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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李传新

名片
唐尚芳，男，1963年8月生，湖南平

江人。1980年起，在平江县梅仙镇团山
村从事乡村医生工作至今。2020年8月
被评为湖南省“最美乡村医生”。

故事
“桑梓行医历有年，为民服务职为

天。人康疫靖偿心愿，闲赋诗词落玉
笺。”

这是平江县梅仙镇团山村卫生所
村医唐尚芳写的一首诗。这首题为“行
医有感”的诗作是他在行医之余即兴创
作的，字里行间透露着他的精神操守和
内心境界。

唐尚芳是团山村家喻户晓的乡村
医生，40 年如一日扎根山村，为村民
的健康默默奉献，被群众称为随叫随到
的“及时雨”，村民健康的“守门人”。

10 月上旬的一天，记者见到了唐
尚方。他正在给一位村民看病。

年近六十的唐尚方气色很好，额头
的正中间有一条明显的疤痕。他说：“这
疤痕是 10 多年前，有一次为村民出诊
时，骑摩托车摔伤的。”

那是一个冬天的深夜，正在酣睡的
唐尚方被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惊醒，电
话中传来求助的声音。原来是居住在梧
桐山半山腰的一村民打来的，说他母亲
突然发病，疼痛难忍。唐尚方不顾天寒
下雨，带上电筒，连夜上山，赶到村民家
中，通过细心诊断，患者原是急性胆囊
炎发作，待患者症状减轻后，他才回家。
在回家的路上，因为天黑路滑，摔到了
沟里面，额头上划了一条很深的印，这

个伤疤一直留到现在。
梅山镇中心医院院长杨雄国向记

者介绍：在今年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期
间，唐尚方作为一名农村基层党员，总
是冲在最前面，走家串户，一脚泥，一脚
水，挨家挨户排查人员信息，宣传疫情
的防控知识。

唐尚方说：“干工作拼的就是实在。”
只有数据清，底子清，思路清，才能管控
到位，不出纰漏，不埋隐患。今年疫情期
间，他在村里首推电子档案，实行动态管
理，数据及时更新上报，建立了《涉湖北
返乡人员台账》《与病例接触人员台账》

《整户隔离观察记录》和《发热病人追踪
观察记录》。正是因为有了像唐尚方这样
一批基层人员的坚守，团山村在疫情防
控期间才能做到有惊无险。

唐尚方40年行医，童叟无欺，诚信
至上。村民李龙辉回忆道，当年她丈夫
邓绪兵患食道癌，急需到长沙做手术，
家里经济困难，多亏唐医生热心组织亲
朋好友才凑齐 10 万元。唐医生还亲自
护送到省肿瘤医院，帮助办好住院治疗
手续。后来，丈夫虽然离开了他们，但一
家人都记得唐医生的好。

唐尚芳40多年来坚持在村部门口
办一个《卫生科普宣传专栏》，从不间
断。他还义务担任团山小学和团山中学
的卫生保健辅导员和学校校医，经常到
学校开展义务卫生知识讲座。每年要为
贫困学生资助医药费好几百元，多年来
唐尚方为贫困学生垫付医药费 2 万多
元。唐尚芳还积极参与村里的脱贫攻坚
工作。全村有 64 户贫困户、226 位贫困
人口，管理慢病患者 262 人，他坚持定
期随访，上门服务。

为解决村民看病难、看病贵的问
题，唐尚方实施了“免、缓、减”的收费办
法，对患者一律免收问诊费，对经济困
难的村民减免治疗费，对一时带钱不足
的患者，采取先取药缓收钱，计账付款
的方式。由于他的优质服务，团山村做
到了“小病不出村”。

湖南日报记者 王振亚 通讯员 王越

名片
于涵宇，女，1988 年出生，中共党

员，湖南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辅导
员，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带学生“云就业”
的网红教师主播。9月28日，教育部在京
召开 2020 届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新闻
发布会，于涵宇作为全国唯一辅导员代
表，在会上介绍了经验。

