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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党委书记毛亚南到官桥村推进中药枳壳种植基地落地院党委书记毛亚南到官桥村推进中药枳壳种植基地落地

院长徐江祥到官桥村交付院长徐江祥到官桥村交付 1010 万元精准扶贫资金万元精准扶贫资金

按照贫困户退出标准，贫困户必须要有可持续、稳定
的收入。为加强官桥村和贫困户“造血”功能，2017 年，医
院在产业帮扶方面，把重点帮助发展光伏、中药材和油茶
种植等长远产业和养鸡、养小龙虾等短平快产业相结合。
如今，村里建起了光伏发电站，荒山上种上了中药材和油
茶，贫困户们有了收益，发展产业的积极性更高了。

帮扶期间，医院帮助官桥村建成 50 千瓦村级光伏发
电站两个，总投资 60 多万元，目前一个已并网发电，预计

每个每年能产生 5 万元的经济效益，该收益将用于购买保
洁员等公益性岗位等形式发放到贫困户手中。

根据官桥村土地荒山、旱地较多和多为留守老人儿
童在家的实际，医院党委书记毛亚南和院长徐江祥带队
多次外出考察和邀请农业专家反复论证及广泛征求官桥
村村民意见，决定帮助官桥村发展中药种植产业。2017
年 9 月 6 日，由医院牵线引进的中药种植基地项目在官桥
村正式破土动工，项目采取“公司+基地+农户”模式，通
过组织贫困户和村民以土地入股获取 8%分红、聘请贫困
户和村民到基地务工等形式带动贫困户和村民增加收
入。2017 年 11 月 20 日，中药枳壳种植基地开始种植枳
壳苗，第一期种植面积达到 540 亩。截至目前，已优先安
排 9 户贫困户 11 人到基地务工，吸纳该村 10 户贫困户以
土地入股，并带动官桥村剩余劳动力 50 余人就业，年人
均可增收约 1.6 万元。

同时，针对不能集中连片的荒山荒地，医院鼓励贫困
户响应都昌县发展“两茶一水”（茶叶、油茶、小龙虾）产业
号召，购置 6400 株油茶苗免费发放给 50 户贫困户种植，并
提供技术指导。此外，医院还鼓励贫困户发展养鸡等短平
快产业。2017 年 7 月 9 日，医院联系购买 1000 只土鸡苗，
发放给官桥村 21 户贫困户饲养，贫困户每户增加收入近
600元。另外，鼓励贫困户黄爱华通过养殖小龙虾、余道生
通过水产养殖等方式增加家庭收入。

立足实际 创新模式 产业帮扶让贫困户得实惠有干劲D

举办大型义诊活动举办大型义诊活动

官桥村地处春桥乡南端，全村 17 个自然村，19 个村民
小组，总户数 707 户，总人口 2997 人，属江西省“十三五”贫
困村。

九江市中医医院定点帮扶官桥村后，组建成立脱贫攻
坚组织机构，成立以党委书记毛亚南、院长徐江祥为组长，
以副院长曾凡涛为常务副组长、其他班子成员为副组长的
脱贫攻坚工作领导小组，以办公室主任戴晓强为驻村工作
队队长、宣传科科长温小荣为驻村第一书记、多名管理骨
干为队员的和驻村工作队。

医院脱贫攻坚领导小组和驻村工作队成立后，党委书
记毛亚南和院长徐江祥多次带领班子成员和驻村工作队
员，深入官桥村进行调研，掌握脱贫攻坚第一手资料，在此
基础上研究制定了以健康帮扶、结对帮扶、产业帮扶、项目
帮扶四大帮扶为重点的 2017年帮扶计划。截至 2017年 12
月，医院先后为脱贫攻坚工作投入资金、物品、设备、减免

医疗费用等合计 27.64万元，争取项目资金 18万元。
医院驻村工作队队长戴晓强、第一书记温小荣和驻村

工作队队员孙宁、陈吉平、洪磊、叶修洪坚持吃住在村，坚
持每季度驻村不少于 50 天，认真履行驻村工作队和第一
书记工作职责。通过精准识别，官桥村有“十三五”贫困户
73 户 277 人，其中因病致贫 30 户 138 人、因学致贫 11 户 40
人、因残致贫 12 户 40 人、缺劳动力 1 户 8 人、缺技术 9 户 33
人、缺资金 2 户 10 人、自身发展动力不足 8 户 8 人。工作组
对照贫困村和贫困户退出标准，全力开展脱贫攻坚工作，
为官桥村 2017年退出贫困村、46户 198名贫困人口脱贫打
下坚实的基础。

通过因户施策实施精准帮扶，该村贫困户 2016 年已
脱贫 10户 40人、2017年已脱贫 46户 198人，现尚有贫困户
19户 41人未脱贫，2019年预脱贫 2户 11人、2020年预脱贫
15户 28人。

