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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山地栽种茶果，
没有基地发展经济。面对 20 户贫困户要脱贫，
咋办？
崇阳县社保局驻青山镇铺前村第一书记谷纪文带领驻村干部与村委会班子成员深入农户家中走访调查后，深入园区走企
业，
千方百计与村企合作牵线搭桥，
在原村委会办公楼建起
“爱心扶贫车间”
，
终于让贫困群众看到了脱贫的希望——

“爱心扶贫车间”建村头
特约记者

汪国文

该村 7 组 62 岁的贫困户张青辉（左一）向熟手请教
7 月 5 日，崇阳县青山镇铺前村
“扶贫爱心车间”正式生产了。一大
早，村里 40 多名妇女不约而同地来到
装饰一新的
“爱心车间”
，穿上工作服，
开始了第一天的工作。
湖北中健公司董事长汪定邦及其
工作人员在车间宣布了相关生产要求，
表示要保持环境卫生，严格生产标准，
按照生产程序操作，
保证产品质量。
“爱心扶贫车间”内，该村 7 组 62

岁的贫困户张青辉坐在工作台前，正
在向旁边的熟手学习卫生手术球的操
作程序。
“ 车间建在家门口，有空就来
打工挣点钱补贴家用，虽然只是手工
活，但听了车间主任刚才讲的操作要
点后，觉得还要好好学习。在这里，邻
里乡亲在一起做事，既开心又能挣点
钱，真没想到老了还成为‘工人’啦。”
张青辉高兴地说。
原 来 ，张 青 辉 的 丈 夫 程 跃 进 于

2010 年不慎摔伤腰椎，无法行走，长
期卧在床上，吃喝拉撒都要人服侍。
二儿子 6 岁时患乙脑后生活不能自
理，大儿子已结婚生子，生活负担重，
女儿也已出嫁。张青辉忙里又忙外，
仅靠低保和二儿子的五保金维持家里
的开支。
听 说 村 里 要 办 个“ 爱 心 扶 贫 车
间”
，张青辉马上报名要求参加培训。
县社保局驻村第一书记谷纪文随

通讯员

黄中勇

即安排她去县经济开发区的湖北中健
公司学习培训，因要照顾卧病在床的
丈夫，不能离开家里太长时间，她学习
一天就不能再去了。所以，爱心车间
开业第一天，她还要认真地向参加过
学习培训的熟手请教。
说起“爱心扶贫车间”，今年 4 月
20 日走马上任的驻村第一书记谷纪
文向记者娓娓道来。
铺前村有 8 个村民小组，1500 多
人口，是全县非重点贫困村之一。目
前村里尚有精准贫困户 20 户 47 人，
村集体经济几乎为零。
该村地处华陂畈上，农田多，无山
地，不能像其他村一样建多种经济基
地；
临近隽水河，每逢汛期则大部分农
田被淹，像城万村一样发展大棚产业
或养殖业也存在困难。
面对实实在在的困境，如何帮助
贫困户脱贫、村集体经济增加呢？
通过走访和调查，因地制宜，以
300 元/亩土地流转 280 亩给浙江蒋
老板栽种雷竹，由农户收取土地流转
费。同时，引进云南周老板在雷竹基
地间种名贵药材，每亩收取 150 元归
村委会集体所有。当地村民在雷竹基
地和药材基地打工，每人每天可收入
80 元。
同时，该村种粮大户吴正刚通过
土地流转承租农田 600 亩，也吸纳了
部分村民经常去打零工。
但是，村里的男劳力在外或基地
打工挣钱，很多妇女除了带孩子或做
家务，在家闲散无事可故，打牌赌博的
现象一度成为村里最头疼的事。
针对这一状况，谷纪文和村委会
干部们想方设法，依托县里出台的精
准扶贫就业帮扶奖补措施，牵线搭桥，

