长谭晓文带队，多名名老中医
第一时间参与进湘西州确诊病例救
治，

医务科、护理部、院感科、急诊科、
门诊部、总务科、药剂科、设备科等多部
门全面落实疫情防治措施，108 名党
员、300 余名非党员干部第一时间战斗
在抗疫一线，坚守自己的战场，筑牢疫

情防控安全线，为全州企事业单位免费
发放预防中药 6 万付，助力公安、监狱
等干警执勤，助力 121 家企业复工复
产。

通过中西医结合治疗，2月21日晚
上 8时，湘西州最后一例新冠肺炎确诊
患者治愈出院，湘西州实现清零。

3月10日，武汉最后一家方舱医院
休舱；4月8日，正式解除离汉通道管控
措施，有序恢复对外交通；4月11日，金
银潭医院ICU区新冠肺炎患者清零。

湘西州美丽的花，是为你们而开。
英雄归来，湖南省民族中医医院夹道欢
迎，以“最高礼遇”欢迎英雄回家。

人才强院
特色品牌建设不断提质

湖南省民族中医医院，深挖厚掘、
传承创新、抢抓机遇，创造了光辉的业
绩。

该院先后创建了三级甲等中医医

院、国家重点民族医医院、国家地市级

重点中医医院、中国土家医药标准研究

推广基地、国家中药现代化工程技术研

究中心土家医药分中心、中医全科医生

培养基地和中医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

基地等众多发展平台。

人才兴，则医院强。湖南省民族中

医医院不断创新引培机制，不断强化人

才建设。

2019 年，通过面试与跟班考核相

结合的招聘方式，为临床科室招聘了

急需紧缺的专业技术人员。全年引进

42 名专技人员，其中高学历人才 8 名、

台湾地区博士生 1 名、韩国籍硕士研

究生 1 名，成为全州医院引进境外医

学类人才的试点。并推荐骨伤科徐

韵、儿科黎辉军为 2019 年“西部之光”

访问学者。

现在，湖南省民族中医医院拥有高

级职称人员突破100人，中级职称人员

达215人，形成了合理的人才梯队。

作为国家重点民族医医院，湖南省

民族中医医院一直注重中医、西医、民

族医融合发展，突出中医药民族医药特

色优势。

“高血压、心脏增大、腰椎骨裂、颈

椎增生、大腿麻木，多种病症齐袭，到州

中医院做几个周期的理疗，喝几付中药

汤剂，都得到了很好的缓解和治疗。”这

是病人的亲身感受，也是对湖南省民族

中医医院最中肯的评价。

率先启动“精准护理”，探索建立科

室铜砭刮痧、督灸、药筒滚熨疗法等专

项特色治疗护理专家团队；发布风湿性

关节炎等 8 个土家医常见病种护理规

范国家团体医疗标准；在临床推广运用

“湘西苗医腰痛正骨法”“湘西土家医风

湿痹症雷火神针疗法”“湘西刘氏小儿

推拿法”等6项专长绝技和77项中医诊

疗技术；取得 15个院内制剂备案批号，

全院院内制剂备案达 16 个；并作为牵

头部门组织起草发布了《土家医药医疗

标准》……

一项项成果的取得，都是湖南省民

族中医医院立足优势特色，不断进取创

新的结果。

硬件提质
医疗服务能力不断提升

为了给湘西州 300 万土家苗汉同
胞提供更好的医疗服务，根据临床和业
务发展需要，湖南省民族中医医院在率
先引进 3.0T 核磁、日本岛津大平板数
字胃肠机等高精医疗设备基础上，引进
了西门子超高端 128 层螺旋 CT，规范
开展诊疗技术，医院整体医疗水平跃上
了一个新的台阶。

升级智慧医院建设，在湘西州率先
推出了网上预约挂号、微信预约挂号、
微信支付、支付宝支付、自助打印服务
等多项便民措施。率先启用了“智慧社
保诊疗一卡通”自助平台，实现了社保
卡在自助机上支付门诊费的功能，便捷
群众就医。2019 年全年完成门急诊量
30.8万人次，同比增长5%。

湖南省民族中医医院合作参与建
设，占地 242亩的湘西红枫谷康养中心
项目，已基本完成康养楼、康养副楼、医
疗综合楼、民研楼的主体建设。建筑面
积 7.5 万平方米的内科大楼，和建筑面
积 7 万平方米的湘西州武陵山老年养
护中心两个项目，已进入国家项目建设
库。

湖南省民族中医医院将以综合楼
搬迁为契机，重点抓好中医药民族医药
特色优势建设、土家医药标准化建
设，不断提升中医药民族医药供给
水平，为湘西各族人民的生命
健康保驾护航。

武陵山上的杏林传奇
——写在湖南省民族中医医院27层综合住院楼启用之际

27层综合住院大楼外景。

（湖南省民族中医医院供图）

彭 婷 谭 心

在为民谋福祉的道路上，岳塘区始
终把惠民生、促和谐作为工作的出发点
和落脚点，不断深化社会保障制度改革，
通过精准扶贫兜底保障基本民生、着力
推动养老服务业发展等一系列改革与创
新，筑牢民生幸福大堤，让人民群众在小
康路上越走越稳健、越来越温暖。

