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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欧甸丘

最近荣获“援黔医疗卫生对口帮扶工作特
别贡献奖”的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医生刘建
刚，是贵州石阡县知名度极高的挂职扶贫干部。

两年多前，受东西部扶贫协作对口帮扶城
市苏州的派遣，刘建刚来到石阡援助 3 个月。
援助结束后，他被留下来挂职石阡县人民医院
副院长。

从 2017 年 4 月我被新华社广东分社派驻
石阡挂职扶贫开始，就多次听说刘建刚的故事。
最近，同为扶贫干部的我对这位有“大侠”气质
的北方汉子进行了采访。

刀下救人

刘建刚是神经外科专家，长于颅内手术。
在他的手术刀下，许多患者“起死回生”。

去年 10 月 15 日，正在村里开展帮扶工作
的石阡县甘溪乡驻村干部兰军出现头痛、意识
恍惚症状，当地政府立即将其送到石阡县人民
医院。“当时诊断，兰军的病因为静脉血栓导致
的脑出血，如果不立即手术，会有生命危险，今
后即便能保住生命，偏瘫几乎是难免的。”石阡
县人民医院院长史超说。

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对口帮扶石阡之
前，石阡县人民医院也能做简单的开颅手术，但
对稍复杂的颅内手术无能为力。

开颅手术恰好是刘建刚的专长，晚上
19：57 将兰军送入手术室，凌晨 1：28 成功
完成“开颅血肿清除+去骨瓣减压术”。

兰军的妻子为丈夫的意外紧张了很长一段
时间，她说：“最后，手术后的兰军像普通人一样
走出了医院，四肢力气正常，说话口齿清晰，已
基本完全康复。”

石阡县花桥镇扶贫干部符宁伟颅内动脉瘤
破裂，危在旦夕。“颅内动脉瘤破裂后，病人只能
保持绝对卧床，且不能颠簸转运。如果当天转
运到贵阳，很可能会死在路途上。”县人民医院
院长史超说。

刘建刚立即给符宁伟做手术，从晚上十一
点开始，一直到凌晨五点半才结束手术，终于成
功从死神手中抢回了一个生命。“病情不等人，
手术台上常常需要连续加班作战，这是我们工
作的常态。”刘建刚说。

……
在不到两年的时间内，刘建刚在石阡县人

民医院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医院亲手做了 40
多例高难度手术，挽救了一个又一个濒临死亡
的生命，保护了一个又一个家庭的幸福。

走进石阡县人民医院住院大楼的十二楼便
可看到，群众送来的锦旗、感谢信从电梯口一直
排到了走廊尽头。

老百姓这种朴素的表达感激的方式，折射
出基层群众对优质医疗服务的渴求。石阡县人
民医院是县域内各方面条件最好的医院，但远
远无法满足当地的医疗需求。刘建刚才来的时
候，全院没有一个市级重点专科，医疗设施全面
落后：由于没有做手术用的显微镜，做颅内手术
全凭裸眼；医院的止血工具——双极电凝的箭
头氧化严重，几乎止不住血；医院开颅用的还是
手摇式开颅设备……手术设备至少落后苏州
20 年！

这样的条件下，“小病不出乡、大病不出县”
又如何能够做到呢？

好在国家大力推进东西部扶贫协作、中央
单位定点扶贫，在刘建刚的大力推动和各结对
帮扶单位的援助下，如今的石阡县人民医院配
备了手术用显微镜、电动开颅机、核磁共振机等
一批先进技术设备，大大提高了医院的诊疗
技术。

侠骨柔情

如果没有一点理想主义精神，在举目无亲、
远离家乡的石阡挂职扶贫的日子真的会很漫
长，对自己的身体、家庭都是一个严峻的考验。

对刘建刚而言，对贫困病人的“不可遏制的
同情心”大概就是他的理想主义内涵之一。“来
扶贫，媳妇很支持，但刚上小学的儿子很反对，
我离开家时他都不理我。我只好不断跟儿子解
释说，那里的病人需要我。”他说。

