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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病、全家贫，小病拖、大病熬”曾是许多农村贫困家庭
的真实写照；“少花钱、少跑路，治好病、不怕病”说出了基层群众
的就医期待；“保底线、补短板，强基层、谋长远”正在写就一份沉
甸甸的民生“答卷”。

“没有全民健康，就没有全面小康”。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
推动医疗卫生工作重心下移、医疗卫生资源下沉，推动城乡基本
公共服务均等化，为群众提供安全有效方便价廉的公共卫生和
基本医疗服务，真正解决好基层群众看病难、看病贵问题。

新华社记者近日在一些地方采访了解到，目前一系列医疗
资源下沉举措正在发挥实效，脱贫攻坚的“健康长城”正在添砖
加瓦，一步步绵延。

重心下移 打通就医难“最后一公里”

寒风萧瑟，草木枯黄，高原深秋已经迎来一场初雪。52 岁的
才太吉一大早就拖着双病腿坐到门口的毛毡上，等待家庭医生
马木沙前来巡诊。常年被关节炎折磨，昨夜湿气重，她一宿没
睡好。

才太吉家住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共和县倒淌河镇元者村
二社，属建档立卡贫困户。自家草场距倒淌河镇中心卫生院有
50 公里，足不出户等医生上门服务，放在 10 年前，才太吉想都
不敢想。“现在，每个人都有健康档案，马医生随叫随到，带着仪
器、藏药等上门，还讲健康常识，全村人都喜欢他。”

2014 年 12 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江苏镇江丹徒区世业镇
卫生院，了解农村医疗卫生事业发展和村民看病就医情况。

“当时天冷，握手时我本来只伸了一只手，另一只手揣在口
袋里，但是他两只手握住我，我赶紧把另一只手也伸了出来。”

当时在场的魏定瑜老人感受到的，不只是习近平总书记手
心的温度：“那天，总书记除了询问身体情况，还关心我们看病方
便不方便、医疗费用贵不贵、对农村医疗卫生工作满意不满意。”

多年后的今天，75 岁的魏定瑜还时常来到卫生院，在自助
设备上测血压，心里还牢牢记着总书记的叮嘱。

病有所医，是老百姓基本的需求，也是总书记深深的牵挂。
魏定瑜告诉记者，世业镇 5 个行政村，卫生院医护人员定期

去村里给慢性病病人测量血压、血糖，做健康知识科普。魏定瑜
所在的东大坝村在每个月逢“ 6”的日子都会迎来入户检查的
医生。

基层一小步，国家一大步。近年来，我国 832 个贫困县的所
有县级医院都有一支或多支来自三级医院的团队对口帮扶，帮
助贫困地区县级医院开展重点专科建设、加强临床专业人才队
伍建设和医院管理人才队伍建设，全面提升贫困地区县域内医
疗健康服务能力。

此外，通过统筹县域内医疗卫生资源，加强培养培训、巡诊、
派驻等方式，不断充实乡村两级卫生人才队伍。截至目前，贫困
地区 95% 以上的乡镇卫生院至少有 1 名执业医师或助理执业
医师，农村贫困人口常见病、慢性病能够就近获得及时救治。

互联网+医疗促精准扶贫 村民“家门口”看好病

资源下沉通末梢，基层强了；信息上网提效率，让贫困群众
在“家门口”也能找城里的专家看病。

“现在看病真方便！”提起今年 8 月的胆囊切除手术，家住云
南省云县茂兰镇安乐村的 74 岁老人梅如珍十分高兴。村医通过
视频连线找到县人民医院专家远程问诊、确诊病情、转至镇中心
卫生院做手术……借助信息化手段，各流程高效完成，她 7 天后
就办了出院手续。

近年来，国家全面深化医改，进一步转变政府办医体制，云县
人民政府主动放权，启动紧密型医共体建设，重点给予人才、技
术、设备、培训等支持，破除“各自为阵”，激发基层医疗机构活力。

“互联网+医疗”给百姓带来实实在在的民生温暖。
“过去既怕病要命，也怕交通要命。”75 岁的魏定瑜至今都

记得，曾有村民阑尾穿孔后，因为交通不便没能及时到县医院就
医，“船还没到，人就死了。”

