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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達新：有為才有位

「有人總認為政協的工作比較虛，政協只是擺設。我們不要指責別人，要從自己身上找原因，要知道

有了作為，才會在百姓心中有地位。」2012年1月，在銅仁市政協一次會議上，陳達新當選為銅仁
市政協主席。甫一上任，陳達新即明確一條準則：「有為」才「有位」。而「有為」，還是陳達新
對自己的根本要求。

■香港文匯報 • 人民政協專刊記者 徐悅、通訊員 安懷宇

陳達新耐心細緻的向對方詳細介紹
了銅仁的政策環境和資源優勢，「那
「銅仁經濟發展還比較落後，十分 天晚上我們足足交談了3個多小時。」
需要招商引資。但是銅仁交通條件還
陳達新回憶道。
不是很好，又特別難招到好企業。」
功夫不負有心人，沒過多久，湯偉
陳達新清楚，作為政協主席，他在招
飛果然來了銅仁。陳達新一路帶他上
商引資方面的工作既有任務，又有壓
梵淨山，重點引導他到印江縣考察了
力。既要努力爭取，又要作好表率。
現代農業發展項目，深入走訪了幾個
2012年3月，陳達新率隊到江浙開展
鄉鎮。通過這次實地調查了解，湯偉飛
招商引資考察活動。在一次推介會
後，來自浙江省麗水市的商人湯偉飛 吃下了定心丸，決定在印江縣發展現
主動找到陳達新，他說陳達新在會上 代化優質核桃產業。
講話真切，頗受感動，希望留下手機
人格魅力助推成功投資
號碼。當天晚上，湯偉飛就致電陳達
「他下定了決心，我更要讓他安
新，表示自己想到銅仁去看一看，但
又有些猶豫。陳達新當即察覺到這是 心。」陳達新說。之後，陳達新立即
一線商機，於是主動約他喝茶。在交 協調印江縣政府作安排，提前把土地
談中陳達新得知，湯偉飛猶豫的原因 規劃好，落實了足夠的面積。當年8
是對銅仁風土人情和投資環境不太了 月，湯偉飛即註冊資金1000萬元，成
解，心中有些忐忑。
立了貴州綠黔能源科技發展有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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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家灣扶貧 重基礎建設
「說到扶貧，政協幹部有兩難：難於協調，難
於找資金。盡心盡力去協調，千方百計找資金，
才能為民辦實事。」這是陳達新在扶貧工作中的
深刻體會。
陳達新掛點幫扶的思南縣鸚鵡溪鎮黃家灣村，
流傳 這樣幾句順口溜：「我們黃家灣，最怕遇
天乾，毛路泥坑亂，房屋光川川」
。如何幫助黃
家灣發展農村經濟，讓村民盡快富裕起來，成了
陳達新的心事。不到兩年時間，陳達新七次率相
關部門負責人到村裡調研。每次到黃家灣，陳達
新都要深入村民家中與農戶交談，詳細了解他們
的生活狀況和真實想法。

扶貧進家門 修路到山頂
今年3月，陳達新第四次到黃家灣村，他提出
要去該村最偏遠的大丫口村民組去看看。不料剛

■陳達新向村民了解情況。

■陳達新在黃家灣查看水窖，為村民引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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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到半山腰，由於泥巴路坑多彎急，越野車也上
不去了。
這次調研，讓那條半山腰的爛泥路留在了陳
達新的腦海中。回來後，他就下定決心要把那
條毛路進行硬化。在多次與銅仁市政府分管領
導和市交通局、扶貧辦等部門負責人協調後，
共籌集到資金160多萬元，把那條全長3.1公里

陳

的上山公路全部進行加寬硬化。
此後，陳達新還幫助黃家灣協調解決硬化進
組公路，計7.36公里，以及入戶便道17.2公
里。還為黃家灣修建了觀光亭，安裝了70多桿
太陽能路燈等，總共投入建設資金350萬餘
元。甚至有人說，如今的黃家灣堪比城市中的
山體公園。

重調研 聽民意
建言提在點子上
「建言獻策，是每位政協人的基本職責，如何發揮好正能量，就
看我們的建議能否提到點子上。」陳達新每年都要組織開展七至八
次質量較高的調研活動。每一篇調研報告的形成，他都會自己修
改，提出中肯的建議。
「每次看到我們政協的建議得到市委的採納和落實，這就是我最
大的欣慰。」陳達新說。去年，經陳達新6次修改成形的《關於銅
仁戶籍制度改革的調研報告》得
到了銅仁市委政府的高度重視，
市政府分管領導召集有關部門，
逐項研究政協意見的採納落實方
案。三個月後，銅仁市委市政府
出台了《關於開展戶籍制度改革
推進城鎮化發展的意見》
。
近兩年來，通過陳達新把關修
改的調研意見建議有90%以上被 ■陳達新談政協工作，要「有
為才有位」
。
袁蓉 攝
吸納。

興祥：做一個仁心醫者 履

「陳醫師」
、 「陳總」
、 「陳委員」其實是一

個人——陳興祥。他是貴州省江口縣政協常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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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擁有一家私立醫院，一間三星級酒店。
當初的一個念頭，成就了陳興祥今天的財富與
地位。如今，他又靠自己的力量去影響他人的命
運，尤其是那些因家庭貧困幾乎輟學的大學生。
而陳興祥時常念叨的，是當年上醫學院時，國
家每年給的十八塊錢「乙等獎學金」
。
■香港文匯報 • 人民政協專刊記者 徐悅