刘建刚曾跟我讲，他最怕看到贫困户的那
种渴求医疗的眼神，最怕看到衣衫破旧的老百
姓来了医院却看不起病。有次刘建刚正在坐门
诊，一个老奶奶带着小孙子来看病，小孩因摔
伤，呕吐、恶心不止。他初步检查后，便开单子
给老奶奶，建议给小孩做个头部 CT。

但等刘建刚看完十几个病人之后，那个老
奶奶一直在门口徘徊，并没有去做 CT。一问
才知道，原来老奶奶没钱。刘建刚立即从自己
口袋里掏了 500 元钱交给老奶奶去交费。这一
幕刚好被来看病的另一个病人拍照记录了
下来。

除了在医院坐诊和做手术之外，率队下乡
义诊也是刘建刚的一项重要扶贫工作。

19岁的女生小廖罹患癫痫多年，三四天便
发作一次，四处求医看病，但多年来一直没有取
得很好的疗效。

刘建刚义诊时给她开了两种药，但这两种
药本地医院都没有，他立即请苏州大学附属第
一医院的同事寄来两个疗程的药给小廖。“服了
两个疗程后，小廖发作的频率降低到了一个月
一次，后来又给寄了 2 个疗程的药。”刘建刚说：
“有一天，小廖的父亲找到医院要把 4 个疗程的
药费给我，说孩子康复得很好，出去打工赚到钱
了。”

除了义诊，刘建刚还做了一项开创性的工
作——成立了贵州省县级医院首个卒中中心。
脑卒中存在高发病率、高死亡率、高致残率、高
复发率的“四高”现象。下乡开展脑卒中高危人
群免费筛查是卒中中心很重要的一块工作。

截至 2018 年底，刘建刚的团队在石阡筛查
了 1154 名群众，发现高危人群占比 29%，这一
比例远远高于沿海地区。“如果把关口前移，针
对脑卒中高危因素早期进行目标干预，预防卒
中发生，那么就能够有效遏制脑卒中导致的后
遗症，大大减少对家庭和社会的危害。”刘建
刚说。

为了提高农村群众对脑卒中的认知度，刘
建刚自掏腰包一万多元，做了几千份诸如围裙、
水杯、扇子、手提袋之类的小礼品，并在上面印
上预防脑卒中的知识。每逢乡镇赶集的时候，
刘建刚便带领医生们上街，一面进行脑卒中筛
查，一面把小礼品免费赠送给群众。

刘建刚还做了一个时长 120 秒的脑卒中知
识公益宣传视频，并在全县的电梯广告、公交车
广告屏上滚动播放。“有个县领导来看病，我跟
他建议能否把这个视频放到全县的公交车上播
放，这个领导欣然同意，马上帮忙联系，几个电
话就把事情办妥了。”刘建刚说。

“侠之大者，为国为民”。从刘建刚这位河
北大汉所做的点点滴滴里，我看出了侠气、看出
了情怀。这位出生于农村，成长于穷困家庭，奋
斗在江南城市的汉子，并没有丢掉农民的淳朴
本色，懂得农村老百姓就是需要他这份单纯与
平淡。

师道流布

在石阡挂职扶贫，更在石阡治病救人、培养
人才，刘建刚早已将这些融为一体。

石阡县人民医院神经外科医生刘忠杰是刘
建刚重点培养的弟子。谈起自己最大的收获，
刘忠杰说：“刘（建刚）老师站在手术台上一边给
病人做手术，一边讲解每一个手术细节如何处
理，细致到手术工具如何摆放，如何保护好神经
和血管。”

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刘忠杰渐渐学会并掌
握了高难度的动脉瘤夹闭术、显微镜下经侧裂
入路治疗高血压脑出血等多项复杂手术，并可
以独自主刀。

与很多基层医院相似，石阡县人民医院的
科研实力十分薄弱。神经外科主任王克仁说，
全院绝大部分医生都不太懂如何做科研，也没
有这方面的考核，几乎没人在正式期刊上发表
过科研论文。

于是刘建刚向医院党委提出创建市级重点
专科的建议。“创建市级重点专科，科研项目和
论文是硬指标，通过这个抓手调动各个科室搞
科研的积极性。”刘建刚说。

对于一个欠发达地区的基层医院，被“逼”
着搞科研谈何容易。有积极响应者，也有既不
支持也不反对者，甚至还有反对者。在刘建刚
的鼓励引导下，一批积极响应者率先与刘忠杰
一起搞成了首个科研成果——发表了一篇国外
权威医学 SCI 期刊论文。这在整个贵州医学
界都罕见的医学成果像一颗炸弹，炸“醒”了医
务工作者的科研热情。

