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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段涵敏

【名片】
颜新艳，女，1976年出生，2012年

至今在长沙市天心区南托街道滨州
新村兴马片区卫生室担任乡村医生。
2019年荣获天心区“最美医师”称号，
2020年8月荣获“湖南省最美乡村医
生”称号。

【故事】
兴 马 洲 是 湘 江 流 经 长 沙 的 第

一个江心岛。在这里，生活着近千
名 常 住 居 民 ，其 中 大 部 分 是 老 年
人、妇女和儿童。进出兴马洲的唯
一交通工具是轮渡，村民的基本健
康就靠 44 岁的女村医颜新艳来守
护。

金秋时节的一天上午，记者搭乘
轮渡来到兴马洲。窄窄的环岛公路包
裹着村庄，田野金黄，果蔬芳香，河草
茵茵，宛若世外桃源。

村卫生室紧挨着兴马片区公共
服务中心，门口的长椅上坐着一排老
人在聊天、休息。卫生室内干净整洁，
设有药房、留观室等，诊室里三三两
两坐着人，束着马尾、一身白大褂的
颜新艳端坐在桌前，拿着血压计或听
诊器忙个不停。

颜新艳看病有一个特点，话多，
笑容多。她用双手为病人做检查，然
后耐心地解释。

“洲上老人多，高血压、高血糖
患病率高。把这些慢性病管理好，让
大家少生大病，这就是我的工作。”
颜新艳一边登记测量数值，一边说，

“你看，大家来我这里最多的一件事
就 是 量 血 压 ，说 明 健 康 意 识 提 高
了。”

每次测量血压、血糖时，看到一
些“听话”的老人在她指导下服药，血
压值、血糖值控制在正常范围内，她
很有成就感。

兴马洲面积约 3 平方公里，长约
4000米。虽说面积不算太大，但洲上
年迈的老人行动不便，经常忘记复查
病情。颜新艳一般上午在卫生室坐
诊，下午一有时间就背着医药箱骑着
电动车在洲上转，碰到大门敞开的，
就进门坐一坐，量量血压、测测血糖。
8年时间，她骑坏了一辆摩托车和2台
电动车，用坏了 2 个血压计和 1 个听
诊器。

每个月28日，是颜新艳到洲尾随
访的固定日子。“洲尾住了一些老人，
他们行动不方便，我就上门服务。”从
2013年起，除非遇上开会培训等特殊
情况，她从不失约。

颜新艳曾是长沙市南托街道社
区卫生服务中心妇科医生。兴马片区

卫生室一直由南托街道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派医生轮流驻守。2012 年，领
导找到颜新艳，问她愿不愿意去担任
村医，5年轮换一次。

“我不是村里人，来之前也犹豫
过。”颜新艳坦言，因为交通不便，
加上人口少，公卫经费补贴少，当
时没有人愿意来。也许是从小跟着
从医的父亲耳濡目染，她有着一颗
悲 天 悯 人 的 善 心 ，最 终 决 定 来 试
试。

从医 20 多年，从妇科医生转型
乡村医生，很是艰辛。颜新艳把自
己比喻成一种药：万精油。外科要
懂，儿科要会，各种疾病都要会处
理。不仅看病工作杂，平日还要特
别注意和村民打交道、交流的方式
方法。“一开始有点难，夏天在洲上
防汛抗疫，为了防晒我遮得严实，
他们就叫我‘外来妹’。”颜新艳自
嘲，后来和村民们打成一片，她晒
成了“土著”。

“越干就越有感情。虽然大部分
看的都是一些小病，但天天和村民打
交道，就像家人一样。能守护他们的
健康，很有成就感，苦点累点也值
得。”颜新艳说，没人接手，她愿意继
续坚守下去。

“颜医生辛苦哒。我以前是轮渡
安全员，每天早晚看着她来回，冬天
风大气温低，特别是下雪天，轮渡 40
分钟一趟，她在河对岸冻得发抖，我
看着都心疼。”

“她人好心善，对人和气、真心实
意。有些不方便的病人，她就骑着摩
托车上门治疗。”

“她像我女儿一样，时刻挂念我
们。我血脂高，她每次看到我就劝我
莫喝酒。”