魏定瑜所在的江苏镇江世业镇，曾是浩浩长江中的“江中小
岛”。在世业镇通往外界的润扬大桥开通前，村民外出只能等一
天三班的渡船。随着润扬大桥开通，“基层首诊、双向转诊、急慢
分治、上下联动”的分级诊疗制度推行，情况渐渐发生转变。

前一阵膝盖疼，老魏到镇卫生院拍了个片子，当即传送至镇

江市第一人民医院，一分多钟就收到了诊断结果：骨质增生。“从
挂号到拍片只用了 5 分钟，花了 12 块钱。这在以前想都不敢想。”

“小病不出岛，大病有依靠”，卫生院门诊就诊率由 2015 年
前的 63% 提升到 2018 年的 81 . 6%。世业镇卫生院院长胡小忠
说，城乡联动、信息共享等政策组合互补，村民们有病就看，不拖
不等，平时自己随时测量血糖、血压，将数据实时传输至家庭医
生，健康意识越来越强。

从“等船就医”到“一分钟出结果”，远程医疗网络“精准”帮
助贫困群众看得好病。据悉，我国已经实现了健康扶贫信息系统
逐步与建档立卡信息系统的互联互通，建立健康扶贫重点对象
准入和退出机制，进一步提高健康扶贫的成效。

织牢网底 健康扶贫断穷根

健康就好比数字 1，脱贫攻坚的“组合拳”加上好多 0，生活
才有了希望。

恒四破是云南省福贡县上帕镇双米底村的一名建档立卡贫
困户，去年被诊断为胃窦癌后，家里负担较重。

幸运的是，恒四破享受“先诊疗后付费”政策，保山市人民医
院派专家到县里现场指导，为他成功实施胃癌根治手术。出院
“一站式”即时结报，恒四破 21787 . 94 元的医疗费个人自付仅
2178 . 79 元，实际报销比例达到 90%。

“先诊疗、后付费”“一站式”即时结算……我国已将建档立
卡的贫困人口全部纳入城乡居民基本医保、大病保险和医疗救
助制度保障范围，实行倾斜照顾。通过构建多层次托底的医疗保
障体系，贫困群众医疗费用负担进一步降低。670 万户因病致贫
返贫户实现脱贫，2018 年贫困患者医疗费用个人平均自付比例
下降到 10%左右。

中国扶贫，健康托底。多年来，各地对大病、慢病、重病贫困
人口全面摸底调查，分批分类救治，农村贫困人口大病专项救治
病种增加到 25种，多层次医疗保障制度释放重重红利，促脱贫
攻坚行稳致远。

摸清因病致贫人口的“底子”，斩断每一个家庭因病返贫的
“根子”，是健康扶贫的核心。国家卫健委相关负责人表示，要着
力解决农村贫困人口基本医疗有保障突出问题，建立健康扶贫
长效机制，让更多农村贫困群众走出贫病之困，健康奔小康。

（记者江时强、王大千，参与记者：屈婷、央秀达珍、董小红、
字强、邱冰清、安路蒙、韩方方） 新华社北京 10 月 30 日电

贫病有依靠 健康奔小康
医疗资源下沉为贫困群众筑牢“健康长城”

新华社济南 10 月 30 日电（记
者闫祥岭）深秋时节，鲁西南晴空万
里，湛蓝如洗。走进山东省郓城县唐
庙镇赵孟村金耀服饰的扶贫车间，
机器声轰鸣，一派忙碌景象。

村民郭艳丽正和工友们一起用
缝纫机熟练地缝制着服装。她笑着
说：“之前在外地打工，不方便照顾老
人和孩子，村里车间一建好我就回来
了。老板说，今年国家税减了，车间也
能上个台阶，现在活更多，不比外出
打工挣得少。”

近年来，郓城县按照“政府出资，
社会援建，引企入驻，集体所有”的要
求，鼓励利用农村学校旧址、闲置厂房
等场所，在村头开设“扶贫车间”，吸纳
闲置劳动力从事服装等产品加工。

“忙时务农，闲时务工”“顾家挣
钱两不误”，正成为当地群众生活新
常态。伴随着税收政策的持续支持，
入驻扶贫车间的小微企业市场竞争
力越来越强，带动贫困群众脱贫的
干劲也越来越足。

