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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护村民健康的“铁三角”
——记 2020 年度“全区优秀家庭医生团队”乌兰浩特市义勒力特卫生院敖海宝团队

□武跟兄

繁忙而琐碎，是一名家庭医生普遍而真
实的写照。对于乌兰浩特市义勒力特卫生院
的家庭医生团队来说更是如此。

在家门口享受家庭医生义诊，签约医生
们风雨无阻上门服务，自 2016 年开展家庭医
生签约服务以来，义勒力特卫生院组建了由

“全科医生 + 公卫人员 + 护理人员”为一组
的 18 支家庭医生团队。作为其中的佼佼者，
敖海宝团队荣获 2020 年度“全区优秀家庭医
生团队”。该团队由敖海宝、陈欣如、包永苹
三人组成，他们配合默契，共同为签约居民提
供基本医疗和基本公共卫生服务，是名副其
实的“铁三角”。

在这“铁三角”里，敖海宝是这个团队的
全科医生，毕业于内蒙古民族大学，是蒙医副
主任医师。陈欣如为公卫人员，毕业于湖北
中医药学院，是中医助理医师。包永苹为护
士，毕业于兴安盟卫校，是职业护士。

一纸约定，多年守护。多年来，敖海宝团
队按照签约协议约定的履约项目，为签约百
姓提供基本医疗、公共卫生、健康教育管理等
服务，为众多慢性病人护理、家庭医疗服务带
来了便捷，也打通了为百姓服务的最后一公
里。

家庭医生，守护您健康的朋友。这是今
年世界家庭医生日的活动主题，也是敖海宝
团队脚踏实地履约的目标。

为了成为辖区居民的朋友，敖海宝团队
走过了艰难的路程。在为辖区居民签约的
过程中，敖海宝团队尝尽了“闭门羹”的苦味
和“不理解”的酸味，但是他们用爱心把无数
的苦和酸酿成了蜜一样的甜。平日里，敖海
宝带领团队成员，顶着火辣辣的阳光、汗流浃
背、起早贪黑地穿行在各家各户中，为居民们
提供服务。

“我们不需要，我很健康，不用体检。”“签
约有什么用啊，也不给我们发药。”一开始，
在走村入户的过程中，时有这样的声音出现。

有时候，他们甚至进不到居民家里，就从门缝
里传出不理解、不支持的声音。敖海宝说：“在
开展家庭医生签约服务之初，辖区居民对这
项服务不理解、不接受，甚至还有抵触情绪，
说出的话很难听，所以这项工作推行起来也
很困难。”面对困难，敖海宝只能带领陈欣如
和包永苹一遍遍入户，利用各种形式宣传讲
解签约的好处并实打实地把优质服务送到居
民身边。

有付出就有回报。敖海宝家庭医生团队
积极主动开展签约工作，与辖区居民建立起
了长期、稳定、可及的服务关系。靠着无微不
至的服务，敖海宝团队也渐渐获得了百姓的
认可。

吴常山老人是义勒力特镇义勒力特嘎查
居民，患有糖尿病、高血压混合型疾病。过
去，由于用药随意性强，导致出现药物不良
反应。在敖海宝团队的细致周到服务下，调
用胰岛素与降压药，如今血糖和血压已控制
基本满意。吴常山与义勒力特卫生院主动

签订家庭医生签约协议。据吴常山介绍，敖
海宝团队及时监测血压和血糖，还每年给他
免费体检，并提供用药指导和护理服务。吴
常山感激地说：“有了家庭医生，心里可踏实
了。” 

从“坐等患者上门”到“走进百姓家门”，
敖海宝团队将医疗健康知识、健康教育、预防
保健、康复、计划生育等贴心服务主动送到百
姓家中，实现了对辖区居民健康管理的全覆
盖。工作虽然琐碎，但敖海宝团队的每个人
深感责任重大，使命更强。

“家庭医生团队服务真敬业，认真诊脉、
询问，对病人提出的问题不厌其烦！”“是呀，
方便了咱老百姓！”这是群众对敖海宝团队
最朴实的赞美。

在跨越乡村、延续 5 年的坐标系中，敖海
宝团队的每一个成员，躬身为桥奋力消弭辖
区居民与健康之间的距离，提升基层医疗卫
生服务质量。敖海宝团队，不愧为全区家庭
医生团队的典范！

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其目的是通过医生和市民的面对面对接，让医生更加熟悉自己的患者，对他们的疾病、健康有个动态、跟踪的掌控，这对于
对症治疗和健康指导来说有着积极意义。如何让家庭医生团队更好发挥应有的“光和热”，需要家庭医生和签约群众双方密切配合。

