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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解决群众“看得上病”的基本问
题，横山区按照健康扶贫“三个覆盖”以
及贯彻落实《全国医疗卫生服务体系
规划纲要（2015—2020）》的“填平补
齐”原则，全面实施医疗机构标准化建
设，重点加强贫困村卫生室建设，累计
投资3000多万元，完成了白界、党岔、
双城、南塔、付家坪等几家乡镇卫生院
的标准化建设，现已全部投入使用；投
资600余万元为全区110个贫困村规
划建设村卫生室，并专门成立3个贫困
村卫生室建设督导组，督导建设质量

和进度。同时，为保证卫生室规范运
行，为每个村投资2万元配齐了常用的
办公和医疗设备，其中每个卫生室配
备了不少于80种常用药品，确保居民
不出村就能享受到基本医疗和公共卫
生服务。此外，横山区还不断加强医
疗卫生人才队伍建设，补齐基层人才
紧缺短板，累计为镇、村两级医疗机构
招聘医学类专业人才261名，并全部充
实到各乡镇卫生院、没有乡村医生的
贫困村和非贫困村卫生室，使得全区
卫生服务能力得到全面提升。

我市召开药品批发企业约谈会
本报记者闫景报道 近日，我市召开全市药品批

发企业约谈会，各县市区药品流通领域相关负责人以
及15家批发企业的法人代表、企业负责人参加。

会议分析了我市药品批发市场和企业经营现状，
指出我市部分药品批发企业存在的问题，并剖析了
近年来省市检查中发现的典型案例。会议要求，各
批发企业要对照2016年国家食药监总局发布的《关
于整治药品流通领域违法经营行为的公告》所列“十
项违法行为”逐一自查，做到守法经营、规范经营、诚
信经营；各县市区监管部门要依法监管、落实责任，
加大监督检查力度。

会议强调，全市各药品批发企业要更加严格落
实主体责任，提高质量、诚信、守法、安全、责任等意
识；各县市区监管部门要在日常监管、飞行检查、跟踪
检查、监督检查过程中对存在违法违规问题的企业严
肃处理，绝不姑息。

会上，各药品批发企业的法人代表或企业负责人
签订了《榆林市药品批发企业遵规守法诚信经营承诺
书》，特殊药品经营企业签订了《榆林市药品批发企业
2018年特殊药品经营管理责任书》。

神木1镇1村上榜陕西旅游
特色名镇及乡村旅游示范村

本报通讯员宋艳霞报道 2017年，陕西省共命名
旅游特色名镇12个、乡村旅游示范村29个，其中神木
市高家堡镇被评为“陕西旅游特色名镇”、神木市温路
家村被评为“乡村旅游示范村”。

据了解，陕西省旅游特色名镇及乡村旅游示范村
评定主要是从资源与景观、规划与建设、基础设施与人
居环境、旅游服务与综合管理等四方面进行评定。在清涧县城区东北方向大约10

公里处，有一个居住有70余户村民的
小村子，这里家家户户坚持用手工捆
扎传统的高粱秆扫帚，成为远近闻名
的“扫帚专业村”，平均每户的年收入
能达到2万元左右，它就是清涧县宽
州镇麻谷岔村。

2017年12月28日，记者慕名来
到“扫帚专业村”，一探扫帚的制作过
程及其背后的故事。走进村民刘世民
家的院子，映入眼帘的是一排排整齐
堆放的扫帚。在制作扫帚的工作间
里，刘世民的儿媳妇韩瑞正熟练地捆
扎扫帚。只见她娴熟地把一根根散乱

的高粱秆捏在手中，左右穿插，大约
10分钟左右一把精美实用的扫帚就
制作成了。

“别看这小小的扫帚，从选材到成
品要经过浸水、控水、铺秆、捆扎、打
叶、修剪等好几道工序。其中，捆扎
环节是最为关键、最要下力气的。要
先用夹板将扫帚头固定好，再将蹬子
上的一条宽厚的皮带缠在腰间，用比
小拇指略细的钢丝绳将扫帚把缠绕，
再双脚前蹬、勒紧，然后用细绳子扎
好。”说起制作扫帚的要领，65岁的
刘世民如数家珍。“扎扫帚是个好活
儿，不用出远门，天阴下雨也不误工，

我们一家6口人，去年靠扎扫帚挣了
10万元呢。”

据了解，麻谷岔村制作扫帚的历
史可追溯到上世纪80年代。“30多年
前，我就会制作扫帚，但当时制作的就
是自己家用，也送给亲戚朋友用。现
在岁数大了，不能出门打工了，还能靠
这个挣钱，真是没想到！”村民刘书田
说。今年75岁的刘书田是村里最早
开始制作扫帚的人。后来，刘书田把
这门手艺传给了他的兄弟、儿子，并逐
步发展成全村的产业。

33岁的刘宝康告诉记者，现在
村里人除了外出打工的，家家户户都

在制作扫帚，有些商户会把制作扫
帚的材料送到村里，等做好了再上
门收货。刘宝康说：“我们的扫帚美
观、结实、耐用，现在名气越来越大，
常常是供不应求。清涧、榆林、延安
的环卫部门用的扫帚就有我们村制
作的。”