选优配强 扑下身子 “扎根”一线只为“拔穷根”A

“没有全民的健康，就谈不上全面小康”，只有贫困群
众身体健康了、家庭负担减轻了，他们才能在脱贫攻坚的
道路上“轻装上阵”，更好更快地走向小康。困难群众最
需要什么？官桥村 73 户 277 名贫困户中，有将近 50%因
病致贫。找准了“病根”，医院立足自身医疗优势，为官桥
村的精准扶贫工作开出了“ 良方”——“ 健康扶贫三部
曲”：一是了解贫困户的健康状况，开展义诊，建立健康扶
贫基金，改善村民健康状况；二是制定贫困户就医优惠政
策，减轻村民看病就医负担；三是帮扶村卫生所建设，切
实提升村医疾病诊断能力。

部分贫困户患有重性精神病伤人闹事、长期卧床在
家，再加上门诊看病就医报销比例比较低、大病自费费用
较高等实际存在的难题，一直没有得到较好治疗。医院
了解情况后，联合都昌县卫计委、春桥乡人民政府三方出
资 12 万元，设立了官桥村“党建+健康扶贫基金”，帮助重
性精神病患者购买第三方人身意外伤害保险、帮助长期
卧床在家的人员聘请护工进行专业护理、对门诊看病和
大病自费费用较高的贫困户给予再次补偿和救济。针对
该村罹患精神病、肝癌、肺癌、胃癌等大病较多的特点，医
院于 2017 年 5 月 24 日和 10 月 17 日分别选派副主任医师
以上的专家 32 名到村里举办了大型义诊活动，接诊村民
150 余人次，免费赠送常用药品 4000 元，并派出大型体检
车到村现场为村民开展包括生化、B 超、X 光、心电图等常
规项目的健康体检活动。2017 年 7 月 27 日，为帮助贫困
户安全度过盛夏，医院为 73 户贫困户 277 名贫困人口发
放 仁 丹、防 暑 降 温 药 品、藿 香 正 气 水 等 防 暑 降 温 药 品
5000元，广泛宣传防暑降温应对措施。

为了让贫困户享受到更好的医疗服务，医院制定了
贫困村民就医优惠政策：该村 73 户贫困户 277 人到医院
看病就医，医院将为其开通绿色通道，开设济困病房；对
贫困村民来院常规健康体检一律免费，为其建立健康档
案；来院门诊就医检查费直接减半，住院就医在完成新农
合报销后再次额外享受 20%的减免优惠。截至 2017 年
12 月，官桥村 150 名贫困人口到医院或者在医院派送的
大型体检车上进行了免费健康体检，共计减免 3 万元；5
名分别患有冠心病、肺心病、尿毒症的官桥村贫困人口到
医院住院治疗，为其减免医疗费用 0.6万元。

村卫生所是农村医疗保障的最基层，在方便群众就
医、保障群众健康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九江市中医
医院大力扶持村卫生所建设，不断提升村医疾病诊治能
力。医院充分发挥自身中医药优势，帮扶官桥村卫生所
重点建设和打造中医馆，开展了针灸、按摩、推拿、拔火
罐、艾灸 5 项中医药诊疗技术，为其配备开展上述项目所
需的温热电灸综合治疗仪、电针仪、按摩床、神灯、艾灸盒
等医疗设备 2.2 万元。同时，该医院安排 2 名村医分批分
期来院针灸科、呼吸科、儿科等科室进修，学习针灸、推拿
等项目和呼吸系统疾病、儿科常见疾病的诊治。此外，医
院还有针对性每月选派一名医疗专家到该村卫生所坐诊，
将优质医疗资源送到村民家门口，截至 2017年 12月，已安
排心血管科、针灸科、肛肠科、肿瘤科、肺病科、脑病科、肾
病科、外科、康复医学科专家 10名到官桥村卫生所坐诊。

立足群众需要 发挥医院优势

健康帮扶让贫困户“轻装上阵”

因户施策 帮到“根”上 结对帮扶让贫困户有了稳定收入C
“余昭进出院回家后目前身体康复得还好吧”，带着对

结对贫困户的牵挂，2017 年 9 月 12 日，九江市中医医院院
长徐江祥来到余呈湾余昭进家里，详细询问了他们生活、
生产情况，仔细查看了余昭进腿部等身体康复情况，并就
如何做好疾病防治进行了精心指导。

按照市扶贫办“一对一”结对帮扶要求，医院组建了以
班子成员、支部书记、职能科室主任为主体的 30 名帮扶干
部队伍，一对一帮扶官桥村 30 户贫困户 138 人。经过摸底
了解，结对帮扶对象中，因病 15 户 71 人、因学 5 户 23 人、因
残 2 户 8 人、缺技术 5 户 21 人、缺资金 1 户 6 人、缺劳动力 1
户 8人、自身发展动力不足 1户 1人。

