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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田燕

最近， 本报接到几起精神病患
者所在社区及精神病患者家属的求
助 。 由于一些精神病患者经常伤
人 ， 他们的家庭又无能力进行监
护， 导致精神病患者危害公众安全
的事经常发生， 他们希望能对这样
的精神病患者及监护家庭给予救
助。

精神病患者伤人让人忧心

前不久， 衡南县花桥镇筛托村
未满18岁的村民小李来本报反映 ，
她妈妈是精神病患者 ， 数次持刀 、
纵火伤害他人， 他们姐弟俩尚未成
年， 父亲很早已与妈妈离婚， 唯一
70岁的老外公也无能力管理妈妈 。
每次伤人， 因为是精神病人不需要
负刑事责任， 公安部门也无法做处
理， 很多受害人找到他们家里来要
求赔偿， 家里苦不堪言。 家里也曾
把妈妈送到衡南县精神病医院治疗
过一年， 在家又治疗过三四年， 但
病情仍不见好转。 现在家里已没能
力再给妈妈治病了 ， 也没法看住
她。

今年5月 ， 她妈妈又跑到四川
去了， 结果用刀捅伤了一个人， 当
地派出所打电话过来， 要求家里去
接人， 并赔付医疗费。 他们听说省
里有个省安康医院， 专门免费收治
精神病患者， 家里人去问了， 结果
说是必须身负命案才能接收。 他们
也请村委会出面向政府请求安置患
精神病的母亲， 但一直没有得到回
应。

湘潭市楠竹山镇团结社区的居
民也给本报写信反映， 他们社区有
一个中年李姓男精神病患者， 是附
近某厂职工， 目前病养在家， 虽经
医院住院治疗 ， 但病情仍未稳定 ，
他父亲早已去世 ， 监护人是母亲 ，
但她年岁大无能力管住患者。 十多
年来 ， 他病情愈发严重 ， 发起病
来， 经常耍流氓、 打人， 他还剪掉
楼道里的电源线， 晚上躲在暗处随
时准备袭击人， 住在他家对面的住

户长期不敢回家。 今年7月20日晚，
该患者又打伤当地电厂的女值班
员 ， 导致其颅内大出血 ， 伤势严
重。 邻里联合向镇政府报告， 要求
相关部门对这个精神病患者严加看
管。 虽然其后该患者已被派出所控
制， 但他们仍担心患者出来后再出
事。

政府收治精神病人有条件

我国刑法第18条规定， “精神
病人在不能辨认或者不能控制自己
行为的时候造成危害后果， 经法定
程序鉴定确认的 ， 不负刑事责任 ，
但是应当责令他的亲属或者监护人
严加看管和医疗 ； 在必要的时候 ，
由政府强制医疗。”

2010年9月正式启用的位于平
江县的省安康医院， 专门集中收治
已有杀人、 放火等肇事行为， 无需
承担刑责但需要依法收治的重症精
神病人。

10月25日， 记者从省安康医院
了解到 ， 省安康医院的收治程序
是， 当地公安机关承办案件， 有精
神病患暴力犯罪的， 经过我省的精
神病鉴定中心鉴定为精神病 ， 报
市 、 州公安局审批 ， 省公安厅复
核， 安康医院才能收治。 目前， 安
康医院也是临时租用别的医院的场
地改造后建立的， 已收治400多人，
收治人数已经饱和， 今年底准备扩
建， 但还在规划过程中。 接受采访
的安康医院的工作人员表示， 因为
收治条件的限制， 医院目前只能收
治暴力犯罪重伤他人以上的精神病
患者， 其他精神病患者主要还是依
靠监护人负责看管及送医治疗。

记者从省民政厅社会福利处了
解到， 省民政厅下属有12家精神病
医院， 主要收治复退军人的精神病
患者以及三无人员精神病患者， 三
无人员精神病患者必须通过社区 、
街道向民政部门申请。 我省目前复
退军人和流浪乞讨的精神病人就有
4.7万人之多。 这12家精神病医院共
2866张床位， 目前都处于人满为患
的状况。