2018 年，石阡县人民医院申请 7 个市级重
点专科，最终 3 个顺利获批市级重点专科，4 个
顺利成为市级重点建设专科，实现了石阡县人
民医院市级重点专科数量“零的突破”。

院长史超感慨地说，“目前，整个医院已经
写成的科研论文有十几篇，分别处在投稿、审稿
或修改过程中，有的科室已经独立发表了核心
期刊的科研论文，全院的科研热情持续高涨，科
研风气已经开始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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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果成林、油茶开花、咖啡结果……”一段铃声
之后，电话那头传来了牛花才的声音：“你们休息下，
我马上到。”很快，门口就响起摩托车的声音，下来一
个皮肤黝黑的傈僳族汉子，正是牛花才——云南省
普洱市思茅区倚象镇踏清河村党总支书记。

如今，邻村有样学样也搞“一地三种”，牛花才
经常跑去帮忙。

踏清河是一个“移民村”，聚居着汉、彝等多个
民族，其中，1997 年从怒江州迁移过来的傈僳族
群众占 80%。近年来，在政府扶持下，这个典型贫
困村通过发展咖啡、茶叶、坚果立体套种，闯出了
一条独具特色的产业发展路子。

（一）

走在“产业地”里，放眼望去，高的是坚果树，

矮的是咖啡树，旁边还有茶树。三种作物互不影
响，又能起到以短养长、长短结合的作用，发挥土
地最大效益。

“茶叶不用怎么打理，咖啡长在坚果树底下。”
牛花才算了一笔账：一亩地里种三样东西，相当于
有了三亩地的收入。

这对人均土地面积不足一亩的踏清河村尤其
受益。“受干旱影响，茶叶今年损失严重，要是单一
种植，村民就亏了。”他说，套种能提高产业发展的
抗风险能力。

眼下，正是坚果丰产的季节。全村目前采摘了
200 多吨坚果，比去年增加一倍。“今年鲜果价格
能到每公斤 14 元。”牛花才说，路子走对了，想不
挣钱都难。

可对于踏清河村来说，探索产业发展这条路
十分不易。

1997 年，移民搬迁工作开始。包括牛花才在内
的很多傈僳族群众告别老家，来到如今的踏清河。
这是他们第一次走出大峡谷。因为人多地少，当地
政府决定因地制宜，引进企业带动村民种植咖啡。

“听说这个东西人吃不得。”“我们种它有什么
用？”……村里炸了锅，随之而来的还有一些村民
的抵触。

虽说没见过咖啡，但牛花才清楚，这是可以挣
钱的“果果”。“我们搬出来是为了啥？是求发展！”
经过牛花才耐心做工作，村民有了种植咖啡的热
情：挖咖啡沟、栽苗、施肥……

没想到，咖啡种下去不到一年就遇上了霜冻
灾害。牛花才只得又挨家挨户做工作，还把政府补
贴的大米送到村民手上。扶管费也由公司直接补
贴给村民，直到咖啡投产。

2002 年，咖啡陆续挂果。村民有了第一笔收入。
牛花才家的 12亩咖啡地当年就有 1万元进账。“从
没见过这么多钱。”他说，咖啡果成了“金果果”。

（二）

咖啡树挂果是一年中最热闹的时候。村民们每
天忙着采摘，还要背上自家咖啡豆，往 8 里外的公
司赶。“烂泥路上车子根本开不进来。”牛花才回忆。

“无路就不富”。他开始动员村民修路。2006
年，村里有了一条直通咖啡园的砂石路。几年后，
在项目支持下，每人各出 1200 元，修了 4 . 6 公里
的水泥路。“这个钱来年就能靠咖啡收回来。”牛花
才说，老百姓认这个理。