故事
10 月 15 日上午，湖南大学材料科

学与工程学院里，正在工作的于涵宇突
然收到来自该校另一学院学生小张的
微信：“老师好，我是你直播时的粉丝，
想请你帮忙修改下简历。”于涵宇马上
停下手头不太紧要的工作，仔细看了小
张的简历。之后，又利用下班时间对小
张进行了长达2个小时的在线指导。

因疫情期间多次通过直播带学生
“云就业”，于涵宇成了全国高校系统小

有名气的网红主播。“这个网红是逼出
来的！”记者采访时，有着10年辅导员工
作经验的于涵宇笑着说。

今年初，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
打乱了高校正常开学计划，应届毕业生
的求职方式也被迫从线下转为线上。2月
初，于涵宇带的129名毕业生中有31人
没有落实工作，其中包括17名湖北籍毕
业生和9名建档立卡贫困户家庭毕业生。
学生忧心忡忡，于涵宇心急如焚。情急之
下，她决定利用直播开展就业辅导。

“一开始并不顺利。”于涵宇坦言，
受疫情影响物流不畅，她辗转好几家平
台才买齐直播用的补光灯、调音台、声
卡等设备。2 月 9 日，她在 B 站开始第一
场就业辅导直播，由于不懂直播技巧，
学生对她讲课一样的口吻并不“来神”，
随机提出的问题也有超出她预设的。下
了直播，于涵宇结合学生的建议，学习
网红主播的成功经验，改造自己的语言
风格。经过精心准备和在小范围内反复
试验，她很快摸索出了一套学生乐于接
受的方式。后来，她又加入抽奖和龙头
企业 HR、优秀毕业生代表连线等环节，
终于从直播“小白”变成学生积极互动
并主动“一键三连送辣条”的“up主”。

闻讯观看于涵宇直播的学生越来越
多。据统计，截至7月底，于涵宇共做了5
期大型就业辅导直播，参与学生超过2万
人次，其中人数最多的一场有1.3万名学
生同时在线。利用她直播时传授的简历
制作方法和线上面试技巧，她带的31名
没有落实工作的学生中，除一名还在等
待公务员录取结果外，其余全部就业。

材料科学与工程专业的小王，去年秋
招时已成功签约一家企业，今年3月她突
然收到公司将她所签部门“砍掉”的消息。
这让小王猝不及防，一度焦虑、失眠甚至不

想就业。于涵宇联合小王的导师，与她耐心
讨论就业形势、分析个人能力，并在直播中
特别关注她，还为她修改简历、指导面试。
最终，小王在湖南大学举办的“空中双选
会”上成功签约一家锂电池龙头企业。

和小王同届的小马是位腼腆的男孩
子，参与直播时，他很少有互动表现。小马
来自宁夏建档立卡贫困户家庭，于涵宇主
动和他联系，了解就业意愿。当得知小马
想回宁夏发展后，于涵宇一方面结合他的
性格、能力，为他确定职业方向；另一方面
联系湖南大学宁夏校友会，介绍他的在校
表现，请求给予就业帮扶。湖南大学宁夏
校友会热心帮助，推荐了4家符合小马就
业期望的优质企业。3个月前，小马与其中
一家企业成功签约，满心欢喜。

得益于直播，于涵宇的名字被越来
越多的高校同行知晓。不久前的一天，
大连理工大学招生就业处专门邀请她
通过直播平台，为该校职业规划与就业
协会20名成员做模拟结构化面试。直播
结束后，不少学生纷纷添加她的微信，
请求长期指导。