精神病救助的补助有限

省民政厅社会福利处的负责人
告诉记者， 目前民政部门能够提供
的， 是给精神病患家庭提供低保救
助， 给重症精神病患提供临时救助
及大病医疗救助。

从2009年起， 我省就将重性精
神病人管理纳入基本公共卫生服务
项目。 记者从省卫生厅的合管处了
解到， 从2011年开始， 重性精神病
纳入新农合大病救治保障范围。 至
2012年补助重性精神病21465人次，
补助支出7665.27万元。

据了解 ， 我省目前约有100万
精神病人， 13万多人确诊为重症精
神病患者， 其中有2600多名肇事肇
祸精神病人。 由于精神病患者面临
一个长期的治疗过程， 一个家庭常
常会因为有一个精神病患者而致贫
致困， 很多精神病患者甚至很难完
成整个康复治疗， 目前社会各部门
提供的这些救助还是很不够。 比如
民政部门给予的临时救助一般也就
几百元， 大病医疗救助最多可以申
领6000元， 但大部分县市规定必须
完成治疗才能去申领， 这对于急需
钱住院强制治疗的精神病患者家庭
来讲， 未免有点晚了。 而且， 民政
部门提供的低保救助或是大病救
助 ， 也很随机 ， 并不是硬性规定 ，
很多家庭并没有申领到 。 2011年 ，
我省新农合将重症精神病纳入补助
范围， 但也需要病患家庭支付住院
起付费等， 一些治疗多年的精神病
患者家庭已家徒四壁， 很难再拿出
先期的住院费用了。 很多家庭不得
不放弃精神病患者， 让这些精神病
患者四处流浪， 导致更多的社会问
题出现。

《精神卫生法》 给人
们带来希望

精神障碍是一类严重威胁人民
健康的疾病。 10月26日， 全国人大
常委会通过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精
神卫生法 》。 这部法律针对中国精

神卫生工作存在的突出问题， 对促
进公众心理健康和预防精神障碍提
出了明确要求， 也对精神障碍病患
者及家庭的保障救助措施有了详细
的规定。 精神病患者的现状得到了
社会的关注。

该法第六十八条规定： 县级以
上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应当组织
医疗机构为严重精神障碍患者免费
提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 精神障碍
患者的医疗费用按照国家有关社会
保险的规定由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支
付。 医疗保险经办机构应当按照国
家有关规定将精神障碍患者纳入城
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 城镇居民基
本医疗保险或者新型农村合作医疗
的保障范围。 县级人民政府应当按
照国家有关规定对家庭经济困难的
严重精神障碍患者参加基本医疗保
险给予资助 。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
卫生、 民政、 财政等部门应当加强
协调， 简化程序， 实现属于基本医
疗保险基金支付的医疗费用由医疗
机构与医疗保险经办机构直接结
算。 精神障碍患者通过基本医疗保
险支付医疗费用后仍有困难， 或者
不能通过基本医疗保险支付医疗费
用的， 民政部门应当优先给予医疗
救助。

该法第六十九条规定： 对符合
城乡最低生活保障条件的严重精神
障碍患者， 民政部门应当会同有关
部门及时将其纳入最低生活保障 。
对属于农村五保供养对象的严重精
神障碍患者， 以及城市中无劳动能
力、 无生活来源且无法定赡养、 抚
养 、 扶养义务人 ， 或者其法定赡
养、 抚养、 扶养义务人无赡养、 抚
养 、 扶养能力的严重精神障碍患
者， 民政部门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
定予以供养、 救助。

前两款规定以外的严重精神障
碍患者确有困难的， 民政部门可以
采取临时救助等措施， 帮助其解决
生活困难。

2013年5月1日， 《中华人民共
和国精神卫生法》 将正式实施， 使
困难的精神病患者家庭看到了希
望。

投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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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同志：
新化县槎溪镇横江小学， 位于