帮扶过程中，30名帮扶干部在根据每户贫困户的致贫
原因和家庭实际情况，因户施策制定了以就业和产业为重
点的帮扶计划，通过发放土鸡苗、鼓励以土地入股参与中
药枳壳种植、养殖小龙虾，协调提供保洁员等公益性岗位
和落实创业资金，介绍外出务工等方式，使贫困户户户有
增收渠道、人人有稳定收入。

此外，医院全体在职党员为官桥村贫困户缴纳了两个
月特别党费，共计 1.27 万元，全部用于贫困户食用油、大

米、被子等生活用品的购置和慰问，并对 73 户贫困户按照
每户 200 元的慰问标准进行了临时救济，物品和慰问金已
全部发放到贫困户手中。

通过因户施策精准帮扶，医院帮扶 30 户贫困户 2016
年脱贫 6户、2017年脱贫 20户，余下 4户正在积极帮扶中。

副院长曾凡涛到春桥乡举办副院长曾凡涛到春桥乡举办““官桥村党建官桥村党建++健康健康
扶贫基金扶贫基金””成立仪式成立仪式

村庄整治 环境提升

昔日贫困村如今变了样

E

如今，走进官桥村，看到的是改造一新的村部食
堂、宣传长廊、农家书屋、村民服务中心，道路进行了
硬化，便道入了户，改水、改厕、改路、改沟、改塘……
仅仅一年时间，官桥村的面貌就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按照江西省贫困村退出标准，官桥村 17 个自然
村全面启动了村庄整治项目建设，医院主要领导、驻
村工作队大力协助乡村干部和 17 个自然村理事会，
开展了改水、改厕、改路、改沟、改塘、改入户便道等工
作，帮助争取项目资金 826.54 万元，新改建村级道路
10.5 千米、改水改厕 676 户、解决饮水困难人口 1110
人、新建垃圾处理设施 134 个、新建入户便道 7.75 千
米等。

在项目建设过程中，九江市中医医院想方设法筹
措资金，确保顺利推进。一是自筹资金推进项目建
设。为加快官桥村宣传长廊、农家书屋、村级活动中
心等贫困村退出指标建设，医院于 2017 年 5 月份自筹
10 万元资金，专项用于村部食堂、宣传长廊、农家书
屋、村民服务中心等改造项目建设，项目于 2017 年 11
月底已竣工，12 月 10 日已投入使用。二是帮助争取
其他部门项目资金。为使官桥村在 2017 年如期实现
脱贫摘帽，各个项目均有资金保障，党委书记毛亚南
和院长徐江祥带队，相继拜访了市政府多个组成部
门，帮助官桥村争取环境整治、道路硬化等项目 4 个，
资金 18万元。

从没有一个像样的小学、卫生室、村部、活动广场到焕然一新和高标准打造的村小学、村卫生所、村部、
村活动广场；从全村几乎没有一条像样的水泥路到17个自然村全部实现水泥路互通；从全村没有一个产业
项目、村民全部外出务工到发展一个600多亩中药种植基地、带动村民就业60余人；从村民对村庄大小事情
漠不关心到积极参与；从村两委班子成员作风涣散到干劲十足；从贫困户 63户 237名贫困人口未脱贫到
2017年底46户 198贫困人口实现脱贫，无不让到村考察、调研的省市县乡领导和广大村民看在眼里，对官
桥村驻村工作队、第一书记和村两委竖起了大拇指。

2017年 3月，根据中共九江市委办公厅《关于印发全市2017年脱贫攻坚工作方案》和《关于调整市直及
驻市单位包村帮扶工作联系点的通知》文件精神，九江市中医医院定点扶贫和包村帮扶都昌县春桥乡官桥
村。一年时间过去了，官桥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取得的成绩有目共睹。

由于工作措施得力，九江市中医医院定点帮扶官桥村成效显著，得到了省市县乡村领导和部门的充分
肯定，赢得了官桥村广大村民的交口称赞。3月26日，在九江市脱贫攻坚工作推进会上，九江市中医医院被
九江市委、市政府授予“2017年度全市脱贫攻坚工作表扬单位”。在此不久前，该院由队长戴晓强、第一书记
温小荣，队员孙宁、洪磊、叶修洪、陈吉平组成的驻村工作队，被都昌县委、县政府评为“先进驻村工作队”。

温小荣温小荣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刘维阳刘维阳

精准扶贫之路，在脚下延伸。面对取得的成
绩和发现的问题，如何进一步巩固脱贫成果？
2018 年医院将按照队伍不散、人员不变、经费不
少、力度不减要求，确保高标准、高质量完成党和
政府交给的脱贫攻坚任务，让广大官桥村民走上
致富路、走上小康路、走上幸福路。

医院由队长戴晓强医院由队长戴晓强、、第一书记温小荣第一书记温小荣，，队员孙宁队员孙宁、、洪磊洪磊、、叶修洪叶修洪、、陈吉平陈吉平
组成的驻村工作队组成的驻村工作队，，被都昌县委被都昌县委、、县政府评为县政府评为““先进驻村工作队先进驻村工作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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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自然村焕然一新各自然村焕然一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