说起颜新艳，卫生室里的老老少
少赞不绝口。洲上的村民早将她当成
了“自己人”。

乡村医生的故事乡村医生的故事

湖南日报社主办 湖南省医院协会协办

颜新艳（右）在村卫生室为村民
提供诊疗服务。 通讯员 摄

湖南日报记者 李婷婷
见习记者 胡承鼎

走到凤凰县 051 县道尽头，再往上
攀爬7公里，樟坡村像一只鹰，栖在深山
顶上。

湘西凤凰县山江镇逶迤的大山，把
这个小村托举到850米海拔高处。以前，
村民们结束一天的劳作，会站在这山头
歇口气。这山景，他们看了世世代代，怎
么都想不到，在这有如“世界尽头”的“云
栖”之处，会立起一栋“云栖山舍”。

民宿于今年7月投入使用,仅3个月
营业额就超过 30 万元。而 3 年前，湖南
省证监局驻樟坡村工作队队长、村党支
部第一书记邱孝带领队员来到这里时，
樟坡村还是一个处处土砖房和危房的

“五零村”。如今，曾经的深度贫困村，从
靠“输血式”扶贫，逐步走向发展产业的

“造血式”脱贫。
秋日正好，86岁的村民胡志平正弯

腰走过垂满罗汉果的架棚。上个月，他刚
从厦门旅游回来。“去年种的10亩罗汉
果，分红收到了五六万元。外孙女说带我
出去走走，第一次看到了大海。”今年，他
又多种了 3.5 亩罗汉果、4 亩辣椒，并带
动村里6户贫困户一起种植。

在此之前，大部分村民和他一样，没
有走出过这片大山。典型的喀斯特地貌、
天然石漠化土壤造成的“九石一土”和缺
水问题，如紧箍咒，死死掐住了樟坡村的
发展，脱贫攻坚工作难度极大。

通过摸底走访，驻村工作队发现，辣
椒是当地传统产业，脱贫攻坚就从辣椒
开始。

为鼓励村民种辣椒，工作队挨家挨
户做工作。原本挑到镇上卖 8 毛钱一斤
的辣椒，他们承诺，按4元一斤的价格跟
村民收购。“利润翻至整整 5 倍，谁会相
信呢？”村支书胡家宝说，现场分红时，给
的都是现金，大家一下就看到了希望。

“今年村里种辣椒 200 亩，种植户多达
100 户，其中 40 户是贫困户，占村里贫
困户数的55%。”

在推动辣椒成功走出大山后，工作
队又根据樟坡村的土壤、气候条件，为村
里陆续引入罗汉果、黄精和七叶一枝花
等种植项目，并配套建设加工厂。返乡创

业的龙良平是村里黄精和七叶一枝花种
植的先行者。“我自己的药材基地已有
160 亩，还发动村里 16 户跟着我一起
种。我还和周边村药材种植户签了 300
亩协议，他们种，我管收。”龙良平说。

2019年，工作队成立了由村委会占
股99.9%的凤凰县兴村农业发展有限责
任公司，孵化辣椒党小组、腊肉党小组、
罗汉果党小组和旅游党小组4个产业党
小组。邱孝说，樟坡村特色农副产品目前
发往全国各地，已走向更开阔的市场。

食品加工厂房、加工包装车间、物流
停车场……看到家乡发展日新月异，许
多在外务工的年轻人也纷纷回乡，肩负
起集体经济产业接班人的重任。

80后村医龙吉珍是其中一个。以前,
他每半年去广东打一次零工，随着旅游
业的兴起和“云栖山舍”民宿的建立，她
还承担起了“旅游带头人”的工作，和另
外 3 位带头人一起，接待游客，表演卡
歌、卡鼓、卡酒等苗家传统拦门仪式。

去年，樟坡村实现整村脱贫。如今，
多个产业蓬勃兴起，从“输血”扶贫走向
了“造血”脱贫。

■记者手记

用真诚取得信任
李婷婷 胡承鼎

从“云栖山舍”走到产业综合
楼，一路上，不时有小孩跑过来喊：

“邱叔叔！”
“我们刚来的时候可不是这样。”邱孝

说，“那时他们都怕生，很腼腆。不只是小朋
友，村民们都以为我们是来‘收辣椒的’。”

聊天时，邱孝接到一个电话。他说：
“村里一位 80 多岁的老党员去世了，明
天出殡，我必须得去一趟。”在樟坡村
3 年，无论红白喜事，工作队都全力参
与，把自己变成一个真正的樟坡村人。用
这样的真诚，他们取得了这座苗家聚集
村落的信任。

多年来，靠收“协调管理”费的龙自
省，一直是村里的“刺头”。通过走访，邱
孝了解到，他妻子生病多年，负担沉重，
实在没钱才出此下策。他引导龙自省试
种罗汉果，并资助他的孩子上学，送他妻
子到县城看病。同时,把全村需要资助的
孩子、必须帮助的病人做了统计，建立教
育、医疗两个帮扶基金。

