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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重庆电(记者李松)共建信息平
台，让农村患者“就近”享受专家医疗资源；建
立紧密合作机制，依托医联体让基层医院做
大做强……近年来，重庆以打造农村“30 分
钟医疗服务圈”为重点，持续“做强”基层医疗
能力，让农村患者也能享受到便捷的基本医
疗服务。

强基层：基层医院“强起来”

惠及农村百姓

在荣昌区吴家镇，患有脑萎缩的唐树芳
现在可以“足不出镇，也能享受专家‘就近’坐
诊”。近年来，吴家镇中心卫生院配置了远程
影像会诊平台，类似唐树芳这样的患者，可以
通过系统，与上级医院专家实时连线，实现科
学诊治。

“依托临床影像、心电查阅等信息平台，
荣昌区级医疗资源可辐射到乡镇，不少多发
病、常见病在基层都能获得诊疗。”吴家镇中
心卫生院院长易强介绍说。

过去，由于医疗资源分布不均，医疗服
务“薄弱在基层，短板在农村”，这样既使“大

医院人满为患、基层医疗机构门可罗雀”，又
加重了群众“看病难、看病贵”问题。

为此，重庆市有针对性谋划医疗“强基
层”，加强乡镇卫生院、村卫生室投入，让农村
患者在 30 分钟内就能到达最近的医疗卫生
服务点，逐步补齐基层基本医疗卫生短板。

地处武陵山区的彭水县，近年来组建了
乡镇卫生院医院集团，累计投入资金近 3 亿
元，改扩建乡镇(社区)卫生院 40 所，彩超、全
自动生化分析仪等设备在乡镇卫生院实现全
覆盖。

农村基层医疗能力提升，带来的是群众
就医选择的变化。在彭水，门急诊、住院患者
留在乡镇基层医疗机构就医的比例，已连续
多年超过 72%。

同时，乡镇医疗机构收费标准低，医保报
销比例高，患者“首诊在基层”，还缓解了“看
病贵”的难题。在彭水县龙塘乡黄金村，贫困
户高应淑患有严重心衰、慢性阻塞性肺病。高
应淑 2017 年在龙塘乡卫生院多次住院，各种
医疗费用 5 万多元，经医保、贫困户医疗救济
等多重报销后，报销比例超过 92%，大大减
轻了医疗负担。

建机制：医疗资源“下沉”，患

者就近就医更安心

推动城乡医疗资源均衡化，既要靠投入，
也要建机制。近年来，重庆推动各级医联体建
设，畅通双向转诊渠道，推动优质医院资源
“下沉”，让患者就近就医更安心。

在吴家镇中心卫生院病房内，为患者孙
永珍治疗的，就是来自荣昌区人民医院骨科
的医生王光健。半年多来，王光健一直扎根基
层，就近服务患者，正是荣昌区级医院与吴家
镇中心卫生院“牵手”共建医联体，推动基层
特色专科建设的结果。“在农村地区，四肢骨
折、腰椎间盘突出等患者较多，过去不少手术
在基层做不了，病人需要上转治疗。”易强说，
现在专家“下沉”后，在临床一线从事治疗工
作，并向基层医务人员开展培训、授课，直接
帮带乡镇卫生院科室建设。专家资源“下沉”，
患者是最大的受益者。患有左肾上腺嗜铬细胞
瘤的周成义，家住梁平区青垭村。面对重病，老
周曾想到重庆主城区大医院住院。后来听说重
医附一院专家每周都来坐诊、手术，老周下定
决心在区人民医院做手术，并取得成功。

保基本：兜住健康“网底”让

农民看得起病

农村医疗卫生建设，既要让群众看得

上病，也要看得起病。为此，重庆按照保基本
的要求，不断强化医疗保障网的公平性和可
及性，使人人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尤其是
针对农村贫困群众，重庆专门落实健康扶贫
政策，建立“城乡居民医保+大病补充保险+民
政医疗救助”多项保障衔接，分类救治。