该县的偏僻山区， 教学范围辖横江
等3个村近3000多人，现有5个班级，
在校学生158人，教师5人。

横江小学是一所历史悠久的完
全小学，创办于1954年。2000年，村民
又在这里建起了一栋700多平方米
的教学楼。 但由于这里条件艰苦，每
当这里的教师退休后， 无人愿意前

来任教，就只好裁掉一个班。 现在在
此任教的5名教师，年纪最轻的是一
位41岁的学前班代课老师，其他4位
年纪都在54岁以上， 其中两位已58
岁，今年下半年就要退二线，学校又
将面临着有两个班被裁掉的可能。

由于学校难以为继， 一些村民
为了孩子能上好学， 只好把孩子送
到15公里外的镇上去读书， 孩子太
小只能租房陪读， 全年下来要多花

费上万元，村民感到负担不起，有的
人只好让孩子弃学了。

教育是百年大计，为方便3个村
的孩子们上学， 村民希望横江小学
能继续办下去，至少保持1至4年级4
个班级的正常教学， 孩子们大点再
去镇里上学。而要做到这点，迫切希
望教育部门尽快落实下学期所缺的
两名教师。

横江小学学生、家长

编辑同志：
近日， 不断有在外务工村民来

信来电向信访局反映： 他们常年在
外， 老人孩子在家 “留守”， 家里
情况还可通过电话了解一些， 乡村
定期公开的政务、 村务他们却无法
及时看到， 希望乡镇政府将乡、 村
财务、 计划生育社会抚养费征收、
低保对象确定程序、 宅基地使用、
征地拆迁补偿等信息在网络上公

开， 以方便他们在外打工的村民能
及时了解。

据笔者调查， 现在农村青壮年
大都外出打工， 他们是家庭的主心
骨、乡村社会的中坚力量。他们热切
希望了解家乡社会民生、 经济发展
等方面的情况。 虽然县级以上政府
已实现了网上政务公开， 而乡镇一
级囿于经济条件、 人力资源等因素
多数还未实现， 有的乡镇虽然建立

了政务公开网站，但更新不及时，公
开项目不全面，农民并不满意。

笔者认为， 随着农村青年受教
育程度的逐步提高， 农村电脑的逐
渐普及 ， 网络建设成本的大大降
低， 乡镇机关高学历懂网络技术的
人才不断充实， 建立乡镇政务公开
并延伸至村务的网络平台是必要且
可行的。

湘阴县信访局 杨品优

编辑同志:
我是一名退休后返回隆回县

北山镇祖籍居住的老人，特来信借
贵报一角，感谢隆回县委政法委的
领导干部认真为民解难，3天时间
办结了一起拖了6个月的信访案。

2011年 ， 我退休后回到了老
家北山镇， 为了老有所为， 发起
成立了一家金银花种植专业合作
社， 社员发展到50多人。 谁料清
明期间， 因为附近两个村村民之
间的地界矛盾， 合作社的基础设
施和种植的1万多株苗木被200余
人损毁一空， 造成直接经济损失
10万余元。 此事发生后， 因为牵
涉到的人很多， 损失又大， 所以
尽管公安部门立了案， 但多次协
调处理都没有结果。

眼看着合作社就要陷入倒闭
境地， 9月22日， 合作社几十名社
员向上级反映了情况。 县委常委、
政法委书记李明海得知情况后 ，
立即率领县公安局局长、 县维稳
办主任以及北山镇党委、 政府的
主要领导前往现场， 疏导群众情
绪， 化解群众顾虑， 明确解决问
题的责任单位。 随后 ,由政法委副
书记康平凡、 郭建国带队， 召集
县公安局、 县林业局、 县森林公
安局、 县山林纠纷办、 县矛盾调
处中心、 北山镇政府负责人深入
基层了解情况， 组织各方进行调
解， 最后仅用了3天时间就圆满结
案， 不仅化解了矛盾 ,而且为合作
社挽回了全部经济损失。