展望未来，于涵宇又有新的设想：
将低年级学生的职业生涯规划也纳入
直播辅导中，把直播做得更系统、更专
业，为更多学生服好务。

湖南日报记者 李孟河
金鹰报记者 李祯媛 通讯员 向晓玲

悠悠沅水顺村而下，碧水蓝天裹着
村庄，天然的屏障里，片片稻田、蔬菜、
油茶林、柑橘园，从内向外，散布开去；
猪牛羊零星地点缀着绿林，油茶果子，
落了一地。

10月13日，记者来到泸溪县浦市镇
麻溪口村，一路上，山水相融，风光如画。

“咩咩咩！”几声清脆的羊叫声传
来。记者闻声望去，一群黑的、黄的、白
的羊群，追在 64岁的唐显改旁；唐显改
一边学着叫一边撒食，把羊群赶回羊
圈。唐显改的妻子杨七云看见客人来，
忙朝山上走去，端回来一盆板栗和橘
子，招呼大家吃。

“修好羊圈，修缮老房子，让我俩安
心看羊。”唐显改卷起一支纸烟道，2017
年省扶贫办驻村工作队来了以后，帮了
很多忙，他打心里感谢。

“腊月期间，羊卖得好，30元一斤，一
只羊有七八十斤，一年能卖个三四万元。”
杨七云在一旁呵呵笑，又说，你看，这70
多只羊的羊粪用来种蔬菜，多好！

老房子门前，干净平坦的公路上车
来车往。“右边往前走，修了栋 2层的新
房。”唐显改微笑着说，打算留着给小儿
子娶媳妇。他吐着烟雾，望向远方，流露
出对未来的美好畅想。

唐显改守着羊，其他村民也守着一
“宝”。

当下正是油茶果成熟时节，村民覃
清平正在老油茶林里采茶球、捡茶果。
覃清平家有 40亩的老油茶林，他说，以
前不懂培管，油茶产量低，自从省农科
院专家来村里传技后，他学到不少东

西，油茶产量提高，收入也大大增加，现
在每年的茶油产量有200多斤，能有近
2万元的收入。

另一边，覃清平的爱人宋守莲正在
家中院坝里抢抓晴时，晾晒谷子。去年，
旧房变新房，白墙青瓦，亮堂堂的。

“住上新房，新修了堡坎、猪圈，还
打了一口深水井。”宋守莲说,“我很幸
福，现在的日子都是赚来的。”她想起自
己因腹部的瘤子四处求医，3 个小孩要
上学的时光，一时眼泛泪光：“我最近瘤
子小些了呢。”说完，又“噗嗤”一声笑起
来，东奔西跑地去喂 20 多只鸡和新养
的4头猪。

来到果园，棵棵果树结满了青色小
果，弥漫着阵阵清香。“再过几个月就可
以吃了。”村民李欢指着自家 120 亩的
水果园，咽了咽口水说，这里种着椪柑、

黄金贡柚、脐橙、夜来香等 13个品种的
水果，去年他卖出了 200 多万斤。每年
施肥、采摘，他都会请村里的村民来帮
忙。去年，用工近 800 人，发出了近 9 万
元工资。他笑着说：“回乡创业，还可以
造福乡亲，一举两得。”

在农忙时节，家里的蔬菜、椪柑种
完了或者油茶采完果，向兴旺、李春花、
杨六花等村民就到李欢的果园里做上
几天工，补贴家用。大家都很满足：“在
家就可以挣钱，还能顾家，真好。”

为了进一步稳定各产业与贫困户的
利益联结，形成脱贫致富长效机制，村里
计划修建一条沿江公路，将村里发展的

“四基一园”（即：油茶基地，中药材基地，
蔬菜基地，水果基地，生猪养殖园区）产
业环线公路串联起来，形成沿江生态产
业长廊。目前，生猪养殖园已于10月12

日开始动工，建成后，还会吸纳村民就
业；沿江公路的修建也已初具雏形。

村党支部书记李高明表示，这样既
能壮大种养产业，又能发展旅游观光，
让村民实现多重增收。

产业是“珍宝”。春去秋来，沅江的
风吹黄了大片稻田、果树，吹熟了蔬菜、
油茶果。麻溪口村的土地上，美丽的沿
江生态产业长廊，将如画般徐徐打开。
临水而居的村民幸福地劳作、收获，随
处都是幸福的笑脸。