发展套种是在 2007 年。眼看着咖啡价格走
低，牛花才带头在咖啡地里种上了茶叶。3 年后，
他打听到有一种叫“澳洲坚果”的经济作物。

“套种一下试试？”当年，他带着村干部去西
双版纳考察。回村后发现宣传不奏效，牛花才又
领着村民观摩坚果种植。

“这东西有搞头！”说干就干，咖啡地里又套种
上了 27000棵坚果树。“我带头买了 50棵。”他说。

5 年后，牛花才家的坚果树投产，仅此项收
入就有 3000 多元。村民也尝到了甜头。

截至目前，全村已完成坚果套种 15371 亩
（已投产 8500 亩），2018 年出售坚果 105 吨，销
售额 106 余万元，每亩复合效益明显，实现了土
地综合利用、农民增收“双赢”。

（三）

有邻村人问：你们踏清河人怎么闲不下来？
究竟为何？牛花才心里很清楚。搬来之前，很

多人都生活在大峡谷中。“往上看是天，往下看是
江。”他说，地里年年种苞谷，生活天天一个样。

“无论如何我都要摆脱苞谷稀饭！”甩下这
句话后，他就带上老婆孩子出来闯。

如今，20 多年过去，作为致富带头人的牛
花才已换了四次房，家里有了小汽车。茶叶、坚
果、咖啡……村民人均纯收入从 1997 年的 250
元增至现在的近 8000 元。

除了日常村务工作，52岁的牛花才还爱琢磨
品种改良。打听到好的品种后，他就掏钱买来试
种，成效好了再让村民种植。7 月，牛花才在村委
会周边试种了 44棵坚果树，这是他的一块“试验
田”。目前，这片坚果树长势喜人。

“不甘于现状，人才有奔头。”他说，年底全
村要脱贫出列。

（记者严勇）新华社昆明 10 月 14 日电

一地三种，牛书记引领村民脱贫

▲刘建刚正在显微镜下做手术。
（石阡县人民医院供图）

▲在黔桂乌英苗寨，群众在帮助贫困户吴仕足修建新木楼（9 月 3 日无人机拍摄）。
乌英苗寨位于黔桂交界的大苗山深处，共有 140 户 600 多人，其中 100 户属广西柳州市融水苗族自治县杆洞乡党鸠村，40 户属贵州

省从江县翠里瑶族壮族乡南岑村。这里地处偏远，土地资源匮乏，自然环境恶劣，是一个典型的极度贫困苗寨，目前寨子里还有 59 户贫
困户。今年以来，乌英苗寨的脱贫攻坚工作进入冲刺阶段，黔桂两地党委政府继续加大对乌英苗寨的扶持力度，驻柳空军部队、结对帮扶
融水苗族自治县的广东廉江市也在基础设施建设、危房改造、脱贫产业等项目上给予帮扶；同时，社会各界也从多方面给乌英苗寨奉献爱
心。10 月 12 日，融水县 9 个部门相关负责人聚集乌英苗寨，就推动落实脱贫攻坚各个项目建设和产业发展，进行研讨部署。目前，融水
苗族自治县针对乌英苗寨独特的跨省区民族文化，决定以“旅游+农业产业”的模式，凝聚社会各方面的力量，推动乌英苗寨发展，带动群
众脱贫致富。 新华社记者黄孝邦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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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幕降临，在安徽利辛县汝集镇朱集村，忙了
一天的村干部们相继回家。锁好村部的大门，刘双
燕回到村部楼上的房间，打开台灯写起了扶贫
日记。

“贫困地区发展产业面临很多困境，种养殖业
经不起市场和自然灾害等风险……”笔尖在纸上
沙沙作响。

刘双燕已经习惯了这样忙碌的生活，她告诉
记者，今年是她任“第一书记”的第 8 个年头。

2012 年起，刘双燕作为安徽省第五批选派干
部，从利辛县税务局选派担任利辛县刘家集镇陆
小营村“第一书记”。2014 年，她调任朱集村“第一
书记”，去年任期结束，她主动申请留在朱集村，成
了连任三届的“第一书记”。

回忆起刚到陆小营村的时候，刘双燕说，当时
村子交通闭塞、产业落后，而且是个外人避之不及
的“艾滋病村”。“宿舍四面漏风，驻村第一天，我就
傻了眼。”