把扫帚变成产业还是近十来年发
生的事，因为能在家门口挣钱，村里外
出务工的人正逐年减少。村里的会计
刘理勤给记者算了一笔账：“现在全村
一年能制作10多万把扫帚，可以给村
里带来近50万元的收入，平均每家的
纯收入在2万元左右。”

2017年，横山区坚持把健康扶贫和卫生计生改革发展同部署，把缓解群众
“看病难、看病贵”和解决因病致贫、因病返贫同落实——

精准发力甩“病根”
本报记者闫景 见习记者李志东

让“冰花男孩”们先暖起来
□新华社记者 吉哲鹏

头发被冰花覆盖，像顶着一丛雾凇，脸庞被
冻得通红，眼神中却透着乐观调皮。这两天，一
张“冰花男孩”的照片传遍了朋友圈，一番“萌萌
哒”的嘻笑之后，许多人内心翻腾起辛酸和挣扎。

在“冰花男孩”走红的当天，云南省发布了
寒潮蓝色预警。从小男孩所在的昭通市鲁甸县
转山包小学提供的照片上看到，学校的大门、校
园里的树木上都结满了冰花，教室里有孩子双
手满是冻疮，一只小胳膊的下面是一张 99 分的
数学试卷。

刺眼的冰花和鲜红的99分，不只是寒冬里一
碗励志的鸡汤，它将许多坐在空调房里给朋友圈
点赞之人的牵挂，系向遥远的贫寒地区。

“冰花男孩”是许多高寒贫困地区求学孩子的
写照，折射的是一个大问题。在转山包小学，他并
不是该校学生走路上学距离最远的一个，距学校
最远的学生要早上五点半起床，步行3小时山路上
学。而在地处乌蒙山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的昭通
市，113万余名建档立卡贫困人口中就有小学生
13.87万人，占在校生总数近47%。

再穷不能穷教育，再苦不能苦孩子。面对
“冰花男孩”，当地有位教师回想起自己的童年，
“回首当年石径远，天寒地冻与君同”。这说明
寒冬求学的艰辛是一个老问题。多年来，一双
温暖的手套、一间暖和的教室，成为一拨拨孩子
的渴望。

大问题最怕积重难返，老问题最怕“见惯不
怪”。我们期待，在脱贫攻坚中，不能止步于让贫
困孩子们“有学上”，还要“上好学”。孩子们是社
会中最柔弱的群体，他们理应得到更好的爱护。

在当前向贫困发起决战的关键期，必须加大
贫困孩子吃饱穿暖的保障工作，主动作为、及早谋
划。令人欣慰的是，当地政府正加强困难群众的
过冬保障工作，当地青基会将统一接受社会捐赠
并启动暖冬行动，一些机构也发起定向捐赠活
动。众人一心，让“冰花男孩”们先暖起来，是精准
脱贫、全面小康的题中应有之义。

清涧县麻谷岔村靠扎扫帚致富

“扫帚专业村”一年收入近50万元
本报记者刘予涵 通讯员白艳峰

2017年以来，横山区对全区建档
立卡贫困户实行了家庭医生签约服
务，同时重点为5131户、14568人因病
致贫户每人建立一份动态管理的电子
健康档案。由区、镇、村三级医师组成
的医疗服务团队与患者“一对一”结对
帮扶，为每名患者指定一名家庭医生，
对大病患者制定详细帮扶办法和救治
方案。目前，已对摸排出的107名大
病患者进行了集中救治。为了从源头
上遏制疾病的发生，减少因病致贫，全

区对结核病、乙肝等十种重点传染病
实行专病专防；妇女孕前优生健康检
查、母亲健康工程和免费技术服务实
现了全覆盖。同时，开展形式多样的
宣传活动，利用广播、电视、微信等传
媒手段，向广大群众特别是贫困户普
及健康知识，利用村镇集会开展义诊
活动，提供免费体检服务和药品，为贫
困群众一对一、面对面地讲解政策内
容和健康知识，切切实实做到让群众

“看好病、少生病”。

为了保障群众“看得起病”，横山
区将工作层层细化分解到各工作组和
卫生院。通过制定“大病专项治疗”和

“医疗保障兜底”等方案，构筑起四重
保障，确保贫困人口住院医疗费用实
际补助比例达到90%以上，区政府为
全区15534名贫困人口代缴合疗费
200万元；对2014年、2015年、2016
年建档立卡贫困人员补报医疗费用

2918人次，共计补助金额725.99万
元；对2017年建档立卡贫困人员提高
5%与 10%比例的补助，共计补助
4193人次、217.57万元。同时，出资
882万元，对全区患有22种大病的参
合患者在新农合报销、新农合大病报
销和民政救助后，自付费用在3000元
以上的再按90%予以补助，真正让贫
困人口“看得起病”。