与湖北中健公司签订协议，将
“爱心扶
挣钱！”如今，村民吴玲在车间打工尝
贫车间”建到村头，着力培植扶贫产
到了甜头，又给婆婆做工作也进到车
业，通过送项目到村、送就业到户、送
间打工，
并手把手教给婆婆操作技术。
技能到人、送政策到家，帮助村里的贫
该村支部书记程金文感慨地说，
困人员在家门口就近就地就业。
驻村工作队投资 30 余万元，不仅帮村
“原来无事干，没精神，现在来这
里建好了基础设施，还将闲置的原村
打工，每天能挣几十元钱，自己能挣钱
委会办公楼装修一新建起“爱心扶贫
了，真的看到生活的希望啦。”6 组 44
车间”
，让村里的贫困群众在家门口就
岁的贫困户陈望霞因身体原因，每月
业，消除了他们安于现状、等靠要的依
要去医院透析 10 次以上，如今以“自
赖心理，形成了贫困群众理解、参与、
己能挣钱了”
为荣，在车间工作台上呈
支持脱贫攻坚的良性互动，实现了由
现出全新的精神状态。
“要我脱贫”
到
“我要脱贫”
的转变。同
以前无事进牌场，如今赚钱进车
时，
“ 爱心扶贫车间”使留守儿童不再
间。自从“爱心扶贫车间”建到家门
远离父母，空巢老人有了依靠，留守妇
口，该村有 20 多名妇女“改邪归正” 女有了工作，增加了群众的幸福感，改
了。
善了村民的精神面貌和社会风气，促
“扶贫车间村里建，足不出村能
进了农村稳定和谐，真是一举多得啊！

湖北中健公司工作人员现场讲解生产操作程序

邓建屏：穷其一生诠释医者仁心
记者

孙思邈在《大医精诚》中说：
“凡大
医治病，必当安神定志，无欲无求，先
发 大 慈 恻 隐 之 心 ，誓 愿 普 救 含 灵 之
苦。
”
——题记
“邓建屏，男，1932 年 7 月出生于
中医世家，1949 年学医，毕业于湖北
省中医学院，现任崇阳县肖岭乡卫生
院副主任医师，一直从事中医临床，对
内、妇、儿科疾病诊治均有独到之处，
结合祖传验方研制的
‘起瘫饮’
对脑血
管病疗效显著……”
近日，记者来到肖岭乡卫生院国
医堂，看到名医简介栏中这样介绍老

中医邓建屏。
如歌岁月 悬壶济世矢志不渝
每天早上 8 点，邓建屏老人准时
坐在国医堂诊室，已界耆耋之年依然
在进行他毕生热爱的中医事业，年门
诊量 1 万多人次。由于年龄和身体原
因，他接诊的时间为上午半天，下午回
家休息。
谈及学医初心，邓建屏说，自己出
生在中医世家，祖父、父亲都从事中
医，耳闻目染，家庭氛围对他的影响很
大。从小他便接受家庭教育，爱看医
书，父亲对于他医学方面的要求格外

马丽娅

特约记者

严苛，所以邓建屏学习十分努力，态度
特别严谨。每当看到病人因病疼饱受
折磨，邓建屏总想有所为，这才决心学
医，立志成为一名解除百姓疾苦的好
医生。
建国初期，党和政府在百废待兴、
百业待举之中对中医事业给予了深切
的关怀和重视,曾饱受摧残的中医界
获得新生。邓建屏也因此从跟随父亲
开药铺看病到参加政府开设的联合诊
所行医。
1954 年，邓建屏来到原沙坪区联
合诊所工作，新的环境，新的岗位，让
邓建屏耳目一新，也深深感受到自己
医疗水平有限。他开始一边行医一边
学习，虚心向老中医学习，向同行请
教，不断丰富中医理论和积累临床经
验。
1957 年，邓建屏进入湖北中医
学院（原湖北中医进修学校）学习。系
统的中医理论知识，名师在各自的研
究领域的独到分析和精辟见解，邓建
屏在中医知识的海洋尽情地遨游，思
维理念不断地受到新的冲击，从而进
一步拓宽了视野，
开阔了眼界。
此后，邓建屏一直在基层诊所、
卫生院工作，经常往来于沙坪镇、肖岭
乡各个医疗点坐诊。
医者仁心 痴守医道声名远扬
邓建屏从医近 70 年，获得的头衔
很多，如中国科技研究交流中心研究