■记者手记

脱贫，一户都不落
李祯媛 李孟河

脱贫莫等靠，自立是正道。记者在采
访中，感触最深的是麻溪口村干部群众向
着美好生活努力奔跑的奋斗精神。现在，
有条件、有劳动能力的麻溪口村村民，全
部在村里的产业发展中有自己的角色。

64岁的唐显改患有肢体二级残疾，
但他并没有被病魔击垮。他申请扶贫小
额信贷资金，在家里养起羊和猪，去年
这两项就有上万元收入。他说：“致富之
路千万条，总有适合我一条。”

大学生李欢毕业后返乡创业，成立
了泸溪县浦市镇麻溪口村电子商务服
务站，形成了以“电商+农户+基地”的
生产经营模式，不仅自己年收入超过10
万元，还带动近800户村民增收。

麻溪口村的故事有欢声笑语，有涕
泪交流，有为家庭的不懈奋斗，更有政
府对每一户村民的不舍不弃。虽然种种
艰辛溢于言表，但脱贫，一户都不落，一
个人都不漏，那是湖南脱贫致富奔小康
的铿锵脚步。 新湖南客户端记者 朱玉文

10月15日，记者和平江县梅仙镇党
委书记曾要军一起走访了几户贫困户。
有一户却“闭门而走”，不愿意接受记者
的采访。原来这户被村里评为“家风不合
格家庭”，听闻记者要来，羞于见人。

曾要军认为，要巩固脱贫成效，真正
实现稳定脱贫，激发群众内生动力是关
键。2019年，梅仙镇率先推出以家庭为
单元、以村级为主体、以民约为依据的优
良家风建设活动，每年对全镇每个家庭
进行一次家风等级评定，将结果公之于
众，并对照评定结果进行奖优罚劣。

评比主要从“诚实守信、尊老爱幼、
遵规守法、勤俭持家、和睦邻里、爱护环
境”6 个维度开展，通过村民代表大会
表决，对每户家庭按“优良、合格、基本
合格、不合格”4个等次进行家风评定。
其中，“遵规守法”维度中的‘规’，除了
法律法规之外，还包括村规民约。

2019 年，全镇 30 个村共评出“家
风优良家庭”265 户，“家风不合格家
庭”71 户。“效果‘立竿见影’！”曾要军
告诉记者，被评为“家风不合格家庭”的
71户，村里一公示“亮丑”，没有哪一户
不觉得惭愧，不想立马整改“摘帽”的，
震慑效果相当明显。

三里村建档立卡贫困户易取勤，被
评为“家风优良家庭”。15日下午，记者
来到他家时，他正在陪孙女看图识字，
老伴在后院打扫卫生。易取勤告诉记
者，儿子、儿媳都在外打工，自己在家种
了田、喂了猪、养了鱼，一年有3万多元

的收入。
被评上“家风优良家庭”有什么好

处？易取勤说，首先是光荣，邻里乡亲都
来道贺，要来学榜样。镇政府还为全家
提供了一次到镇卫生院做免费体检的
机会。“现在家风好了，通过体检身体没
有任何问题，真的感觉日子有奔头。”说
这些时，易取勤笑得合不拢嘴。

团山村蒋启（化名）被评为“家风不
合格家庭”，15 日下午，记者和曾要军
赶到他家时，大门紧闭。团山村党支部
书记毛发才赶紧向记者解释：“他刚才
还在家，八成是怕丑，不好意思见你们，
只好躲起来啦。”

建档立卡贫困户蒋启喜欢打牌，在村
里游手好闲、不务正业。被评为“家风不合
格家庭”后，蒋启一家人都感觉没面子。毛
发才介绍，现在蒋启痛改前非，通过家风
帮扶责任人搭线，他已在一个建筑工地找
到工作，人也勤快了很多。村民们都说，

