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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刘健

灵川县灵田镇龙口村委辖 11 个自然村，
有 2800 人。全村虽然只有 46 户贫困户，但
贫困户居住相对分散，扶贫工作开展的难度
一直比较大。2019 年 1 月 2 日，灵川县中医
院安排扶贫工作队员马华东到龙口村委驻点
扶贫，这位心思细腻、严谨的医生挨家挨户走
访了每一户贫困户，详细梳理出他们致贫的
原因，并对贫困户进行“望闻问切”，根据实际
情况开出扶贫“药方”，因此村民们更愿意称
他为“马医生”。如今，龙口村委绝大部分人实
现了脱贫，马医生的扶贫方式也被推广开来。

扶贫工作也可以用到“望闻

问切”

“在进行扶贫工作半个月左右的时候，我
发现，和贫困户交流其实跟我在医院和病人
交谈有类似的感觉，当时我就想，治病救人和
帮扶治贫在某些思路上应该有共通点。”近
日，记者来到龙口村委，见到了 80 后“扶贫
医生”马华东。他告诉记者，有了思路以后，他
用了一个月的时间，走访了全村 46 户贫困
户，收获了一本特殊的“病历”，再利用晚上的

时间自学软件，把这些信息“上墙”，形成“一
览表”。如此一来，不仅自己能时时刻刻看到
每一户贫困户的“动态”，而且也有利于整个
帮扶“疗程”的开展。

在龙口村委办公室内，记者看到了一幅
占用了整面墙的“精准扶贫精准脱贫一览
表”，不仅记载了 46 户贫困户的家庭情
况、生产生活条件和脱贫进展等情况，还通
过地图的形式把龙口村委贫困户居住地也分
别标记了出来。

“通过‘病历’，我们按步骤为贫困户
制定了一系列就业、种养的组合方式，当年
就有 19 户实现了脱贫。那些不易脱贫的贫
困户也有望在今年实现全部脱贫。”马华东
告诉记者，为了巩固脱贫成果，他还把“病
历”进行了拓展，制作了扶贫健康树、危房
改造进度表等，精确掌握了扶贫进度。

灵田镇党委挂职副书记、广西脱贫攻坚
(乡村振兴)工作分队长周业京告诉记者，“病
历”在整个灵田镇进行了推广，贫困户脱贫速
度较以往有了大幅提升。

发挥专业特长，让贫困户能

够“健康”发展

“怎么样，你的头最近还痛得厉害没

有？”采访当天，记者跟随马华东到莫
家村贫困户魏兴发家进行走访，马华东
简单询问了两句后，立刻对魏兴发妻子
的病情进行了检查，并且手把手教给他
按摩手法。马医生的关心减轻了魏兴发
妻子的痛苦，如今她已经能够自己照顾
自己，魏兴发也可以专心工作了。

家住双岔河村的贫困户肖运发家里
也有过同样的困扰，他 7 岁的大女儿曾
患有严重的心脏病， 6 岁的二女儿也有
听力问题，马华东依次带领肖运发的两
个女儿到南宁做检查和手术治疗，不仅
帮她们申请到了免费手术，而且路费、
住宿费和前面检查的费用全是他帮付。
治好了女儿的病以后，肖运发一家也终
于可以安心生产，在针对性的脱贫扶持
下，今年脱贫一点问题都没有。

“其实疾病不仅会给人身体上带来负
担，心理上造成的影响也不容忽视。”马
华东告诉记者，这也是他开展扶贫工作的
一个方向，那就是发挥自己的专长，让贫
困户能“健康”发展。

推行多元化收入模式，

“带货医生”很“忙”

“像给病人开‘药方’一样，我们
不仅要考虑对病患进行治疗，还要注重
固本培元。”马华东说，现在大多数村
民都会小范围搞点种养，产出有百分之
八十都通过他销售出去。

“今年我家又种植了 3 亩香芋，马
医生在我们开始种植之前就已经帮我们
找好了销路。去年他帮我们销售芋头就
有 1000 多元。”家住大王村的陈桂林告
诉记者，加上养鸡鸭的收入和国家产业
奖补，自己 2019 年实现了脱贫。

马华东告诉记者，他平常通过“一
览表”上的信息就能估算村民有什么农
产品需要销售，然后他就可以“定时”
发朋友圈“卖货”，遇到贫困户农产品
销售量大的情况，他还会发动后盾单位
进行“团购”。村民陈连发说，马医生
每次出去电动车就没有空过，车上不是
放着瓜果蔬菜就是挂着鸡鸭。

“收入多元化一方面能给贫困户心
理上带来安慰，另一方面还可以鼓励他
们多想多做，为他们以后发展打下一个
良性基础。”马华东很看重收入多元
化，在不懈努力下，村里只剩下 5 户还
没有实现脱贫，他坚信很快村里就可以
实现零贫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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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华东：扶贫“药方”让贫困户“健康”发展