罗汉果产量可观，龙自省一下子有了
脱贫的信心。现在，有7户贫困户跟着他种
罗汉果。“扶贫队彻底改变了我，我都没想
过，有一天自己会变成这样的人。”

去年,罗汉果赚了5万多元，龙自省
春节后就买了一辆车。今年种了22亩罗
汉果、10亩辣椒，还养了4头猪，收入估
计能到 10 万元。他盘算着，到明年春节
时，要在村里盖栋新房子。

将“帮扶对象”变成“同路人”，昔日
“五零村”正走向兴旺。樟坡村，这只栖在
深山顶上的“鹰”，正展开腾飞的翅膀。

法制周报·新湖南客户端见习记者 杨天朗

远闻鸟雀林间啼，山林清风拂眉
尖。抬眼便见连绵青山，典型的土家三
合院，原汁原味的土家族建筑，掩映在
树荫中；近处是溪流、水车、稻田、风雨
桥，与远处的袅袅炊烟、层峦叠嶂交相
辉映，构成一幅美妙的山水画。这里是
张家界市武陵源区协合乡杨家坪村，在
当地有着武陵源“后花园”的美誉。

10月12日，记者来到这里，探寻这
个武陵源村落脱贫致富的秘密。

“您里边请！”刚进村口，就看见“三
嫂子家厨”的老板刘天文正在招呼客
人。“这个国庆假期，杨家坪村装扮一新,
迎接四方来客。”刘天文开心地告诉记
者，旅客爆满、村口堵车，这些疫情发生
以来许久未见的旅游盛况，国庆假期又
在杨家坪村重现了。

几年前，这里还是贫困村。一座叫
“杨至界”的大山，阻碍了杨家坪村走向
致富的道路。村民们除了务农，大多外
出打工，收入并不多。武陵源旅游资源
丰富，杨家坪村守着青山绿水，为什么
不走“对接景区”的路线？

这不，从2016年开始，武陵源区委
组织部和区教育局的扶贫队接连进入
杨家坪村帮扶，带动全村以全域旅游为
发展思路，打造成武陵源核心景区的

“后花园”和人流物流集散地。
思路一变天地宽。山水环绕的杨家

坪村，古巷幽静，意境撩人，富有土家族
特色的建筑风情万千。家门口碧水青
青，绿植错落有致，房里的雕花窗和古
朴的木屋相得益彰。收拾几间客房出来
给客人留宿，民宿生意就做起来了。

说起村里的民宿，可谓民俗风情浓
郁。院落别有格致，木构青瓦，石头墙，
农家椅，飞檐垛脊，都带着土家建筑独
有的特色。一草一木有灵气，一杯一茶
皆是诗，一桌一凳有故事，各个院落都
是可以谈论人生的境界之所。“这里一
到节假日，房间都是供不应求哩！”民宿
雅贤居的负责人姚发银告诉记者。打造
最美乡村，发展全域旅游，杨家坪村扶
贫走出了自己的特色之路。

如今走进这里，小村庄旧貌换新
颜，全村242名贫困人口全部实现脱贫。
村民们腰包鼓了，山笑水笑人欢笑。杨
家坪村党支部书记姚安国说：“这个变
化是通过美丽乡村建设实现的，政府以
奖代补，对民居进行了民族特色的风貌

改造。村子旧貌换新颜，核心景区的游
客被吸引过来了，许多在外务工的村民
看到家乡的变化，都回乡发展了。”

2017年，在外从事旅游工作的刘天
文回到家乡，看见家乡的新变化，便萌
生了留下来的想法。说干就干。经过前
期考察，刘天文和一位同学一起搭伙
儿，开起了一家集餐饮、住宿、休闲、娱
乐于一体的农家乐。“农家乐能开起来，
主要是村里游客多了。”刘天文说，餐馆
去年营业额近百万元，接下来还想利用
村里的生态鱼塘，开展休闲垂钓项目。

与此同时，驻村帮扶单位还筹集资
金，修整村里的山塘河堤，引来了一家
农业企业，在村里建起了蔬菜基地，种
植的蔬菜直供景区酒店，销路不愁。产
业发展红火，给村民带来了就业机会。
很多曾在外打拼、如今回家就业的村民
直感慨：回家的感觉真好！

云雾缭绕的青山脚下，53岁的村民
蒋元钊正在蔬菜大棚外修整土地。他岳
父患有糖尿病、心脏病等多种疾病，岳
母患有脑溢血，小女儿才8个月。“如今，
蔬菜基地就在家门口，赚钱不用出远
门，能在家照顾老人小孩，就是稳稳的
幸福。”蒋元钊说。