“家风评比”让蒋启有了彻底改变。
曾要军告诉记者，按照村规民约，

“家风不合格家庭”必须限期摘帽。时限
3 年，3 年考察期满后，由本户提出申
请，提交村民代表大会讨论表决。赞成
票不到2/3的，不能“摘帽”。

“家风不合格家庭”成员，在相关资
格审查、银行授信、照顾性政策享受等
方面将给予限制和影响。曾要军告诉记
者，梅仙镇对评比、奖惩制定了一系列
行之有效的规章和程序。

优良家风建设活动实施两年来，梅
仙镇群众信访明显减少，社会风气明显
好转，特别是盗采砂石、矿石现象，比去
年同期减少七成以上。“党和政府的政
策那么好，只要家庭家风好，家庭成员
勤劳肯干，脱贫致富奔小康根本不是问
题。”曾要军认为，一个家庭有了好家
风，就好比一个人有了精气神，大家干
事创业的干劲足了，整个乡村的面貌也
就焕然一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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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尚芳:

随叫随到的“及时雨”

一线在

被评“家风不合格”
主人羞愧闭门走

9月20日，唐尚芳在给村民问诊。 通讯员 摄

笑脸绽放沅水边
走向胜利走向胜利走向胜利走向胜利走向胜利走向胜利走向胜利走向胜利走向胜利走向胜利走向胜利走向胜利走向胜利走向胜利走向胜利走向胜利走向胜利走向胜利走向胜利走向胜利走向胜利走向胜利走向胜利走向胜利走向胜利走向胜利走向胜利走向胜利走向胜利走向胜利走向胜利
——决战决胜乡村述说

全程支持

10月13日，泸溪县浦市镇麻溪口村，村民唐显改在放羊。近年，该村通过大
力发展油茶、椪柑和山羊等特色种养产业，有效实现村民脱贫增收。

湖南日报记者 李健 摄

于涵宇：带着学生“云就业”

10月15日晚，于涵宇在直播。
通讯员 摄

家乡“复活”了
湖南日报记者 彭雅惠 宁奎

落雨，从前在梯市村是“喜事”，如
今却成“烦心事”。

这个地处张家界市桑植县大山深
处的山村，属典型喀斯特地貌，存不住
水，无地下水源。

这里,虽有溇水从山脚流经，但“望
河跑死马”，走崎岖曲折的山道担水，来
回需两三个小时，因此，过去梯市村家
家户户建露天水池，集雨水，满足生活
必需。直到张家界市纪委监委、市国安
局驻村帮扶工作队投入资金，为全村接
通自来水，村民们再无生活用水之忧，
他们开始希望少下些雨。

“因为莓茶怕雨多。”72岁的梯市村
村民杨年高说，全村有 430亩莓茶种植
基地，亩均年收益5000元，是村民重要
收入来源，他和老伴罗桃月就承包了 2
亩。10 月 17 日，已经是连续第 4 天下
雨，老两口止不住烦恼：“莓茶喜旱，一
下雨就不长叶，光长草。”

由于儿子意外去世、女儿外嫁，年
事已高的杨年高夫妇无力爬山种地，只
能依靠养老金和低保金生活，2013 年
被评定为建档立卡贫困户，家庭月收入
仅400余元。“52年前我嫁进梯市村，别
人都羡慕。”罗桃月说得认真，她记得以
前溇水是连通洞庭湖和湖北的重要航
道，梯市村是航道中段码头，每天南来
北往的人流、物流络绎不绝，村里银行、
供销社、粮油铺、客栈等一应俱全，“梯
市村是这一带最富裕、最热闹的地方。”