本报讯(记者徐莹波 通讯员刘燕 胡
晓云)“你代表桂林医疗系统支援广西边境
地区开展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用实际行动展
现我院医务工作者的良好风貌，圆满完成任
务，平安凯旋。你辛苦了！” 8 月 29 日下
午，桂林医学院附属医院支援广西边境口岸
地区疫情防控医疗卫生工作队队员胡长玉走
出桂林北站出站口时，等候多时的医院领导
和同事们立即迎上前去，将一束鲜花献给
她，并向她致以崇高的敬意。

胡长玉是桂医附院感控管理科感染护理

专业副主任护师。湖北疫情爆发时， 1 月下
旬，她曾作为桂林第一批医疗志愿者参加援
湖北广西医疗队，赴武汉黄陂区中医院开展
志愿服务。随着湖北疫情防控取得积极进
展，胡长玉于 3 月返回桂林后经短暂修
整，又迅速投入到工作中。

为贯彻落实中央、自治区“外防输入，
内防反弹”的部署要求，进一步筑牢边境口
岸“三道防线”，严防境外疫情输入，根据
自治区卫健委的部署，桂医附院于 6 月下
旬选派胡长玉再次出征，参加广西边境口岸

地区疫情防控医疗卫生工作队，支援边境口
岸地区的疫情防控工作。 6 月 29 日，胡长
玉随同自治区第二批支援崇左市医疗卫生工
作队来到凭祥市开展疫情防控工作。

在支援凭祥市的 2 个月时间里，胡长
玉参与部署了该市秋冬季新冠肺炎疫情防
控工作。她与其他队友密切合作，在边境
口岸、边贸互市点对入境人员严格执行闭
环管理；强化疫情主动监测，加强重点场
所监管，进一步加强核酸检测能力；加强
院感防控工作落实，指导和完善了凭祥市

相关医疗机构疫情防控制度和方案，做好
相关培训和检测，有力推进凭祥市疫情防
控各项工作的开展，进一步巩固疫情防控
工作成果。胡长玉凭借丰富的疫情防控经
验，为广西边境口岸地区疫情防控工作贡
献了桂林力量。

胡长玉告诉记者：“作为一名医务工作
者，能够两次到抗疫第一线开展志愿服务，
我感到非常光荣。这是我们感控人职责所
在，守职尽责，绝不退缩！任何时候，只要
组织有需要，我就上。”

本报讯(记者苏展 文/摄)8 月 31 日，第十届桂林恭城
油茶文化节在恭城油茶小镇举行。节庆延续了以往的传统特
色，大摆“百桌油茶宴”，以油茶会友，诚邀天下宾朋，弘
扬瑶族美食文化特色，推动恭城油茶产业进一步蓬勃发展。

油茶是恭城的一张名片。近年来，恭城瑶族自治县坚持
文化、旅游与产业发展并举，全产业链整体推进，推动恭城
油茶迈向百亿元产业。今年，恭城县委、县政府安排了专项
资金，用于扶持油茶原(辅)料种植基地建设，促进了油茶品
牌价值进一步提升，油茶餐饮产业发展提档升级。

与此同时，恭城瑶族自治县充分发挥油茶协会和油茶产
业发展集团的作用，凝聚发展合力。目前，共有 120 多家
茶叶种植基地、油茶餐厅等油茶产业相关主体加入了恭城油
茶产业协会。他们在油茶文化的宣传、推广以及油茶产品的
生产、加工、销售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恭城油茶产业
发展架构已初步形成。

为表彰一年来在恭城油茶产业发展中作出突出成绩的单
位和个人，当天还举行了第三批恭城油茶制作标准单位授牌
仪式和恭城油茶原料种植大户、恭城油茶原料采购大户、恭
城油茶系列产品研发创新奖颁奖仪式。

据悉，接下来恭城瑶族自治县将紧紧围绕恭城油茶“万
亩原料基地、百亿产业”总体目标，全方位推进恭城油茶原
(辅)料种植基地建设；以打造恭城油茶产业园为重点，提升
恭城油茶产品深加工水平；以品牌建设、文化旅游建设、康
养示范建设为重点，拓宽油茶销售渠道。

第十届桂林恭城

油茶文化节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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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医附院支援广西边境口岸防疫工作队员平安凯旋

□通讯员丁少敏/文 李洁/摄

8 月 27 日，“党建惠民 护佑健康”广西
壮族自治区南溪山医院钟山县公立医院医疗集团
党建融合发展委员会、党建融合发展基地、党建
融合发展工作站悉数挂牌，标志着广西首个跨区
域医联体党建融合发展体的正式成立，开创了广
西公立医院医联体党建融合发展先河。