郓城县扶贫办主任时志荣说：
“县里出台扶持政策，甄选部分扶贫
车间扩大产业规模，全县 151 个车
间已注册成为小微企业。今年国家
减税降费政策对郓城县脱贫攻坚来
说，就是一场浸润民心的及时雨。”

今年 4 月 1 日开始，我国将原
16%增值税税率改按 13%税率征税，
其他各项税金也都有相应的减幅。随
后，郓城县 615个扶贫车间和 137个
扶贫爱心企业就收到了扶贫和税务
部门联合推送的政策“大礼包”。

郓城县是山东省 20 个脱贫任
务比较重的县之一。一段时间以来，
该县大力推行“扶贫车间+返乡创业
+互联网+电商+贫困户”模式，建设
扶贫车间 615个，引导劳动密集型产
业入驻，吸纳了建档立卡贫困户
1275 人就业。不仅村集体每年实现增收，更令 18673 名
贫困群众享受到收益分红。

琦泉生物发电有限公司已连续 4 年与 382 户贫困
户签订了帮扶协议，优先收购贫困户手中的农林剩余
物。但该企业位置偏僻，为使贫困户向企业出售物资代
开发票时更加方便，当地扶贫办及时与税务部门沟通，
专门在该公司设置了邮政代开发票点。

“目前，发票代开点每天能代开发票 100 余份，贫
困群众和流动商贩将秸秆和桠枝等农林剩余物过磅
后，就能代开发票，不再往返跑税务局，群众很满意！”
企业会计王宏说。

一系列减税降费政策的实施，使得该企业今年整
体少缴税款 24 . 62 万元，送料贫困户也实现增收 38 . 5
万元，减税降费不但助力了企业发展，也让政策红利辐
射到了脱贫攻坚中。

为更好服务小微企业，当地税务部门对扶贫产业
和提档升级的小微企业财务人员进行一对一辅导，使
小微企业在税务申报时节省时间、减少错误，让发展起
来的企业切实享受到国家发展红利。

截止到 9 月，今年郓城县小微企业所得税优惠
1726 . 13 万元，新增享受政策企业 2889 户，“六税两费”
减征 1678 . 08 万元，惠及 13902 户次。

“为确保扶贫小微企业及时享受减税降费优惠政
策，助推脱贫攻坚，县扶贫办与税务局在第一时间，联
合开展送税法上门服务。将最新的税收政策解读、疑难
问答、实例解析、系统升级、报表填制等内容，精准送到
脱贫攻坚一线。”郓城县税务局党委书记、局长申向
英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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褚小琴的人生目标有三个“好”：把孩
子好好养大，住上好房子，让子女有个好
归宿。

在甘肃省陇南市成县王磨镇黄山村，
层林尚未染尽，但已有黄叶随风飘落在水
泥路上。一栋栋白色墙面的青砖瓦房嵌在
秋景里，褚小琴的新家就在其中。

一年前，烟熏得发黑的危房还占据着
这个山头。

褚小琴 42 岁，有一儿一女，受教育程
度低。2018 年前，她还是建档立卡贫困户，
又身患疾病，家里的五亩地只能种菜籽、小
麦之类的传统作物，丈夫常年在外打工，收
入不稳定。实现人生目标，还遥遥无期。

两年前，一栋年逾古稀的土房是褚小琴
唯一的住所，一条狭窄的土路是黄山村仅有
的通道，村民们去一趟县城，要颠簸一天。

夫妻俩辛辛苦苦总算把子女拉扯大，
实现了第一个目标。前年女儿出嫁了，但儿
子眼看着要毕业，以后找媳妇怎么办呢？住
房成了摆在褚小琴面前的一座“大山”。

“没房没钱，哪个姑娘愿意嫁到我们这
个穷沟沟里来。”褚小琴愁眉难展。

黄山村是王磨镇最偏远的村。2013
年，全村贫困发生率高达 66 . 4% 。山高路
远，民居环境太差，一些居民甚至“逃离”

这里。
空荡荡的村子里人越来越少，希望也

越来越小。
改变降临在 2018 年。青岛市城阳区在

东西部扶贫协作中，为陇南市黄山村投入
48 万元，帮扶 40 户群众每户 1 . 2 万元，用
于人居环境提升。加上当地政府划拨的
455 . 91 万元村级基础项目建设资金，黄山
村发生了巨变。