政府“兜底”，困难群众心
里“有底”

家住岳塘区荷塘街道金群村的彭
某某一家 3 口都是聋哑人，家庭情况特
殊，被纳入农村低保对象。去年高考，
其儿子成绩优异，被4所高校录取，最终
选择到北京联合大学视觉传达设计专
业就读。“每月能领到 1025 元低保金，
一家人还被纳入扶贫对象，享受各类扶
贫政策，生活明显好转。”金群村村干部
介绍。

一滴水折射出太阳的光辉。岳塘
区社会救助按照“兜底线、织密网、建机
制”的要求，扎实推进社会救助体系建
设，稳步提高困难群众保障水平，为困
难群众编织起一道坚韧密实的社会救
助“安全网”。政府“兜了底”，困难群众
心里“更有底”。

近年来，岳塘区社会救助水平不
断提高，目前全区农村低保标准已达
6000 元/年，超过国家 4000 元/年的扶
贫开发标准，救助水平达 380 元/月，保
障标准和救助标准均位于全省前列。

岳塘区兜底保障对象共 598 人，其
中一类兜底保障对象 124 人，二类兜底
保障对象 288 人，三类兜底保障对象
186 人，纳入建档立卡兜底保障对象占
农村低保的 76%。岳塘区还建立了社
会救助和保障标准与物价上涨挂钩的
联动机制，及时给困难群众发放价格临
时补贴。分散供养特困人员全部签订

“四方照料护理协议”，确保生活有人
问、困难有人帮、生病有人理。

岳塘区民政局负责人介绍，5年来，
岳塘区实现了城乡低保标准统一，城乡
低保标准从 2016 年的 460 元/人/月提
高 到 现 在 的 500 元/人/月 ，增 幅 达
10%。城乡低保补差水平分别从 338
元、258元提高至420元、380元，增幅分
别达 24%、47%。特困供养水平按城市
低保标准的1.3倍设定，现为650元/人/
月，特困供养人员全护理、半自理、全自
理分别按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的三分之
一、六分之一、十分之一确定。

此外，为切实将社会救助“安全网”
织密织牢，岳塘区在做到应保尽保的同

时也做到应退尽退，通过居民家庭经济

状况核对信息系统平台，基本实现社会

救助申请家庭人口、房产、车辆、工商、

税务、公积金、银行存款等收入和财产

信息获取的全覆盖，并对接省级核对信

息平台，增加核对信息量，打通部门间

的信息壁垒。仅在 2019 年，该区就核

对新申请对象280户，640人，复核对象

9875人次，“人情保”“关系保”等违规吃

低保现象得到根本遏制。

做好养老服务“大文章”，
让“夕阳红”更美

家家有老人，人人都会老。随着老
龄化社会的到来，养老问题成为广大市
民普遍关注的民生问题。岳塘区是湘
潭市宜居核心区，也是典型的老龄化城
区，全区老年人口数达8.26万（含高新、
昭山）。

“不能把养老简单的当作一个‘产
业’，必须当作党委政府的‘事业’来对
待。”这是岳塘区始终坚持的一个理
念。近年来，该区逐步建立起以居家为
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补充、医养服
务相结合的养老服务体系。截至目前，
全区养老床位达3171张，每千名老人床
位数达38.3张，已提前完成“十三五”规

划提出的 2020 年每千名老
人拥有养老床位数35张的目标。

为让高龄老人更有幸福感，岳塘区
建立健全了高龄老人津贴制度。对 80
至 89岁低保老人给予 50元/人/月的高
龄津贴，90 至 99 岁高龄老人给予 100
元/人/月的高龄津贴，百岁老人给予
600 元/人/月的长寿补贴。此外，岳塘
区连续多年为五类特殊困难老人购买
了全年每人两份老年人意外伤害保
险。为促进养老服务城乡一体化，逐步
消除养老服务城乡差距，近年来，岳塘
区又重点在基本养老服务补贴、高龄老
人生活补贴、老年人意外伤害保险等方
面推行城乡统筹。目前，岳塘区养老服
务实现了全覆盖。

随着老龄化趋势
不断加快，岳塘区依托湘潭荆鹏养老服
务有限公司，建立养老服务信息平台，
成立了岳塘区老年人援助呼叫中心，将
生活服务、康复护理、医疗急救等服务
延伸到家庭。这个呼叫中心犹如一个

“没有围墙的虚拟养老院”，4 万多人次
享受过荆鹏公司提供的“互联网+养老”
服务，包括保洁、助浴、按摩、理发等 10
大类 70 多项内容。在荆鹏公司信息平
台的大屏幕上，老人信息、服务种类、工
作人员信息等一览无余。

在社区养老方面，岳塘区通过“社
区日照中心社会化运营”“品牌引入”