这是响应自治区党委组织部、自治区卫健委
党组“健康广西 党建医联体”建设行动，在全
区跨区域探索的一次率先尝试；更是在不断探
索、全面总结医联体工作经验的基础上，深化党
建业务有机融合发展，助推党建引领卫生医疗健
康事业高质量发展的又一务实创新举措。 2020
年 6 月，广西《推进新时代公立医院党建高质
量发展的若干措施》印发后，南溪山医院党委与
钟山县委、县政府本着务实共赢的态度，立足发
展、大胆创新，经探讨研究，决定打造“党建惠
民 护佑健康”广西壮族自治区南溪山医院钟山
县公立医院医疗集团党建融合发展共同体。双方
在坚持医联体成员单位党组织隶属关系不变的基
础上，以“资源共享、优势互补、注重实效、共
赢发展”为原则，通过“联学共建、事务共商、
资源共享、人才共育、公益共推、品牌共创”，
强化“三个引领”，聚增“三大能力”，把党建
工作融入医联体建设发展的全方位、全过程，推

动各级医疗机构党建工作有形有效、有为有位，
有力带动基层医疗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推
进医联体党建融合发展，以广西壮族自治区南溪
山医院医疗集团党建融合发展中心为主体，以广
西壮族自治区南溪山医院钟山县公立医院医疗集

团党建融合发展委员会为依托，全面辐射医疗集
团临时党支部及各成员单位“党建融合发展基
地”“党建融合发展工作站”；以“基地”建设
为抓手，带动“工作站”同步发展；加强一体化
管理，实现同质化成效。

揭牌仪式上，广西壮族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副
主任杜振宗充分肯定了钟山县公立医院医疗集团
运行一年来在服务百姓健康、提升医疗水平、培
育优势学科等方面所取得成绩，并高度赞成深入
推进医联体党建融合发展。他强调，各方要以本

次挂牌为契机，坚持以党建促发展、以发展强
党建，积极探索党建业务互促共赢的新路径，
用实际行动和务实成果履行新时代赋予的新使
命。他要求，一要持续加强党的领导，全面推
进新时代公立医院党建高质量发展，坚持把党
建工作嵌入医联体业务工作，坚决落实党委
（总支/支部）领导下的院长负责制，切实承
担起管党治党、治院兴院主体责任。二要持续
抓好工作落实，通过联学共建、事务共商、资
源共享、人才共育、公益共推、品牌共创等方
式，全面夯实党建工作基础，切实把抓党建的
成效转化为发展优势、把医联体党建成果落实
到为钟山人民健康服务上来，实现党建与业务
工作同频共振、融合发展，推动钟山医疗健康
优质资源优化整合、高效利用，切实提高医疗
卫生资源供给能力和整体服务水平。三要持续
聚力拓面提质，加强内部沟通协调，切实增强
凝聚力；整合医联体内党建资源，扎实推进公
立医院党的建设向纵深发展、向基层延伸，拓
宽医联体党建维度，丰富医联体工作内涵。

钟山县县长陈书莹在揭牌仪式上对党建融
合发展充满了期待，她表示将在推动医联体建
设过程中，突出党建引领，充分发挥党建融合发
展委员会在党建业务融合、人才对口支援、业务
技能指导等方面作用，提升医疗服务水平，全面
优化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服务能力，切实为钟
山百姓健康谋福利，让广大老百姓的获得感、幸
福感、满意度在优质医疗服务中不断提升。

南溪山医院党委副书记、院长刘宇军表
示，将进一步加强沟通、齐心协力，深化党建
业务融合发展，根据钟山县卫生健康实际需
求，通过发挥人才、学科等资源和平台优势，
以更大的力度、更有效的举措共同推动医联体
建设取得明显成效，打造责任、利益、管理、
发展、服务相统一的共同体，做到立足基层、
融入基层、服务基层。

南溪山医院党委书记戴前富深刻地指出了
党建融合发展体作为医联体同步融汇政治思
想、同源融汇组织定力、同质融汇政治文化的
有效载体，在推进全区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公
立医院党建高质量发展和健康广西建设上的积
极现实意义和广泛借鉴意义。他强调，揭牌只
是起点，建设才是要义，有效才是目标。他表
示，将与各方面按照各级党委、政府的部署要
求，自觉革新思想观念，树立思想新念；创新
工作方式，多出改革新举；新立改革机制，力
推党建新潮；刷新工作高度，创造改革新果；
弘新改革内涵，开创党建新篇。

党建融合开先河
——— 广西首个跨区域医联体党建融合发展体成立

▲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党组成员、副主任杜振宗，钟山县县长陈书莹，贺州
市卫生健康委党组书记、主任吴航，南溪山医院党委书记戴前富等领导为广西
壮族自治区南溪山医院钟山县公立医院医疗集团党建融合发展工作站揭牌。

▲南溪山医院党委书记戴前富，钟山县卫生健康局党组书记、局
长丘宁，钟山县人民医院党支部书记、院长廖首本作为代表签署医联
体党建融合发展协议。

▲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党组成员、副主任杜振宗，钟山
县县长陈书莹，钟山县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副县长钟世
萍等领导为广西壮族自治区南溪山医院钟山县公立医院医
疗集团党建融合发展委员会、党建融合发展基地揭牌。

▲医联体成员单位调研参观。 ▲会议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