王发飞

●邵阳： 维修基金动用难
电梯坏了修不了

1391096xxxx： 我父母居住
在邵阳市大祥区翰林苑二单元，
但二单元的两部电梯全坏了 。
自10月31日停运至今已有半个
月 ， 80多岁的父亲和70多岁的
母亲每天都得走几次10多层的
楼梯 。 他们不仅年迈 ， 还有其
他疾病 ， 每天要爬楼梯实在苦
了他们 。 买电梯房本是为了方
便老人， 可现在却 “坑爹” 了。
据了解 ， 动用公共维修基金修
电梯 ， 需三分之二以上的业主
把维修基金存折交上去 ， 主管
部门才批准 。 但现实情况是 ，
一些业主买房后就没入住 ， 人
都找不到； 一些业主外出探亲，
一时也回不来 ； 还有些业主 ，
以为是用他们家的钱 ， 根本不
愿意把存折交出来 。 难道我们

就要无限期地等下去吗？ 政府职能部门
能否关注一下这个问题。

●岳阳： 电信强行开通天气
预报业务

1331730xxxx： 岳阳电信私自在客
户没有亲自到场 、 或签订协议 、 或客
户授权的情况下私自增加收费项目 。
10月18日13点左右， 我接到天气预报的
营销电话 ， 他们只告诉我有一个天气
预报项目 ， 我还没有来得及说什么 ，
他们就挂了电话 (后来96121有电话录
音为证 ， 并且他们承认我并没有同意
订阅任何项目 )。 10月18日、 23日 ， 我
电话咨询10000， 问我有没有被订阅天
气预报业务， 10000说没有， 我要10000
不要开通这项业务。 但11月5日， 我被
短信告知已经开通了天气预报业务 ，
并且扣费。 11月6日， 96121工作人员电
话承认私自帮我开通了天气预报业务，
开始不退费 ， 后来我说要投诉 ， 他们
承诺2个工作日退费。 但之后我多次打
电话， 他们至今也没有给我退费。

●湘潭： 停车位内遭交警抄牌
1320321xxxx： 10月底 ， 我到湘潭

市雨湖区解放南路一饭店吃饭 ， 将车
停在路边上的停车位上， 吃晚饭出来，
收到一张雨湖交警给我的违章停车罚
单 ， 很是不解 。 当时天色已晚 ， 我也
没有多想 。 几天后 ， 我路过此地 ， 才
发现离我停车处300米开外的地方， 交
警竖了一块临时牌子 ， 说是道路施工
临时取消停车位 。 我认为这样的做法
很是不妥 ， 停车位是交警画的 ， 如果
取消 ， 应将地上画的停车位格消掉 ，
或是多放几块警示牌 ， 让车主能看得
到 。 这样的处罚 ， 让车主心里很难接
受。

专栏编辑 田燕

精神病患者急需加强监护
一些困难患者家庭期待社会救助

编辑同志：
我是醴陵市均楚镇一个普通

农民。 我妹妹眼睛不舒服， 为省
钱一直忍着没去医院治疗， 今年
暑假实在是拖不下去了， 得知在
乡镇里治疗合作医疗可以报90%，
就在镇上的一所卫生院治疗。

我妹妹从7月4日到7月18日进
行了为期15天的治疗， 共花费了
3600元，这个数字对于农村家庭来
说实属不小的数目。但因为合作医
疗可以报90%，妈妈拿钱去交医药
费时并不着急。 医院告诉我们，可
以报销3150元的，但上了2500元要
到县里去审批。可8月6日等市卫生
局批下来， 却只有2060元，1090元
被告知不可以报。医院说什么上了
几千就不能报90%了，批不了。 我
们听到的宣传一直说，到乡镇医院
就诊农村合作医疗可报销90%，为
何费用高了就要打折扣？