“有一户人家看黄山村太破了，搬到山
下不愿意回来。现在黄山村大变样，人家又
要搬回来。”黄山村村支书魏文科介绍。

如今的黄山村，又热闹起来，屋舍俨
然，炊烟袅袅。

2019 年，褚小琴家有了三栋房子。第一栋是政府出资整修
一新的老房；第二栋是政府免费修建的新式卫生间和厨房；第三
栋是自建房，夫妻俩用个人储蓄和借款、东西扶贫协作资金，修
建了这栋宽敞明亮的新房。

第二个目标也实现了。
和褚小琴一样，其他村民也都住进了安全漂亮的新房。
干净的灶房、水冲式厕所、新盘的火炕…… 2018 年以来，黄

山村拆除危旧房 40 户 101 间，实施旧房风貌改造 36 户 165 间。
宽阔蜿蜒的 5 . 8 公里水泥硬化路直通黄山村。现在，村民们骑
着摩托车，不到一个小时就能进城。

从宽阔的水泥路走上大理石的入户台阶，褚小琴小心地踢
开还未磨合好的木门。干净的木质家具、带有电磁炉的茶几、绘
有古典字画的电视墙，褚小琴一样样擦拭着家当，念叨着还要添
置些新家具。

改变的不只有住房。今年，村里给褚小琴安排了公益性岗
位，每年能有 6000 元的收入。褚小琴的儿子毕业了，在女儿开的
饭馆里工作，明年，他打算出去闯一闯。在褚小琴和丈夫的眼里，
这一轮精准扶贫工作给了他们前行的希望。

2018 年，黄山村贫困发生率下降到 1 . 43% 。褚小琴也摘掉
了贫困户的“帽子”。

眼下，褚小琴只剩下最后一个目标：找个好儿媳。
“这么漂亮的房子我舍不得住，留给儿子娶媳妇用。”褚小琴

拉开粉色的绸布窗帘，秋日的斜阳，穿过明亮干净的推拉窗，填
满了褚小琴的新家。

（记者谭飞、马希平、崔翰超）新华社兰州 10 月 30 日电

新华社乌鲁木齐 10 月 30 日电（记者关俏俏）眼下，位于
昆仑山脚下的新疆英吉沙县依格孜牙乡天气逐渐转凉。早起
的古丽罕·胡达拜尔迪在还有些许凉意的清晨就开始清扫庭
院。先在铺着花砖的地面洒上水，再清扫干净，然后给围墙上
的几盆花浇了水，她才转身进了被围墙隔开的棚圈喂牛
羊——这些家务活儿已成为她每天早上的规定动作。

“如今早晨都是打扫完院子喂好牛羊，我们才开始准备早
饭。”古丽罕·胡达拜尔迪说，院子干净整洁了，人就勤快了，精
神面貌也好了。

自去年新疆启动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以来，新疆在基层尤
其是深度贫困的南疆乡村下大力气进行宣传和引导，通过庭
院整治实现住宅区、种植区、养殖区“三区分离”。不少居民和
古丽罕·胡达拜尔迪一样，享受到生活环境变化带来的好处。

以往的南疆乡村，居民庭院卫生隐患重重。牛羊是南疆百
姓最常饲养的牲畜，但由于人畜环境不分、圈舍距离厨房灶台
近，村民感染人畜共患传染病的风险高。

“南疆乡村几乎家家户户都养殖牛羊等牲畜，卫生状况不

佳，跳蚤大量滋生。”驻村干部阿力江·依沙克说，卫生隐患的背
后是南疆地区亟待改善的农村人居环境，对庭院进行“三区分
离”，有效斩断人畜共患疾病的传播渠道。

“今年在屋后修起了围墙，把牛羊赶进了后面的棚圈，距离
屋子几十米，还有种植区隔开，尤其苍蝇虫子少了，卫生多了。”
在喀什地区泽普县的库区移民集中安置区桐安乡，热娜古丽·喀
尔曼特地在自家庭院里多种了些花。“庭院环境整洁了，田园式
的生活提升了幸福感。”