2017年以来，横山区围绕让群众“看得上病、看得起病、看好病、少生
病”的总目标，坚持把健康扶贫和卫生计生改革发展同部署，把缓解群众

“看病难、看病贵”和解决因病致贫、因病返贫同落实，精准施策、多措并举，
为贫困群众提供全方位的健康医疗保障。

强化基础设施 让群众“病有所医”

加大医疗保障 让群众“看得起病”

医生上门医治 守护百姓健康

扶贫先扶志 治穷先治愚

扶贫先扶志，治穷先治愚。驻村工
作队依托党建阵地强化宣传引导，将每
月的5日、20日确定为远程教育学习
日。驻村至今共召开大小会议16次，
参会群众130余人次。通过大力开展

“不等不靠、艰苦奋斗”“精准扶贫不是
养懒人”等思想培训会，不断增强贫困
群众脱贫致富的信心。

村民王俊茂家有5口人，王俊茂本
人患有过敏性哮喘，生活贫困。驻村工
作队了解到这一情况后，将王俊茂纳入
了帮扶对象，并根据他的实际情况制定
了帮扶措施。因王俊茂拥有纸火制作
技术，于是驻村工作队协调县扶贫办帮
助他开了间纸火门市，并落实了孩子的
教育补助，如今这一家人的生活得到了
很大的改善。

强化基础设施 网络即将
全覆盖

王梁村村委会阵地年久失修。对
此，驻村工作队积极与县财政局协调，
为王梁村争取资金26万元，对村委会
阵地进行了维修；胡家湾村小组2016
年新推梯田200余亩，但因种种原因无
法翻种。驻村工作队协调县农机局对
200余亩梯田进行了深翻，增加耕地，
提高农民收入。由于王梁村离乡镇较
远，而且各个村小组之间也比较分散，
所以一直以来这里都没有宽带网络，只
有村委会有张无线网卡供办公使用。

“王梁村的村民一年也进不了几回城，
电脑、网络对大部分人来说还有些陌
生。”第一书记兼驻村工作队队长王志
勇感慨道。对此，驻村工作队积极协调
通信公司为王梁村进行光缆建设，网络

即将全面覆盖整个村。

推进项目落实 为村民
致富找路子

“村里一定要有自己的产业，这样
才能长久帮助群众增收。”王志勇说。

王梁村吴涧堂村小组水源丰富，草
场丰盛，非常适合农牧业的发展，天瑞
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就坐落在这里。
天瑞养殖场占地30余亩，有圈舍40
个，存栏羊子等1000余只，全村有5户
村民已加入合作社。

据了解，合作社每年都派养殖户
到各大型养殖场参观学习，掌握了解
先进的养殖技术，同时邀请县畜牧局
的专业技术人员前来指导，使得养殖
场的规模不断壮大。驻村工作队在帮
助合作社联系培训及学习的同时，还
帮助合作社大力发展羊子产业，得到

了村民对发展养殖业的进一步认可。
2017年，驻村工作队为17户贫困户引
进绒羊225只，每户免费发放13只，
将养殖绒羊作为村里的特色产业，提
高贫困户收入。

在驻村工作队的帮助下，村上还通
过土地流转建起了苹果种植基地，驻村
工作队争取到县扶贫办16万元资金，
为吴涧堂村小组1048亩果园打深井1
口，架高压线0.6公里。王梁村村民种
地缺乏劳动生产工具，驻村工作队就向
县扶贫办申请了4.2万元，为12户在村
的贫困户购买了农用机械。

下一步，驻村工作队还计划对农民
发展产业、生产经营予以鼓励和支持。
同时，积极协调财政、金融、扶贫等部门
在政策允许的情况下，提供一些低息或
无息贷款以及专项资金拨付，调动贫困
户发展生产的积极性，使他们通过项目
的实施和带动，实现脱贫致富的目标。

靖边县杨米涧镇王梁村地处偏远，信息闭塞。榆林市综合执法局驻村工作队队
长王志勇，队员王飞虎、边锦春等人来到村里开展扶贫工作以来，对帮扶村开展生活
上扶贫、精神上扶志、经济上扶业的全面扶贫。驻村工作队把身子“沉”在王梁村，全
身心投入到精准扶贫的具体工作中。村民们都称赞：“自从驻村工作队来了以后，村
上的变化几乎是一天一个样！”

自从来了工作队 村子面貌日日新
——靖边县王梁村驻村工作队开展扶贫工作小记

本报记者 吕晶

横山区贫困群众享受到优质免费的医疗服务。 闫景摄

佳县

44台电视机
春节前将送到贫困家庭

本报通讯员康亮亮报道 1月5日，佳县文明办
按照省上下达计划和分配方案制定了向贫困家庭赠
送电视机的实施方案，并通过乡镇上报和汇总核实，
最终确定44户受赠电视机贫困家庭名单。

据了解，春节前夕，中央宣传部、中央文明办、
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计划向贫困地区建档立卡
贫困户中没有电视机的部分家庭赠送一批电视机，
佳县是本次确定赠送的全省56个贫困县之一。该
县文明办将于2月10日前把44台电视机全部赠送
到44户贫困户手中，确保他们春节期间能收看到电
视节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