在重庆云阳县龙角镇，贫困户余琼心脏
疾病治疗出院时，城乡居民医保、扶贫救助等
叠加报销了 2 . 4 万多元，自付只有 4000 多
元。

云阳县相关部门调研还发现，在因病致
(返)贫人口中，有相当一部分患者是不需要长
期住院的，而需要在家吃药治疗。药费，就成了
这类家庭的主要负担。

“面对这种情况，县里出台政策，针对家庭
特别困难、丧失劳动能力或生活自理能力的 17
种重大疾病或严重慢性病患者，每月按 100
元— 500 元的标准给予药费补助。”云阳县卫计
委健康扶贫办主任赵昌国说。

云阳县凤鸣镇太地村的贫困户彭义安受
伤后高位截瘫，居家康复治疗以来，享受到 500
元/月的药品补助政策，同时家庭签约医生针
对彭义安的具体情况，制定了个性化治疗、护
理方案，并手把手地教他的妻子护理病人的方
法。

各项举措综合施策，正在使不少贫困户从
因病致贫的重压下逐步“翻身”，目前重庆因病
致(返)贫人口已下降到 4 万户 13 万人，比
2014 年建档立卡时减少了 7 成多。

农村患者“就近”享受专家医疗资源；依托医联体让基层医院做大做强……

重庆打造“30 分钟医疗服务圈”惠农家

新华社长沙电(记者白田田、周勉)寒冬时节，
“鱼米之乡”洞庭湖平原腹地，湖南南县邦福稻虾
种养专业合作社的农户将清冷的河水引入稻田。
如今，正是小龙虾产幼苗的时候。待到来年春夏
之际，水稻和小龙虾将在农田呈现“共生”景象。

农户们没有想过的是，这里的农产品能够
远销到香港。记者了解到，6 日，在香港举办的
2018 年亚洲农产品展上，27 款南县“稻虾米”
亮相，吸引了众多客商。5 家香港经销商与南
县米厂签订了 200 吨“稻虾米”采购协议。

作为传统的粮食生产大县，南县近年来大
力推广稻虾生态种养模式。水稻加小龙虾，不是
简单的等于“稻虾米”，而是产生了不少神奇的

“化学反应”。
“稻+虾”，等于绿色农业。南县副县长武

深树说，水稻与小龙虾在稻田中共同生长，虾
为稻除草、松土、增肥，稻为虾供饵、遮阴、避
害，大大减少了化肥和农药的施用，形成了绿
色、环保的生态农业模式。

一些合作社和米厂建立了两套系统。一
是监控系统，在连片种植区安装太阳能供电
的摄像头，360 度远程监测周边农田是否违
规施肥施药；二是追溯系统，每一个批次的产
品贴有一个溯源二维码。“扫一扫”，便能看到
从耕地、播种、植保到收割、加工、包装全过程
的影像记录。

“稻+虾”，等于品质农业。过去，由于稻米
品质不高、价格低廉，“鱼米之乡”的粮食产业
却成不了“富民产业”。为了扩大市场，很多米
厂不得不打价格战，每斤大米的利润最低只
有一两分钱。

邦福稻虾种养专业合作社副理事长陈治
国说，采取稻虾种养模式，选用优质稻品种，提
高了稻米附加值。他给记者算了一笔“增值账”：
现在每斤“稻虾米”售价达到 9 元多，比普通大
米翻了一倍。再加上养虾的收入，每亩农田可
增加 3000元收入。这让种田变得有利可图。

“稻+虾”，还等于互联网农业。品质提升
后，南县的一些米厂开始尝试“互联网+‘稻虾

米’”。金之香米业是南县一家“稻虾米”龙头
企业，从 2017 年开始线上营销。今年，他们又
在插秧、收割等时间节点，邀请“网红”做了
12 场网络直播。

金之香米业销售总监王敏说，他们准备
明年在全国 70 家门店建设“智慧门店”。借助
电商平台的大数据，了解区域消费者的口感
偏好，然后向门店进行有针对性的推广，打造
“稻虾米”“爆款”。