读者 唐亮
调查附记：

记者将此投诉转交醴陵市
“新农合” 办公室调查处理。 11月

1日， 该办一名负责人回电说， 患
者唐欢 （系投诉人唐亮的妹妹 ）
于7月4日因患脉络膜视网膜炎在
均楚中心卫生院住院， 为期15天
住院医疗总费用为3583.98元， 并
于 8月 6日领取新农合补偿金额
2064.8元 。 因患者了解乡镇农村
合作医疗可报销90%， 与实际领
到的补偿款有差距， 故进行投诉。

该办在得知情况后 ， 领导高
度重视， 很快派分管业务工作的
副主任和监审股股长到病人家中
和卫生院找当事人了解情况。 经
调查得知， 3583.98元的医疗总费
用中， 有1090元属于保外用药费
用， 而医师没有跟病人交代清楚，
也没有要病人签字同意， 加上病
人对新农合政策了解不是很透彻，
才导致此次事件的发生。 根据实
际情况， 该办当即责成卫生院当
场补助病人1000元 ， 该费用由卫
生院承担， 并对当事人及家属进
行了新农合政策的宣传， 病人及
家属对处理结果表示满意。

本报记者 欧金玉

医生擅开自费药
患者药费报不了

醴陵有关部门责令均楚医院“买单”

编辑同志：
我是湘乡市月山镇江田村人，

2006年就装上了宽带。以前宽带使
用状况还算好，但从去年开始就老
是掉线，工作人员修一下，每次还
能用上个把月。到现在就不止是掉
线了，而是根本就上不了。 搞线路
维修的倒是维修了， 但就是搞不
好。 最后电信部门给的答复是：线
路老化，信号损耗大，中间需要加
设备，说如果不用就算了，可以退
钱给我。 这样的答复怎么能让我
满意。 我到湘乡市电信公司投诉，
他们也不理。电信部门怎么能这样
对待农村用户？

湘乡 廖晓阳
调查附记：

10月25日 ， 记者电话采访了
湘乡市电信公司的工作人员， 工
作人员说， 由于月山镇附近的宽
带光缆被盗， 后来更换线路时就
由原来的直径0.5厘米的光缆线换

成了0.4厘米的光缆线， 加上江田
村距镇上比较远 ， 线路比较长 ，
上网就出现不稳定的情况。 现在
已动员当地用户更换成无线上网
方式， 费用仍按原来的计费。 记
者询问无线网卡上网的质量， 工
作人员说， 由于是农村地区， 确
实还存在不稳定的现象， 但他们
尽量调试好。 目前他们做该用户
的工作， 尽量采用无线上网的模
式， 如果实在不愿意， 要求退费
也可以。

随着农民的收入提高 ， 农民
朋友也想享受宽带服务， 但目前
农村这项服务还差强人意， 费用
比城镇居民要缴得高， 服务却没
有享受更好， 虽说是受了设备等
方面的限制， 但农村市场是个潜
力巨大的市场， 电信服务部门必
须解决这些具体问题， 为农民提
供更好的宽带服务。

本报记者 田燕

农村宽带上网
质量太差

化解矛盾赢得百姓赞许
■三湘新风

■呼吁与建议

山区小学急盼补充老师

外出农民希望乡村政务上网公开

11月18日， 绥宁县长铺镇文家寨路， 很多商贩将摊位随意摆在马路上经营， 使马路变成了菜市场， 严重影
响了过往车辆、 行人的通行。 滕治中 摄

11月19日， 张家界市丽人医院的医生来到永定区温塘镇， 与镇卫
生院联合开展健康下乡义诊活动， 对全镇300余名老人、 育龄妇女和儿
童进行血糖、 血压、 B超、 心电图等相关方面的检查。 该市积极响应
“三湘农民健康行” 的号召， 使农村居民享受到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
的成果。 邵颖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