“公建民营”等运营模式，相继打造了纱
厂街社区日间照料中心、下摄司街道养
老中心、红旗社区日间照料中心等多家
公办日间照料中心及养老服务示范
点。老年人可选择日间照料，晚上回家
居住。这种半居家养老模式被称为“夕
阳红幼儿园”，让老人们能摆脱孤独，又
不脱离熟悉的环境。

用心用情筑牢民生幸福大堤
——湘潭市岳塘区决战全面小康系列报道之二

下摄司养老中心正在为老人提供
志愿服务。 (岳塘区民政局供图)

尹建国 陈志强 杨 坚 胡顺亮
高举旗帜谋发展，特色小镇筑

梦来。
在碧澄如练的扶夷江畔，在沿

山起伏的橙林之中，新宁县黄龙镇，
如一颗璀璨的明珠，闪耀在千岩竞
秀的崀山脚下。

黄龙镇文化底蕴深厚，产业特色
鲜明，是陈毅元帅的祖籍地，也是

“中国脐橙第一镇”。全镇脐橙种植
面积 10万亩、脐橙产量 10万吨、产
值10亿元，拥有“万亩脐橙观光园”
示范片区，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
入达 21500 元。2019 年成功列入
湖南省首批十个特色农业小镇和美
丽乡村全域推进镇，如今又向全国
农业产业强镇聚力奋进。

昔日“小家碧玉”，今成“大家闺
秀”。近年来，黄龙镇紧紧围绕“抓
党建、强基础、保和谐、促发展”的工
作思路，不断夯实基层基础、创新党
建载体，以党建引领促服务、惠民
生，交出一份骄人的“成绩单”：先后
获得“邵阳市十大魅力乡镇”、“ 湖
南省文明乡镇”、“湖南省农业特色
小镇”等多项荣誉。镇内 6 个重点
贫困村提前两年摘帽出列。

党建，凝聚发展合力

“干事创业，党的建设是根本，
干部队伍是关键。”该镇党委书记李
斌感慨地说。

近年来，黄龙镇将“党建基因”
植入干部教育、基层治理、乡村振
兴、脱贫攻坚等全方位、多领域的工
作中，形成了“点亮一盏灯、照亮一
大片”的蓬勃之势，实现了党的建设
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同频共振。

“本季度理论学习考试，第一名
赵意林 95分、第二名郭江涛 90分、
第三名彭星 89 分……”在 4 月份的
干部学习交流会上，李斌大声宣布。

主题党课、理论学习、专题宣
讲、集中培训……点击镇机关干部
学习教育工作“关键词”，创新之风
扑面而来。

同时，为促进年轻干部健康成
长成才，该镇从学习型机关、名师带
徒、“一线”锻炼、规范管理四个方面
着手，积极探索建立科学的培养管
理机制，有效提升了年轻干部的综
合素质，一批优秀的年轻干部脱颖
而出。

农民富不富，关键看支部。该
镇把建强村级党组织班子、选好村
党支部书记做为抓党建工作的第一
要务，通过选优配强、打破传统思
想，大胆启用一批德才兼备的“能
人”，为村“两委”输送了新鲜血液，
注入了新的动能。近年来，全镇 17
个村级党支部，有12个“新人”出任
支部书记。

脐橙，昂起产业龙头

黄龙是新宁县脐橙主产镇之
一，是“百里脐橙连崀山”理念的发

源地，产业基础较强。脱贫攻坚战
略实施以来，镇党委政府抢抓机遇，
按照“一镇一特”、“一村一品”的规
划和布局，坚持一手抓基础，一手抓
产业。脐橙种植从千亩连片扩大到
万亩连片，参与人数超过 1.4 万，主
产地 100%的农户分享了产业发展
带来的红利。

“我兴产业，我光荣”是该镇脐
橙产业开发的精神体现。羊坪村支
书何善华以身示范，带着群众干、做
给群众看，通过土地流转领办了爱
祥脐橙种植专业合作社，开辟了
450 多亩脐橙种植基地，并利用自
家承包的耕地、荒山新扩了30多亩
脐橙。在他的带领下，村民们纷纷
开地种脐橙，脐橙产业开发迅速铺
开，60%的农户从小户型零星种植
转变成大户型规模种植。

“离离朱实绿丛中，似火烧山处
处红”。走进该镇的三星村，满山满
坡的脐橙，果香氤氲；清一色的农家
别墅，掩映在绿树花丛之中，平整的
村道、璀璨的太阳能路灯……一幅
新农村美图迎面而来。

“做了 24 年村干部，看着老百
姓的日子越过越红火，我就开心满
足了，现在全村优质脐橙达7000多
亩，年收入超过 5000 万元。”今年
64岁的三星村支部书记陈忠禄，说
起村里脐橙产业从无到有、从小到
大、从弱到强的沧桑历史，不禁感慨
万千。

以党建为引领，以“特色小镇”
建设为平台，以重大项目为支撑，大
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着力打造脐
橙产业集聚示范区，新宁黄龙镇正
化茧成蝶，御风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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