据了解，2018 年，南县稻虾种养规模达
50 万亩，年产小龙虾 8 万吨，“稻虾米”24 万
吨。武深树告诉记者，南县“稻虾米”能够进
入香港，表明“稻+虾”模式受到市场认可。

“稻+虾”等于什么？看看这道农业“算术题”

一群群文昌鸡在村边的一片林子里“散步”，村民冯小胜
一边喂着橡胶林下的鸡群，一边高兴地向记者细算收入账。

冯小胜两年前还是贫困户，如今已经成了村里的致富带
头人。“我养的 500 只走地母鸡过几天就要开始卖了，春节前
还要再卖 500 只，预计今年养鸡能有 4 万多元的收入。”

海南省临高县博厚镇道德村全村 36 户 144 人。由于农
田干旱缺水、产业结构单一等原因，这个革命老区村一度戴
上了贫困村的“帽子”。

水稻、甘蔗、橡胶是村民的传统收入来源。2015 年，村
里 12 户农户成立临高县道德养殖专业合作社，在村庄一侧
的胶林下用隔离网围出一片区域，集中发展养鸡产业，粪便
回收用于培肥农田。

如今，道德村的林下生态养鸡示范基地里，一派繁忙景
象，村委会副主任郑金永介绍说，通过养鸡，农户平均每年
可以增收 3 万元左右。

橡胶林里飞出了“金凤凰”。村民们的贫困帽摘了，小村
庄也发生了巨变。以前，村里卫生条件差，村边的橡胶林成了
露天厕所，到处堆满垃圾。近年来，道德村启动整村改造，陆
续推倒全村的危旧房，成排成行盖起了 38 栋楼房，家家户户
喜迁新居。随后，全村硬化 4 公里村道，配套建设雨污分流管
网，栽种了绿化树，安装了路灯，村容村貌大为改观。

2015 年，村民们开大会讨论通过村规民约，立下了卫
生“门前三包”和猪圈、粪便、柴草、禽畜“四进院”等 20 多条
规矩。村干部定期组织卫生大扫除，在村广播里对“后进户”

进行通报批评。

记者来到村保洁员冯加东家，只见客厅的地板打扫得
干干净净，门口摆放着拖鞋。他高兴地告诉记者，以前刚搬
入新房的时候，村民还有一些陋习，现在大家越来越文明
了。 (刘博)新华社海口电

橡胶林飞出“金凤凰”

新华社呼和浩特电(记者张云龙、刘磊)见
惯了蒙古族牧民在自家草场里放羊，但内蒙古
东乌珠穆沁旗的赛吉拉胡却大不一样，他租来
草场当牧民，不去养羊而是投入巨资改良蒙古
马。

新一轮寒潮来袭，草原白天的气温已达零
下二十多摄氏度，天气虽然晴朗，但冷风刺骨，
让人睁不开眼睛。在道特淖尔镇巴音乌拉嘎查
一处山丘下，30 多匹骏马齐刷刷昂首挺立，如
雕塑般一动不动。

“那是马儿保存体温的动作。”赛吉拉胡说，
当地的蒙古马可耐零下三四十摄氏度的严寒，
冬季仍可在外觅食。但是这群马并不是草原上
常见的蒙古马，它们个头更高大，体型更俊美，
是蒙古马与纯血马的改良品种。

赛吉拉胡出生在内蒙古镶黄旗，从部队退

伍后来到东乌珠穆沁旗成家。父亲年轻时负
责看护嘎查集体的马群，他从小就喜欢马。
“马是蒙古族牧民生活中最亲密的伙伴，出
行、放牧都离不开它。”