學醫製藥 精耕不輟
1975年，陳興祥就讀遵義醫學院，以優異的成績畢業後
分配到銅仁地區人民醫院。兩年後，他卻選擇回到家鄉江
口縣，因為他認為這裡醫療條件落後、醫療資源匱乏、從
業人員整體素質較低，更需要自己。
不過，陳興祥卻並未因此放棄學習，他不僅在看病中實
踐所學知識，還利用業餘時間攻讀各類醫書。
上世紀八十年代中期，貴州省曾出台一項政策：所有學
西醫出身的從業者，須進修中醫。陳興祥花一年半時間在
貴陽醫學院學習中醫。之後，陳興祥又在長沙醫科大學
（現湘雅醫學院）進修肝膽內科。
2000年以來，他結合中西醫藥理，立足於前人成果，
研製出「陳興祥生髮液」。又在個人醫療實踐中，研發出
「陳興祥燒傷液」。2005年以來，陳興祥的這兩項成果相繼獲國家知識產權
局專利。不少人想要出資買斷陳興祥的兩項專利。然而，陳興祥始終不為
所動，因為他清楚，這兩項專利也是江口縣的榮譽，其意義早已超過簡單
的經濟收益。

金字招牌 遠近聞名
現在，陳興祥的醫院共有醫護人員近20人，涵蓋內科、外科、婦科、兒
科等，平均每天接待病人60餘人。這家醫院遠近聞名，甚至覆蓋到鄰近
的鳳岡縣。儘管近年來私立醫院不斷興起，有的規模甚至超過陳興祥的
醫院，在百姓心中的印象卻始終敵不過陳興祥的「老字號」和「金字
招牌」
。
漸漸地，陳興祥有了擴大規模的想法。他謀劃 在現有醫院的後
面徵一塊地，前期投資380萬元，蓋一座27層大樓，含500間病床。
圖紙已經畫好，預計年底動工。屆時，其規模將超過江口縣兩家
公立醫院。
更讓陳興祥振奮的是，幾天前，他在中央電視台新聞聯播上
看到一條消息，「國家要大力扶持民營醫院」
。這更加強了他建
新大樓、擴大醫院規模的決心和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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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他們，我
就想到當年的自己，
沒靠山、沒朋友，全靠
自己雙手打拚。」陳興祥
談起那些自己捐助的大學生
時說。
1999年，陳興祥一位病人的孩
子考上第三軍醫大學，卻因家庭
貧困想放棄，陳興祥當即拿出3000
元。後來逢年過節，陳興祥都會給這
學生一筆錢，最終資助其順利完成學
業。
自那以後，陳興祥就從未停止行
善。2008年5月12日，汶川大地震剛
一發生，他迅速查到紅十字會的賬
號，當即趕到郵局捐款8000元，成為

江口縣最早的捐款者之一。
陳興祥了解到一個村子的孩子上學
時需蹚過一條河水，在汛期非常危
險。作為江口縣商會副會長，他迅速
組織商會捐款，找來工程隊，為當地
孩子修建了一座橋。
十幾年來，陳興祥參與捐錢修建
大橋8座，為百姓硬化鄉村入戶路2
條，修繕溝渠5條。僅在2012年江口
縣旱災、水災中的捐款就達8.1萬
元。共與15名貧困學生結成幫扶對
子。
在這樣一張張「成績單」面前，陳
興祥只是淡然地說：「我感覺人這一
生要活得更有意義，有了錢之後要想
怎麼把錢花得更有價值。」

司。8月28日，湯偉飛與印江縣政府
簽訂了投資2.1億元建設核桃基地及
深加工項目的合同。當年底，在印江
縣沙子坡鎮、杉樹鄉、板溪鎮三個鄉
鎮開展「公司+基地+農戶」的合作
試點，種植完成一萬畝核桃基地。
為了讓湯偉飛安下心來發展核桃種
植，陳達新從今年2月起，多次到印江
縣調研，幫助協調徵地工作，公司發
展一切按計劃順利進行。
據了解，如今貴州綠黔能源科技
發展有限公司已成為銅仁市規模最
大、配套功能最全的一家集產供
銷、教科研於一體的現代科技型生
態核桃農業企業。對這次投資的成
功，用湯偉飛自己的話說：「我來
銅仁發展不僅是因為看中這裡的投
資政策環境，更打動我的是陳達新
主席的人格魅力」。

「當了政協常委以後，反而覺得自己以前做的太
微小，簡直不值一提。我們政協委員應該多走一
走，看一看，會發現貧窮的人還很多，早就應該多
為他們做一些事。」2011年，陳興祥當選為新一屆
的江口縣政協常委，他說：「以前想為社會做貢
獻，但總感覺找不到頭緒，好像單兵作戰。現在有
了政協這個平台，思路清晰了，做起事來更有目
標。」

反映熱點 關注民生
在陳興祥看來，當選為政協常委是一種榮譽，更
是一種責任、使命。
2011年，作為新常委，陳興祥就在第一次會議上
提出一個焦點、熱點問題。
當時，江口縣許多鄉鎮在建設中，發生多起強拉
強運事件，兩個相鄰的村寨之間常因為運輸木料、
石料引發群毆。陳興祥了解到這一情況後，撰寫了
《關於加大對強拉強運、強攬工程、強行阻工打擊力
度的提案》
，因問題反映及時，得到了江口縣委、縣
政府的重視。經過多次實地調研後，江口縣委組織
召開專題會議進行了部署，組建了打擊「三強」工
作隊，並開展專項治理活動。
陳興祥還在江口縣創建「省級文明城市」和「國
際衛生城市」的過程中，與其他兩位委員一道，撰
寫《關於進一步加強縣城整髒治亂工作的提案》
，對
整治城市「髒、亂、差」的問題提出多項意見，並
得到採納。

■陳興祥捐助貧困大學生，多年不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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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口縣政協供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