今年以来，新疆所有行政村都开展了村庄清洁行动，共清理
垃圾 502 . 67 万吨，清理残垣断壁 73 . 5 万处。“过去不少农家的
庭院里堆着烂木头、旧家具，杂草丛生，几乎被废弃了。如今经过
整治清理出的土地可以种些瓜果蔬菜，自家食用绰绰有余，葡萄
架下可以乘凉，环境好了，院子的利用率也高了。”依格孜牙乡塔
克里克艾日克村第一书记杨永新说。

2018 年，新疆各级财政投入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的资金达到
41 . 96 亿元，同比增长近 1 倍。目前，南疆乡村普遍实现了“三区
分离”。

南 疆 乡 村“三 区 分 离”

人 居 环 境“换 代 升 级”

▲ 10 月 30 日，共青团隆化县委联的工作人员帮助学生试戴“微心愿”礼包内的耳罩。
河北省隆化县是深度贫困县，全县共有 1 万余名建档立卡贫困学生。今年以来，共青

团隆化县委联动社会力量，与对口帮扶的共青团天津市津南区委进行对接洽谈，联动开展
“点亮微心愿、守护微梦想”行动，让贫困学生感受到全社会对他们的关爱。

新华社记者金良快摄

青春扶贫
点亮“微心愿”

新华社石家庄电（记者李继伟）荒山秃岭上能冒出
“金疙瘩”？对河北省临城县赵庄乡的乡亲们来说，这是
“以往打死也不敢想”的事儿，现在却是天天想、年年见。

种植大户贾建岗今年承包的 100 多亩薄皮核桃再
次迎来大丰收，县里的绿岭公司按每公斤 30 元的价格
把核桃打包收购，“金灿灿的核桃，变为几十万元真金
白银，小小核桃就是一颗颗金疙瘩！”说起这事儿，贾建
岗乐得合不拢嘴。

秋意浓、霜叶红，太行山上层林尽染。
地处太行山东麓的河北省临城县，县域内山区面

积达 60 多万亩，素有“七山二水一分田”之称。“之前这
儿还是干旱荒凉的贫瘠地，乱石满坡、杂草丛生。”贾建
岗指着万亩核桃园说。

为了让山区百姓尽早摆脱穷日子，近年来临城县
科学治理荒山，通过与中国农大、河北农大、河北省农
科院等科研院校合作，把发展生长快、适应力强的核桃
种植作为治荒奔富的突破口。

临城县副县长桑宝弓告诉记者，临城县裸露的荒
山秃岭大多种上了核桃树。荒岗种核桃既不占农田，又
增加了绿化面积，成为一举多得的特色脱贫产业。

政府引导，企业冲锋，群众实干。记者了解到，核桃
产业的快速发展也得益于绿岭、绿蕾等公司的龙头带
动作用。绿岭公司董事长高胜福告诉记者，为了改善种
植条件，他们在荒山秃岭上每隔 5 米，开挖宽 1 . 5 米、
深 1 . 5 米的种植沟，将附近品质好的土填到种植沟。

通过开山辟地、开沟换土，无数次实验，临城县的
乡亲们终于将一棵棵核桃苗实实在在扎在了乱石岗上。

桑宝弓说，村民变成“产业工人”，在核桃施肥、修
剪和采收期间上下班获得劳动收入，“公司+合作社+
农民”模式又保障了村民核桃种植和销路。目前临城已
种植薄皮核桃 26 万亩，1 万余名农民借此摆脱贫困。

“年龄大了，做不得啥农活，可天天在家坐着晒太
阳也着实没劲。”临城县解村 64 岁的村民李保荣和工
友们，现在每天准时上下班工作五六个小时，他们的工
作是为核桃脱壳，月收入能有 2000 元左右。她说：“干
点手工活打发时间，还能赚点钱，挺好的。”

据了解，脱贫攻坚工作开展以来，邢台市因地制
宜，渐渐走出一条既能保护生态又能扶贫的绿色发展
之路。太行山麓荒山秃岭上发展起了“浆水”牌板栗、
“富岗”牌苹果、“绿岭”牌核桃等全国知名品牌农产品。
荒山秃岭已难见踪影，越来越多的乱石岗冒出“金疙
瘩”，越来越多的贫困群众借助绿色发展摆脱了贫困。

荒山秃岭冒出“金疙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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