20 世纪末，在游牧生活中不可缺少的蒙
古马，逐渐淡出越来越现代的牧民生活，被摩
托车、汽车取代，内蒙古存栏的马匹也从
1975 年的 239 万匹一度锐减至不足 70 万
匹。

近年来，生活富裕的人们追求更多的精
神享受，伴随国家大力弘扬民族文化，蒙古马
在文化交流、旅游休闲、体育竞赛中强势回
归，并由此形成全新的马产业，在草原上勃发
生机。

传统的牧业生产方式又在发生新的变
化，草场流转越来越普遍。赛吉拉胡和亲戚吉

雅图租了 1 万亩草场，重新当起牧民养马。
“一开始就是喜欢马，卖马奶也有些收入。”

作为新一代的牧民，赛吉拉胡更懂得挖
掘商机和利用科技。他看到，那达慕上的赛马
活动越来越多，参赛的马匹也不仅仅是本土
的蒙古马，还有高大的国外品种。这些马耐力
不足，但速度很快，于是就想到了改良蒙古
马。

赛吉拉胡走访了不少马场，最后找到了
内蒙古农业大学教授芒来的团队。从 2000 年
开始，内蒙古农业大学就已经从美国引进纯
血种公马，培育长距离、耐力强、速度快、骨骼
细而个体较大的三元杂种竞技马新品种。

按照芒来团队的技术方案，2013 年，赛
吉拉胡花 60 多万元从北京买回退役的纯血
马，采用自然繁育的方式进行杂交，到今年已

经培育出第四代。“效果很明显，既保留了蒙
古马的耐受性，又有纯血马体型大，速度快的
特点。”

“改良马的经济效益很好，蒙古马马驹只
能卖 3000 多元，成年马一般不超 7000 元，但
是改良马通常都在 1 万至 2 万元。”赛吉拉胡
说，养马到现在投入 180 多万元，预计明后年
可以实现盈利。

去年，赛吉拉胡又购进两匹阿拉伯马，继
续向“骨骼细”的方向改良。今年，他还注册了
铁河竞技马选育公司，吉雅图也在琢磨如何
将季节性的马奶变成长年生产销售的产品。

截至今年，内蒙古马匹存栏量回升至
84 . 8 万匹，居全国第一。明年夏天，内蒙古将
举办国际马文化博览会，全区好几个盟市也
都在加快发展马产业。

租草场改良马当产业，这个蒙古族牧民不一般

12 月的新疆伊犁河谷，一场风雪之后，天蒙蒙亮张智
军就钻进鸡舍，将大盆的“养生餐”带给急切等食的 5000 多
只黑鸡。张智军是新疆特克斯县齐勒乌泽克镇巴喀勒克村
的一名“鸡司令”。在天山山区，他喂鸡用的饲料与众不同，
其掺入了人称“小人参”的黄芪。

巴喀勒克村是牧业村，530 多户村民大多从事畜牧养
殖。驻村的工作队了解到，因地势高、光照足，适合黄芪生
长，邻村的阿克奇村种植面积逐年扩大到上千亩。而黄芪在
加工过程中，会产生大量利用不了的残渣。工作队队长吾拉
木江·沙吐哈力有了新想法：新疆冬季气温低，能不能将黄
芪残渣添到饲料中，增强鸡群体质，同时提高鸡肉品质，适
应市场需要。

经多方沟通联系，工作队请来一家农林科技公司，在村
里建起草原鸡养殖基地。今年 4 月，公司陆续引进 5 万多只
“良凤黑鸡”，并聘请兽医员和技术员常驻村里，引导村民用
中草药养鸡。

“将一定比例的黄芪、玉米、豆粕混合起来，这样喂食草
原鸡效果最好。”依据养鸡心得，张智军列出了“养生餐”配
方。其实村民大都据此养鸡，这早就不是他的独家秘诀了。

一只鸡要养足 180 天，重约 2 . 5 公斤才能面向市场销
售。进村的企业注册了“雪域吃货”品牌，利用电商直营、展
销平台，实现线上线下同步销售，让草原鸡远走高飞。为了
让消费者吃得放心，企业还给每一只鸡建立了身份证制度，
实行质量网络追溯。