因此，在开展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时不能仅仅满足于“签”，家庭医生应切实做到“签而有约”，做到签约一人、履约一人、保障一人，满足群众多样
化医疗卫生服务需求。同时要转变群众对家庭医生等于“私人医生”的误解，发挥专属“健康管家”的职责，引导居民规范就医，合理用药，做好群
众的健康 “守门人”，签约人群的就诊“引路人”。

草原牧民贴心人
——记科右前旗动物疫病预
防控制中心兽医实验室主任、
农业技术推广研究员王强

□黄永良

在科右前旗草原上，提起王强这个名字，人人皆
知。牧民们都说：“王强是我们草原最厉害的‘牛’大
夫，也是我们牧民最信任的贴心人！”

牧民们赞不绝口的王强现任科右前旗动物疫病
预防控制中心兽医实验室主任、农业技术推广研究
员。

参加工作 38 年来，王强一直扎根在牧业生产第
一线从事动物疫病防治服务工作。38 年来，他走遍
了前旗草原牧区，从来不分节假日，用科技帮扶 1.3
万余养殖场户，服务农牧民近 10 万人次，诊断疑难畜
禽病例 5 万头只羽次，有记载的服务农牧户姓名电话
日记就足足 17 本。沉甸甸 17 本日记记录的不仅仅
是农牧民的姓名电话，更是他把草原上农牧民当做自
己“贴心人”的见证。

回 顾 过 去 的 日 日 夜 夜，王 强 仍 旧 记 忆 犹 新。
2001 年至 2007 年，王强被派遣到草原边关抗灾保
畜。7 年，2555 个日日夜夜，7 个数九寒冬、风雪呼
啸的春节，王强都是在宝格达山哨所下的牧点度过。
即使身处并不具备科研条件的环境里，王强创新研
究出了四项深受边防军民广泛赞誉和好评的防治技
术，即“边境草原牛、马单绳软固定快捷采血法”“治
疗狼咬伤防蛆去腐生肌散”“温浴鱼石脂治疗草
原人畜冻伤”和“宽针治疗巡逻军马走伤蹄叶炎”。
2014 年，王强参加全国职业兽医技能大比武，荣获
兴安盟赛区第一名。

2015 年至 2020 年，王强作为产业扶贫科技指导
专家，深入到农牧区常态跟踪技术帮扶乌兰毛都苏
木、满族屯满族乡、德伯斯镇、巴日嘎斯台乡等地，通
过实际调研并制定了养殖产业帮扶方案，集中本村养
殖户传授先进养殖技术，帮助牧民筹措资金 3 万元用
于防灾圈舍建设，重点培养农牧民技术带头人，建立
村级养殖技术互助帮扶组，免费为建档立卡贫困户肉
驴养殖送来防病驱虫药品。他自己编写了《农牧民
科学素质教育宣传读本》《产业扶贫肉羊养殖技术》，
创作出版《跟我学养牛》，深入村屯、集市、养殖场户
普及宣传达 1 万余人次。

日与夜的付出有了回报，王强在脱贫攻坚战中荣
获前旗委组织部“奋斗者”称号，获得 2016 年至 2018
年度“全国农牧渔业丰收奖·农业技术推广贡献奖”。
2019 年，他又被科右前旗组织部聘请为“科右前旗乡
土人才孵化中心讲师团”讲师，全年 63 次深入全旗
草原牧区的嘎查村屯，围绕人畜共患布鲁氏菌病和包
虫病，进行现场实地安全防护生产教学，普及推广布
鲁氏菌病防控行为干预措施以及临床常见病免疫驱
虫技术要点，共服务宣讲脱贫户 574 人次，其它养殖
场户 2360 人次。同时建立农技推广网络服务微信群，
搭建牧业远程“问诊”服务平台，农牧民遇到问题只
需一个电话、一条微信就能得到远程指导。 

多年来，王强无论是走进牧场还是到牧民家中，
他总是结合自己的本职工作，用“润物细无声”方式
把党的民族政策和惠民政策面对面地宣讲给广大农
牧民，把党的各项惠民政策传播到草原边关。他积极
向农牧民宣讲国家、自治区民族工作等政策理论，把
党的政策传播到草原深处，已经成为草原上深受农牧
民喜爱的“党的政策义务宣讲员”。