黎志远 徐功频

员、
“中风瘫痪”
专科名医等，他先后在
国内外杂志发表多篇论文，业绩被编
入《中医专家名人辞典》、
《世界医学专
家大典》等 10 余种辞典，先后在昆明、
西安、北京、越南河内、泰国等地举办
学术交流会。
在邓建屏救治的病患中，有不少
人已经成为了“亲人”，其中更有一段
令邓建屏引以为豪的救人故事。那是
在 1974 年，当时的肖岭乡（原台山公
社）缺医少药，医疗条件较差，原蟹形
村 2 岁的男童王华兵，因患乙型脑炎
持续高烧，神志昏迷，在外地治疗不见
好转，其父母认为治不好而准备狠心
放弃。邓建屏见状立即把王华兵带到
医院抱到病床上，
想方设法进行抢救。
当时的王华兵不能进食，不能言
语，奄奄一息，通过详细诊断，发现王
华兵已由乙型脑炎转为结核性脑膜
炎。了解病情后，邓建屏亲自去药房
配药、煎药，在服药后的几天内，他数
夜未眠，衣不解带地照顾着王华兵。
直到第四天，王华兵居然奇迹般地恢
复了，不仅呼吸正常，也不再发烧，还
吵着闹着要吃东西。王华兵的父母对
邓建屏千恩万谢，奉他为孩子的再生
父母，王华兵长大后娶妻生子，日子过
得幸福美满。如今在外打工的他，逢
年过节只要回家，就一定要来看望邓
建屏老人。
邓建屏因成功医治患者获得的
感谢，他的子女也因此受到了影响。
小儿子邓根顺说：
“见到不断有上门感

谢的患者，让我从小就有一种因学医
能救人而产生的自豪感，这是一种无
形的力量，一直激励着我在从医这条
道路上行稳致远。”
薪火相传 传承国粹任重道远
邓建屏老人的家在台山村漂田邓
家，周围溪流环绕，绿树成荫，而从这
个不到 100 人的自然湾落走出来的医
生就有 6 名。邓建屏一家四代从医，
现在 6 个子女中有 3 人从医，儿子邓
淼顺、邓学顺、邓根顺都在传承践行着
中医这门济世事业。而且邓根顺也在
肖岭乡卫生院工作，父子同堂坐诊，在
当地传为美谈。
邓根顺说小时候就体会到了中医
的神奇力量，那时候医疗条件很差，像
腹泻风寒、虫蛇叮咬等常见病用中医
的偏方验方治疗，都是药到病除。现
任该医院中西医结合门诊主任的他
说，父亲言传身教，对子女严格要求，
勉励自己终身从医，家里一间近 20 平

方米的书房里摆放着 4 个大书柜，各
类中医古书、现代医学专著和编撰书
籍的草稿共 800 余册，这都将是父亲
留给后人的宝，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在
中医学这条道路上有所作为。
关于中西医结合，邓建屏说，将
传统的中医中药知识和方法与西医西
药的知识和方法结合起来，用西医学
和现代科学方法研究中医四诊，相互
促进，共同提高，如经络诊法和脉诊、
舌诊，有利于中医四诊实现仪器化，大
大提高了临床疗效。
谈到如何将古老中医良性传承下
去，邓建屏说，中医把医术与中国的哲
学思想结合在一起，辩证论治，用哲学
化的语言表述病症，用理论指导治疗
过程，体系严谨，历史悠久，可以说是
生命力最强的古老医学。大力弘扬中
医文化，既要培养更加专业精通的中
医传承人，也要重视中药的生产研究，
不断吸取现代医药学的精华与科学技
术,丰富和更新其不足，以符合新时代
的要求，
成为现代中医药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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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富强 民主 文明 和谐
自由 平等 公正 法治
爱国 敬业 诚信 友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