一路采访，记者看见的是欢笑，感
受的是幸福。过去的杨家坪村，有经济
上的贫困，也有精神上的落后。通过这

几年的帮扶，村民们秉持对美好生活的
向往，有了更多美好的梦想。

■记者手记

走在脱贫致富的路上
杨天朗

在武陵源区协合乡杨家坪村采访，
记者印象最深的，是村民们对党和政府
的感激。

过去,背井离乡外出打工是生活所
迫。如今,党和政府把他们的家乡建设好
了，游客带进来了，贫困村村民也吃上
了“旅游饭”；许多外出的村民又回来
了，村里的人气也旺起来了。

扶贫重扶志，只有贫困群众的想法
从“要我脱贫”转变为“我要脱贫”,驻村扶
贫干部才能精准施策,引进的资金才能有
用武之地，“美丽乡村”才能建设起来。

“把村子建设好了，就吸引村民返
乡发展，村里的经济发展就能越来越
好。”杨家坪村第一书记陈科感慨道。在
杨家坪村，大棚蔬菜、生态鱼池、民宿，
村民们根据自家的优势，正走在脱贫致
富的路上。

许多年轻人从外出打工,到返乡建
设家乡，杨家坪村展现了一幅精准扶贫
的生动画卷。

湖南日报记者 龚柏威 通讯员 吴琼

张宏豪一直以为父亲张庭芳“只
是去朝鲜打了转，又回乡务农的老农
民”，直到父亲91岁那年，退役军人事
务部采集退役军人信息，他才在相关
部门见到父亲的档案：在部队立过一
等功、参加过上甘岭战役、在朝鲜战
场坚守了2年……

10 月 8 日，安化县烟溪镇双烟
村。张庭芳的精神很是不错，端坐在
木椅上，回忆着往事。他的讲述尽管
零星，但借助其子的记录和安化县退
役军人事务局的档案，很快将记者带
入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

1951年6月，23岁的张庭芳参军
入伍。此前，他已是当地小有名气的
泥水匠，又是家中长子、主要劳动力，
入伍的想法遭到父母反对。“敌人要
打进来了，当然要保家卫国。”老人的
声音很细，但态度坚定，“我是不怕当
英雄的！”

入伍后，张庭芳进入湖南暂编
14 团 909 部队，作为新兵在宁乡训
练，之后参加荆江分洪北闸工程建
设。安化县退役军人事务局档案显
示，张庭芳训练刻苦，工作努力，经
常参加义务劳动，当上副班长，荣立
一等功。

1951 年冬天，张庭芳随部队赴
朝 鲜 。此 时 ，他 已 编 入 15 军 45 师

134 团，担任副班长。他记得刚下火
车，敌机就在头顶上投炸弹。“班长
大喊卧倒！”张庭芳一个大跨步，冲
到两棵树之间趴下。炸弹落地，他回
头一看，班上 12 名战士，瞬间只剩
下 4 人。

“火车上还是一个个活蹦乱跳
的生命啊！一瞬间就……”张庭芳
说，他没有害怕，也来不及悲伤，只
有愤怒，手中的枪握得更紧，“我是
不怕当英雄的！”时隔半个多世纪
后，回想起当时的情景，老人浑浊的
双眼依然泪光闪动。

入朝后打了很多仗，死亡的威
胁时刻盘旋在这些年轻战士头上。
有一次，美军偷偷摸上了山，张庭芳
和战友在坑道里与美军拼刺刀。敌
人的刺刀从张庭芳肋下擦过，他闪
过身，反手一击，撂倒了对方。还有
一次，敌军空投炸弹，炸飞的土将他
的右腿齐膝掩埋，张庭芳感觉右腿
阵阵发麻，以为腿炸飞了，挣扎着爬
起来，低头一看，腿还在，只是轻微
受了点伤。他端起枪继续战斗。

除了面对敌人的枪炮、刺刀，还
有各种严酷生存环境的威胁。张宏
豪的记事本上，记载着父亲之前的
讲述。上甘岭战役后期，美军改变策
略用飞机大炮封锁后勤供给线，志
愿军没有吃喝，有时只能喝尿。但严
酷的环境，击不垮英勇的志愿军，更