38 年如一日，王强用自己的行动践行着一个共产
党员的初心和使命，用真情谱写着草原各民族守望相
助一家亲的大爱。

小豆角“唱”主角
□白俊华

虽然名叫安定，可是他却有着一段并不安定
的创业生涯。安定是土生土长的科右中旗巴彦茫
哈苏木人，曾就职于呼伦贝尔市第三人民医院，有
着别人都羡慕的稳定工作。

改变始于 2015 年，安定不顾家人反对，辞掉
工作选择回乡创业，实现自己多年自主创业的梦
想。在科右中旗巴彦茫哈苏木注册成立兴安盟吉
祥爱里农业发展有限公司，主营产品为吉祥爱里
有机干豆角，主要生产工艺以热风烘干为主。

与所有创业者一样，安定在创业初期，也遇到
过很多困难，少经验、缺资金、无销路，安定曾碰过
很多次“壁”，但他还是咬牙坚持了下来。功夫不
负有心人，经过 6 年的努力，公司逐渐发展成为当
地集农业种植、干制果蔬加工、销售为一体的农牧
业产业化龙头企业之一，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站
稳了脚跟。

“去年我们总产量达 25 吨干品，年产值达 500
万元。”作为兴安盟吉祥爱里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总经理的安定介绍说，公司现有标准化热风烘干
生产线 2 条、自然晾晒场 1 座，具备年加工新鲜蔬
菜 180 吨的生产能力。2016 年，“吉祥爱里”商标
首次通过 QS 认证（SC 认证）。2019 起至今，生产
线和种植基地均通过了国家有机食品认证。

事业发展得风生水起，安定把目光转向了家
乡的父老乡亲。“巴彦茫哈苏木是我的家乡，我从
小在这里长大，也深深地了解当地农牧民的生产
生活情况，我当初放弃原有的稳定工作，返乡创业
的初衷就是想着能为家乡的老百姓做点什么。”
安定感慨地说。    

为积极参与支持中旗产业发展，带动家乡父
老一起增收致富，安定采取“公司 + 基地 + 农户”
长期合作的经营方式，把种子和农资分发给农牧
户自行种植，与农牧户签订定向收购合同，提供后
续技术指导，帮助当地群众增收致富。

马壮是巴彦茫哈苏木哈吐布其嘎查的农牧
民，去年他和公司签订合作协议，种植 1 亩地豆
角，收入 1.2 万元。尝到甜头的他今年早早地与
公司签订协议，又种植了 1 亩地豆角，马壮兴奋地
说：“真没想到在家种豆角也能挣钱，豆角今年的
长势也不错，收成肯定不差，明年我想再多种点
儿！”2020 年，中旗参与种植的农户达 119 户，每
户平均增收 2700 元。

今年，公司种植 300 亩果蔬，其中 100 亩是公
司自营试验基地，200 亩为农户合同种植，辐射带
动了周边 325 户农牧户参与种植，其中低收入人
群 140 人。公司还向大学生、下岗职工、困难户、
嘎查农牧民等 30 人提供稳定就业岗位。

眼下又到了豆角丰收的季节，种植户们忙着
采摘豆角，安定和员工们挨家挨户收豆角，公司的
生产线又开始忙碌运转，小小的干豆角实现了安
定的返乡创业梦，也托起了农牧民增收致富的新
道路。

厕改吹新风
□武跟兄

乡村的“茅厕”，两块砖一个坑，既臭又脏，如
厕难成为日常生活中的“难言之隐”。

厕所虽小，却是关系千家万户的大事，更是关
系到群众卫生意识、卫生素质和生态文明建设的
重要环节。

近年来，科右前旗额尔格图镇大力推进农村
“厕所革命”，着力改善农村人居环境，让乡村更美
丽整洁，群众生活更幸福美好。

农村厕所怎么改？改成什么样？科右前旗额
尔格图镇因地制宜实施厕所改造，改善农村生产
生活面貌，提升农民生活幸福感。

在推进“厕所革命”过程中，为了赢得群众的
支持，额尔格图镇政府工作人员深入各乡村调查
摸底，了解基础条件，倾听群众意愿，反复向群众
宣讲政策，帮群众分析旱厕污染危害和冬季如厕
困难，教农民算好健康账、经济账，并在资金、政策
等方面给予扶持，引导广大群众自觉投入到厕改
工作中来，养成文明健康的卫生习惯。截至目前，
额尔格图镇已建设新型环保厕所 1305 座，覆盖 14
个嘎查。

8 月 17 日，记者来到额尔格图镇了解厕改情
况。村民尹国生家里改造完的农家厕所干净整洁，
没有一点异味。尹国生经营着一家电器专卖店，
过去使用露天厕所，一到夏天蚊蝇飞舞，院子里臭
气熏天，一到冬天又寒气逼人，上厕所很不方便。
如今，看着外观干净整洁、设备一应俱全的新型环
保厕所，尹国生喜不自胜。“现在上厕所真是太方
便了，环境也好了不少，这是沾了‘厕所革命’的
光啊。”尹国生高兴地说。