随着国家经济发展，公路四通八
达，溇水航道废止，不通路的梯市村迅
速衰败，商业活动全面停止，村集体经

济一片空白，青壮年劳力纷纷“出逃”，
留守村民依靠种玉米、黄豆等耐旱农作
物谋生。“最好的玉米，一亩地一年也赚
不到1000元。”罗桃月叹气。

到 2013 年，梯市村的 342 户村民,
建档立卡贫困户 112户，贫困发生率达
34%，成为深度贫困村。“活不下去”的
杨年高夫妇不得不投奔在外打工的女
儿，远离了家乡。

2017年，杨年高的外孙女到了上幼
儿园的年龄。“女儿打工月收入约 4000
元，负担4口人生活，实在挤不出钱交一
年几千元的学费。”为了让外孙女读书，
杨年高家“老小三口”回到梯市村。

回村不久，杨年高发现同村贫困户
郑先军有了“挣钱的好路子”。原来，驻村
帮扶工作队进驻梯市村后，在加强道路、

电力、饮水等基础工程建设同时，
还打造莓茶种植基地作为村扶贫
产业。郑先军是村里第一批“吃螃

蟹”的人，把家里耕地全部种上莓茶，
2018年增收3万元。

“种莓茶劳动强度不大，只要勤快，
年纪大一样能干。”杨年高将心动付诸
行动，主动找到扶贫队，要求参加莓茶
种植。试种莓茶头年，杨年高夫妇仍赚
了 4000 多元，加上连年增长的养老金
和低保金，2019 年杨年高家总收入超
过 1万元，成功脱贫摘帽——现在生活
没问题，女儿不用负担了。

引进莓茶产业近 4 年，梯市村村民
普遍有了“余钱”，心思变得“活络”起来，
农村电商、村道小摊、饭店如雨后春笋冒
出，消失多年的商业服务再度活跃。

现在，许多早已离村千万里的青壮年
劳力，与家乡也重新紧密联系——他们通
过微信朋友圈、直播平台销售家乡莓茶，
成为梯市村莓茶产业链上关键一环。

年轻人开始回流。31岁的姚海涛尝
试着回家创业，打造精致莓茶礼品：“普

通包装莓茶销售 300 元/公斤，莓茶礼
盒包含4两莓茶，销售260元/盒。”姚海
涛觉得，随着村中水泥路入户、自来水
入户、产业振兴，衰败多年的家乡“复
活”了，未来村里的生活不比外面差。

同为“80后”的张鹏飞，今年筹集了
300 万元，回村创建首家民宿。在梯市
村临近溇水的竹林里，一幢500平方米
的全木土家族风格民宿初具雏形……
深藏大山的梯市村，正悄然而快速地重
新融入世界。

雨尚未停歇，杨年高时不时走到屋
外看天色，他告诉记者：“天一晴，我就
去莓茶地锄草。”

■记者手记

希望的下一站是幸福
彭雅惠

听老、中、青三代村民讲梯市村，感
受最深的是过去的“绝望”与今天的“希
望”强烈反差。

第一批回乡的姚海涛，对家乡并不
抱希望。但回乡4年，她亲身体验到国家
不惜成本为乡村振兴筑牢基础，生平第
一次燃起强烈希望：在家乡奋斗大有前
途，还可以支持家乡变得更好。她当选
为村里扶贫专干，不仅为自家奔小康不
遗余力，更为全村脱贫致富竭尽所能。

目前，村里的建档立卡贫困户已全
部脱贫摘帽，可喜的不仅仅是眼下收入的
增长，更在于这些受到生活磨难的人对未
来的美好生活充满希望。曾经的贫困户李
小圆甚至敢投入所有积蓄，并借款扩大种
植业规模，记者问她怕不怕还不起钱，她
非常自信：“怕什么，只要肯干！”

对家乡充满希望，人们才会安心在
家乡贡献才智、努力奋斗，乡村振兴方
可实现。有了希望，下一站就是幸福。

10月15日，桑植县官地坪镇梯市村，村民在加工包装莓茶。
湖南日报记者 徐行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