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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市州连

������本报讯 （记者 梁湘茂） 4
月 29 日， 永州市新田县水利局
农村饮水安全水质检测中心联
合新田县疾控中心来到该县骥
村镇等乡镇， 开展生活饮用水
（末梢水） 水质常规检测， 对二
氧化氯、 PH 值、 菌落总数等 42
项指标进行采样检测。 这是该
县坚持饮水扶贫思路， 让村民
喝上干净、 卫生的自来水的一
个工作缩影。

因地制宜
“建” 好集中供水点
“新田县属老少边贫山区，

也是国家级扶贫开发重点县， 县
境内水不成系， 无大型水库、 河
流， 村民饮水一直比较困难， 大
多靠山泉水，” 新田县水利局长
邓振斌告诉记者， “我县提出饮
水扶贫战略， 科学规划， 起建许
多集中供水点， 实现全县农村自
来水 ‘村村通’ 目标。”

5 月 2 日， 记者在龙泉镇
青龙村烂石脚溶洞和枧头镇周
家山村采访时看到， 当地山泉
水、 地下水全部被妥善地利用
起来了。 县水利部门工作人员
翻山越岭， 找到水源， 挖掘地
下水资源， 并因地制宜， 建好
一批集中供水点。 通过抽水设
备， 统一放入集中供水清水池，
再通过消毒， 增加加压泵站或
减压阀， 将干净卫生的自来水，

源源不断地送到千家万户。
联合抽检

“测” 好水源水质
“水蛮好， 又干净又卫生。”

5 月 2 日， 在该县枧头镇周家山
村鹅眉凼自然村， 70 岁的黄大
娘高兴地打开了水龙头， 白哗
哗的自来水流进了大缸里。

两年前， 这个小山村的村
民要到村头的一口山塘挑水喝，
既不安全， 又不卫生。 县水利
局发现这一现状， 通过努力，
接通了自来水， 让全村人喝上
了卫生的自来水。

该县水利局与县生态环境
局等相关部门衔接， 对农村供
水工程进行了水源保护区的划
定， 并严格对水质检测。

“千吨万人水库， 我们联合
县疾控中心， 每季度搞 1 次水
样检测， 一年四次； 其他水库，
我们分别在丰水季节与枯水季
节各进行 1 次采样检测。” 新田
县水利局农村饮水安全水质检
测中心负责人欧运忠告诉记者。

2019年来， 新田县水利局农
村饮水安全水质检测中心联合县
疾控中心， 已采集全县 3座千吨
万人水厂、 103 个贫困村、 120
个已建成的乡镇、 村集中供水水
厂共 226份水样， 对采集的水样
进行指标检测分析， 经检查都达
到合格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

建立机制
“管” 好农村饮水工程
农村饮水工程建好了， 水

质测好了， 还必须管理好。
该县水利局农村集中供水

管理总站对金陵水厂 、 肥源
水厂 、 石羊镇水厂 3 个千吨
万人水厂 ， 由中型水库管理
单位统一运行、 供水、 管理，
水厂管理责任人报 “供水总
站 ” 备案登记 ； 其余乡镇集
中供水工程由属地乡镇水管
站统一进行运行 、 供水 、 管
理以及管辖范围内管道的管
理维护和水费收缴等工作 ，
水厂管理责任人报 “供水总
站 ” 备案登记 ； 单村供水工
程由属地各村推选水管员协
助乡镇水管站进行管理 。 同
时 ， 注重工程维修养护经费
的筹措与管理 ， 县财政按供
水人口每人每年 10 元的标准
进行补贴 ， 对全县所有自来
水工程的管护主体进行考核
奖补 ， 从农村水厂收取的水
费中提取维护经费。

记者了解到 ， 截至目前 ，
新田县 230 个行政村， 有 201
个行政村建设了自来水工程，
建设农村集中供水工程 219 处，
涉及人口 35.5 万人。 该县水利
局通过 “建” “测” “管” 等
多种措施， 确保农村饮水安全。

������本报讯 （通讯员 高翔 邓
进 ） 为记录战 “疫 ” 生动事
迹， 展现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
州人民医院抗疫工作和干部职
工的抗疫精神， 进一步厚植医
院文化 、 丰富医院精神 ， 近
日， 该院决定进行抗疫精神集
中宣讲， 以真人真事和真情实
感， 讲述个人或单位、 集体在
战 “疫” 抗疫中担当、 坚守、
奉献 、 履职 、 敬业的感人故
事。 宣讲会将以道德讲堂、 座
谈会、 报告会、 周五学习等多
种形式进行。