在额尔格图镇，尹国生家的改厕故事不是孤
例。今年，额尔格图镇将农村“厕所革命”列入民
生工程，组织三个施工方与相关负责人一同对全
镇各嘎查进行全面摸排。对改厕过程中施工规范、
质量合格等问题进行排查，发现问题立即整改落
实，并建立健全台账，确保农村改厕质量优良，实
用有效。

如今，额尔格图镇普遍开展的“厕所革命”，正
改变着农村使用露天旱厕的习惯。行走在额尔格
图镇的各个嘎查，村民们绿化家园、净化家园、美
化家园的积极性明显提高，从过去的“要我改厕”
正在向“我要改厕”转变，文明意识也越来越强。

我帮你进行时   我帮你办实事

团突泉县委培育电商产业助推乡村振兴
本报讯（潘鑫）近日，共青团突泉

县委员会围绕普及农村电商发展知
识、发展培养本土青年电商人才、挖
掘拓宽全县农特产品线上销售路径
等方面深入各乡镇扎实开展电商产
业培育工作，为更好地开启“牛米春
州  杭盖突泉”高质量发展新征程贡
献青春动能。

精准对焦乡亲所需，电商大巴深
入民心。随着“乡村振兴 青年先锋”
电商培训创业大巴乡村行正式起
航，团突泉县委邀请内蒙古中达创
业企业运营管理有限公司区域运营
总监刘小龙、突泉中达电商园区经
理胡长影奔赴各乡镇乡土人才孵化
中心开展电商巡回培训，结合各乡
镇实际，通过深入浅出地生动授课，
带动广大乡土人才共同探讨农村电
商产业发展趋势，深入学习从事本
土电商行业业务技能，挖掘农特产
品销售包装平台渠道，在各乡土人

才心中根植“互联网 + 农村”发展
理念，撒下农村电商从业种子，培训
历时一个星期，实现 9 个乡镇乡土
人才孵化中心成员全覆盖，参训人
数达到 500 余人。

暖心助力乡亲所急，电商达人应
运而生。在第一轮电商培训乡土人
才全面覆盖的基础上，团突泉县委组
织各乡镇重点推荐 50 名有电商从业
梦想和计划的优秀青年齐聚突泉县
电商产业孵化园，带领大家共同观摩
电商产业发展成果，实地了解农村电
商行业发展现状，并与中达电商公司
经理面对面交流座谈，详细了解本土
电商人才培养模式，学员们结合不同
电商从业领域谈心得、讲体会、分享
经验，激发了青年乡土人才进行电商
创业的动力。

贴心服务乡亲所盼，电商产品多
点培育。为进一步助力产业振兴，团
突泉县委围绕打造县域农特产品公

共品牌“北纬 46 度”与县内各大农
特产品生产合作社及企业进行深入
对接，积极联合突泉县工信局、中达
电商公司、突泉县内大型物流公司以
及突泉县 27 家大型农特产品生产合
作社、企业共同召开了“乡村振兴 青
年先锋”本土农特产品品牌打造及

“互联网 +”线上渠道推广交流会。
座谈会上，团突泉县委就电商产业发
展方向问计问策参会青年代表、合作
社、企业，围绕突泉县农特产品线上
品牌打造及销售推广进行了集中交
流探讨，为推动突泉县农特产品更好
地“走出去”建言献策。

随着团突泉县委全面启动实施
“乡村振兴 青年先锋”人才孵化工
程，将进一步依托各乡镇乡土人才孵
化中心着重从“育新人、选好人、树能
人”角度全方位打造青年先锋力量，
培育突泉县乡土人才优秀青年，为乡
村振兴选优培树青年“领头雁”。

硕果
满枝头

在乌兰浩特市斯力很
现代农业园区明星村脱贫
户景玉芹的设施农业大棚
内，一个个油蟠桃色泽诱
人、硕大扁圆，沁人心脾的
果香萦绕四周。

8 月 18 日，乌 兰 浩 特
市农牧和科技局产业指导
员周春山早早来到景玉芹
家，入户指导油蟠桃日常管
理技术。今年，在产业指导
员的帮助下，景玉芹家的桃
树整体产量比去年增加，而
且果子个头大，卖相好。

近年来，乌市农科局选
聘产业指导员，深入田间地
头，为群众面对面、手把手
提供种养殖技术服务，带动
村民增产增收，壮大乡村产
业发展。         武跟兄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