作为“第一书记”，刘双燕努力学习艾滋病的
相关知识，带领村民发展产业，还从上级争取到
50 万元项目资金，修通了一条村里人期盼已久的
水泥主路。2014 年 10 月，刘双燕结束了驻村帮扶
工作，响应组织号召，作为有农村工作经验的同志
去朱集村驻村扶贫。“在陆小营村待了 3 年，那种
被需要的感觉一直在内心呼唤着我留在农村。”刘
双燕说。

记者近日到朱集村采访，跟随刘双燕走村入
户。“闺女来了啊”“天热快到屋里坐”…… 74岁的
村民周学正大老远看到刘双燕来了，连忙招呼她

进屋。
“3 年前村里发了 2只种羊，刘书记说不要卖

了，也不要吃掉，要羊生羊、发‘羊财’，没想到靠这
个还真脱了贫。”周学正指着羊圈里的羊说。
周学正年龄大、劳动能力弱，刘双燕根据他的

实际情况，天天做他的工作，鼓励他养羊。去年，周
学正卖了 5只羊，收入 6000 多元。“刘书记经常来
我家，不是讲一讲扶贫政策，就是送肥皂、毛巾、衣
服，她就跟我的闺女一样啊。”

朱集村有 5650 人，其中建档立卡贫困户 350
户 772 人。任驻村“第一书记”以来，刘双燕跑遍了
村里的贫困户。

记者走访中发现，年纪大的村民都把刘双燕
称为“闺女”，年龄相仿的则称她为“姐妹”。“与大
家朝夕相处，多办点实事，慢慢就亲近了。”刘双燕
说，干部的点滴付出，老百姓看在眼里，记在心上。

走进村里的周文峰肉鸭养殖场，养鸭大户周
文峰向记者讲起了刘双燕鼓励他养鸭的故事。

“刚开始没想着能养鸭，我们两口子有残疾，
家庭条件不好，根本没有钱投入，而且养殖风险
大，万一亏了可咋办？”45岁的周文峰说，“刘书记
到我家来了很多趟，鼓励我说缺钱有扶贫小额贷
款，缺技术有专人指导，缺销路有企业可以合作，
逐渐打消了我的顾虑。我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决定
闯一闯。”

经刘双燕联系介绍，2016 年，周文峰与一家
农业企业合作，成为订单养殖的实践者。他凭借 5
万元小额贷款，加上筹集的 3 万元，投资建了一个
大棚，养了 5000只鸭子。后来扩大养殖规模，每年

养鸭的收入有 7 万多元，成功摘掉“贫困帽”。
因学致贫的，给予教育扶贫；生病不能干重

体力活的，介绍公益性岗位……针对贫困户的
情况，刘双燕逐一“对症施治”。

朱集村 2016 年顺利脱贫出列，2018 年 2
月，任期已满的刘双燕主动留任安徽省第七批
选派干部，留在了朱集村。她说，看到同期驻村
的干部们一个个都回城了，也有过“纠结”，但是
“想到村里的路灯还没点亮，村集体经济规模还
不大，还有 20 多户没脱贫，我还要再干一届。”

目前，朱集村建成 200 多亩特色种养殖基
地；全村种植经济林木 379 亩，惠及贫困户 190
户 378 人；除 35 户户用光伏电站外，还建成
187 千瓦的村级光伏电站。“去年底村集体经济
收入达到了 70 万元。”刘双燕说，贫困发生率已
由 2014 年的 13%下降至现在的 0 . 9%。

今年村子预计脱贫 19 户 39 人，刘双燕还
谋划继续做好出列摘帽后的帮扶工作，其中包
括在产业发展和基础设施项目建设上再用功，
提升带贫减贫能力和成效。

驻村期间，刘双燕先后经历了母亲、丈夫的
离世，自己也因劳累过度患上了髌骨软化症，但
她依然选择坚守在扶贫一线。今年 9 月，刘双燕
获 2019年全国脱贫攻坚奖贡献奖。

“我们是脱贫攻坚这场硬仗中扛旗冲锋的
战士，眼看着就要拔下最后一个堡垒，我们不能
退，也不可以退。”刘双燕说。

（记者姜刚、吴慧珺、杨丁淼）
新华社合肥 10 月 13 日电

连干三届，刘书记干成村民“闺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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