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后， 该
院作为湘西公立三甲综合性医
院， 担当起湘西自治州抗击新
冠肺炎疫情的主力军。 在这场
没有硝烟的战争中， 该院先后
召开了 22 次疫情防控工作调
度会， 组建了 50 名医生 、 90
名护士的医疗救治队伍， 紧急
设立新冠疫情隔离病区， 3 天
时间完成州级新冠肺炎救治定
点医院的改建， 救治专家组 35
人次深入龙山、 永顺隔离病房
为新冠肺炎确诊病人进行检查
和指导治疗， 先后派出 2 批共

19 人的医疗队支援湖北武汉黄
陂方舱医院和武汉市金银潭医
院。

目前， 该院已开展了多次
支援湖北战 “疫” 英雄宣讲活
动， 干部职工与支援湖北抗疫
英雄面对面交流抗疫经验， 聆
听英雄们讲述在抗击新冠肺炎
疫情战斗中的战 “疫” 故事，
分享了他们无私无畏勇敢逆
行、 无怨无悔甘于奉献的心路
历程， 让干部职工思想受到洗
礼， 激励 “州医人” 打赢这场
战 “疫”， 凝聚正能量。

�������本报讯 （通讯员 刘让定 向纯 陈建） 4 月
28 日， 中国著名画家毛光辉捐画仪式在湘西
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民族中医医院举行。 州政
协主席刘昌刚， 州政协副主席向顶天出席捐
赠仪式， 并就医院发展情况进行调研。 该院
在家院领导和其他相关科室负责人参加此次
活动。

在捐赠仪式前， 刘昌刚、 向顶天、 毛光辉
一行就该院综合楼项目建设情况进行调研 ，
实地察看了综合楼大厅和部分住院病房时指
出， 综合楼装修要注意中医文化氛围浓厚， 投
入使用后有效改善医院住院环境。

在赠画仪式上， 毛光辉向该院捐赠了自己
创作的画作， 并将自己的创作理念进行了解
说， 画中的色彩和水墨相融， 展现出对该院及
14 名支援湖北人员， 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
展现的医者仁心、 大爱无疆医者精神的崇高
敬佩之情。

������4 月 29 日一大早， 娄底市双峰县人民医
院急救中心出诊护士钟娟长长地舒了口气： 又
完成一趟深夜出诊！ 4 月 28 日凌晨时分， 她
和医生戴顺风、 司机谭雄义， 深夜翻山越岭一
个半小时出诊， 终于救治成功一名昏迷的老
人。

4 月 28 日凌晨 3 时， 该院急救中心接到
出诊通知： 一名 73 岁的男性患者突发意识障
碍 3 小时， 既往有高血压、 糖尿病病史。 患者
儿子从深圳打电话过来要求接诊。 接到电话
后， 救护车立刻出发， 当班的钟娟、 戴顺风、
谭雄义三人一起出诊， 出诊位置在双峰县密塘
山的一个小山村， 位于双峰县荷叶镇与石牛镇
的交界处。

因为家中只有两位老人， 附近也没有青年
人， 所以无人出来引路。 患者儿子非常焦急，
全程打了十来个电话， 都是在不断催促。 戴顺
风、 钟娟一面指导患者家属先做力所能及的救
治处理， 一面在黑暗中摸索。

在深山中， 深夜又无处问路， 谭雄义只好
打开高德导航协助。 途中， 因导航错误和信号
不好等原因， 两次掉头， 重新在深山里找路，
他们三人反复下车探路， 好不容易到达家属发
的导航指定位置， 却发现身在一个荒无人烟的
山顶。 距离家属发的图上打红圈圈的地方还要
翻过一座山。

山路十八弯， 把大家都颠晕了， 顾不上晕
车与饥饿， 提着急救箱又是小跑， 一段坎坷又
崎岖的山路后， 到凌晨 4 时 30 分终于见到病
人， 迅速评估患者生命体征， 检测患者神志不
清， 血压 130/70 毫米汞柱， 血糖 2.8 毫摩尔/
升。 血糖很低， 立即给予 50%葡萄糖静推。

几分钟后， 静脉推注了葡萄糖的老人渐渐
清醒过来， 睁开眼睛， 说： “手有一点胀。”
询问用药史， 得知老人白天吃了两次糖尿病
药， 戴顺风考虑是用降糖药过量引起的低血
糖。

这边， 老伴还一直在和儿子打电话， 回头
发现老头醒来了， 非常惊讶： “喊了几个小时
都没喊醒， 你们来推一支药就好了， 真的是感
谢呀！”

“老人家醒来就好， 但还是建议去我们医
院继续观察治疗！” 通讯员 刘霞

�������怀化市新晃侗族自治
县卫健局加大健康扶贫力
度， 推进家庭医生签约服
务。 图为 4 月 28 日， 该县
卫健局负责人入户核查家
庭医生签约相关资料， 了
解签约服务工作落实情况，
并对糖尿病患者履约服务。
通讯员 刘亚非 摄影报道

永州新田县实施“饮水扶贫”

入户签约服务

为让村民们喝上干净卫生的自来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