加凝聚了战友深情。连队有个伤员
重伤难以救治，唯一的心愿想吃个
苹果，山下一个战士拼死将苹果送
上山。

1953 年，张庭芳随部队归国时，
当年一同赴朝参战的战友所剩无几。

“我真的很幸运。”张庭芳说，战争期
间严酷的生存条件，给他留下一身伤
病，但没有一颗子弹、一块弹片打入
他的身体。

1956 年，张庭芳复员回到老家，
继续务农，直到37 岁才成家。安化当
地的领导多次找到他，问他有什么要
求，他从来不提。1960年代，家中最困
难的时候，妻子瞒着他，把勋章当掉，
换了60元买米下锅。张庭芳生气了好
久，后来又想通了。“我打仗是为保卫
家人，她把勋章当了，也是为救家
人。”

张宏豪说，父亲从未跟他们提及
参战经历，现在回想起来，这对他们
反而是种更深刻的教育：不沉溺于过
去，自强自立，踏实做人做事。如今，
兄妹 3 人都发展得不错，弟弟是村里
第一个大学生，成为一名人民教师，
妹妹在北京开了两家公司，他自己也
成为一名公仆。

回忆往事时，张庭芳很平静，像
在诉说别人的故事，只有提及牺牲的
战友，才会满脸悲戚，说他要当英雄
时，脸上露出孩童般的笑容。

“我是不怕当英雄的”
——抗美援朝老兵张庭芳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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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

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

“云栖”深处辣椒红

华声在线记者 张鼎峰

住上100多平方米的新房子，仅
花了1万多元；在家门口的车间上班，
一年工资 2 万多元。这是通道侗族自
治县贫困户杨淑兰的新生活，也是她
很容易就算出来的一笔账。“搬出来
的日子，过得越来越有盼头了。”

杨淑兰今年 44 岁，家里有 4 口
人，丈夫在外务工，两个孩子都在上
学。以前，杨淑兰住在潘家寨村山上
的老房子，房屋很破旧，出行也极为
不便。孩子读书后，她便在山下租了
个房子。“一年租金要 5000 多元，为
了孩子上学一直咬牙在坚持。”

2019年，杨淑兰的生活发生了大
变样，她搬进了双江镇东环路的易地
扶贫搬迁安置区。

安置区距离通道县城的繁华地
带仅 1.5 公里，灰白相间的建筑错
落有致。放眼望去院落干净整洁，
道路平坦宽阔，警务室、医务室、老

年活动中心等一应俱全。安置区总
共有 6 栋住房，6 种户型能满足不
同情况的人员入住，目前已安置 11
个 乡 镇 的 建 档 立 卡 贫 困 户 162 户
647 人。

“安置区还为我们留了一片菜
地，真的是贴心。”杨淑兰说的菜地就
在安置区内，每户都有一小块。记者
在这里看到，每块小菜地上都插着一
块牌子，种着不同的小菜，绿意盎然。
县扶贫办有关负责人告诉记者，菜园
不仅规范了土地，让贫困户可以自己
种菜吃，节约生活成本，也能让大家
保留多年的习惯，更好地适应安置区
的新生活。

从杨淑兰家下楼，不到 2 分钟就
到了车间。这是一家生产小型变电
器的企业，产品主要用于空调遥控
器等电器。杨淑兰负责最后一道工
序——打包，当同事把所有元件都
组成好，她就整理好产品并打包成
最终的成品。

“一盒有240个成品，两盒装成一
箱，都是按件计算工资。”杨淑兰对于
这样的工作很是满意。她每天从早上
8时做到下午5时，一天下来最多可以
搞40箱，订单量大的时候会加班。“中
午休息一小时，老板管饭，每个月能
挣2000多元。”

杨淑兰口中的老板叫杨博钧，也
是通道人。杨博钧的这个工厂以前是
在苏州，考虑到用人成本和政策优
惠，他将工厂搬回了家乡，并吸收了
80多户贫困户在家门口就业。由于产
品属性特殊，如果上了年纪的老人不
想来车间，可以把原材料带回家进行
加工，工作时间和场地都不受约束，
真正实现灵活就业。

在安置区的墙上，“搬得出、稳
得住、能发展、可致富”12 个红色的
大字很是醒目。和杨淑兰一样，这里
很多人已经逐步实现了前面的小目
标，正靠着勤劳的双手，走在致富的
大道上。

“搬”出来的新盼头一线在

10月11日，凤凰县山江镇樟坡村，86岁的种植户胡志平老人（右）向驻村工作队
队员曾李介绍今年罗汉果收成情况。

湖南日报记者 田超 通讯员 吴东林 摄影报道

武陵源的“后花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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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战决胜乡村述说

全程支持

10月12日，张家界市武陵源区协合乡杨家坪村，房屋漂亮，环境优美。
湖南日报记者 傅聪 摄

颜新艳：

“外来妹”蝶变为“土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