10 月，第一批长成的 3 万多只草原鸡上市，因养殖周
期长、果园散养、中草药强体，市场上很抢手。记者了解到，
经过屠宰包装后，一只草原鸡卖到了 168 元，收益很高。

黄芪种植、残渣喂鸡、鸡粪入地……“种养结合”让天山
山区的村庄发生了新变化。“去年巴喀勒克村人均收入超过
了 1 万元，今年靠特色养殖预计人均增收 1000 元。”吾拉木
江·沙吐哈力说。

不仅如此，有了企业引领，村民从习惯放养大畜到养殖
草原鸡，超载过牧的情形大大减少，山区草原的生态得到改
善，收入还明显增加。村里建档立卡的贫困户阿尔肯·马拉
力别克过去以放牧为生，现在在草原鸡养殖基地务工，每月
就有 3000 元收入，像他这样实现稳定脱贫的村民还有 50
多户。 (记者高晗)新华社乌鲁木齐电

“小人参”助飞草原鸡

东北正值严冬，寒风凛冽。吉林长春市九台区龙嘉街道
龙家堡村孙国福的家里却温暖如春。孙国福说，家里这么暖
和，得益于以前觉得没用、现在却身价倍增的秸秆。“这个小
秸秆块可比玉米秆子强多了，使用效果非常好，家里不但暖
和，而且干净多了。”孙国福从袋子里拿出一把玉米秸秆压缩
块，打开炉门添上一小把，整个过程没有一丝炉烟冒出来。

眼前的红色炉子是小型生物质锅炉。孙国福说，现在秋
收后再也不用把地里的玉米秸秆拉回家了。当地秸秆综合
利用企业把秸秆收走，粉碎后制成秸秆燃料，按照耕地面积
免费为农民发放，其余的由企业进行综合利用。

在九台，秸秆在禁烧规定出台后走上了综合利用新路。

投资 10 亿元的中航新能源集团秸秆综合利用项目已经在
龙家堡等 10 个村安装炉具 5091 户(套)，初步实现了秸秆
柴草不进村屯。

“从秋收之后到第二年种地之前，我们厂可以加工秸秆
2 万多吨，每个机器一天可加工 20 吨饲料，牛羊可以直接
吃。”九台区东湖街道办事处隆达兴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厂
长黄志民说。

九台区常务副区长李树国说，近几年九台建起了“收、贮、
运、加、销”体系，今年当地秸秆可收集量为 117 万吨，能源化、
肥料化、饲料化等综合利用的总量可达 103 万吨，综合利用率
达 88% 以上。九台区农业局副局长赵树文说，秸秆膨化饲料
被牛食用后，牛粪经过发酵可饲养蚯蚓，蚯蚓还可喂鱼、鸡等，
秸秆处理走上了一条生态循环农业可持续发展道路。

秸秆在加工综合利用的同时，也在反哺黑土地。部分农
民采取粉碎后覆盖还田等方式把秸秆留在地里，总面积达
34 . 5 万亩。“秸秆还田变肥料，不仅让土地穿得暖，也让土
壤‘吃’得好，还防止了风沙风化，这样的效果千金难买。”李
树国说。 (记者徐子恒、刘硕)据新华社长春电

废秸秆变身“香饽饽”

 12 月 9 日，工人在乐亭
县汀流河镇现代农业园区内修
建蔬菜暖棚。

近年来，河北省乐亭县积
极调整农业生产结构，通过政
府引导，合作社、大户带动的模
式，利用暖棚等农业设施大力
发展反季蔬菜种植，产品畅销
北京、天津等地，带动农民实现
冬季增收。

新华社记者牟宇摄

河北乐亭：

巧打“反季牌”

冬季增收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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