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日报8月31日讯（刘兆梅 段云行）
“没想到在云南住院， 医保也能直接报销，
不用再跑回娄底了。”8月30日，退休后居住
在云南昆明的涟钢退休职工杨女士介绍，
不久前， 她因患病在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
属医院住院，共用去医疗费用9372元，结算
时医保报销6609元。

据了解，近年来，娄底市人社局、市医
疗生育保险管理处将异地就医直接结算作
为“一把手工程”来抓，将接入国家结算平
台、 登记备案等任务分解到相关医疗机构
及医保经办机构， 要求医疗机构尽快按国
家技术标准对医保接口进行改造， 医保经

办机构千方百计摸准经常异地就医的参
保群众并备案。 目前已备案近1000人，并
在8月20日前打通了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
算“最后一公里”。

目前，娄底市已有11所医疗机构成功
接入国家异地就医结算平台，外地病人登
记备案后也可在娄底市11所医疗机构直
接结算。 该市还将进一步加大督导力度，
将更多医疗机构接入国家异地就医结算
平台， 方便外地病人在该市就医结算。同
时，将更多本地参保对象登记备案到国家
异地就医结算平台，方便娄底病人在外地
就医结算。

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
娄底医保为患者解除奔波之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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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8月31日讯 （记者 杨元崇 通
讯员 张建兵）今日，在泸溪县2017年秋季贫
困大学新生一次性资助金发放仪式上， 当地
300名贫困大学新生共获得资助金137.8万
元。 这是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开展教育扶
贫的一个场景。

自治州每年有1.6万人参加高考。为确保大
学新生不因家庭贫困失学，自治州于2003年启
动教育扶贫工程，重点资助6类贫困大学新生，

即建档立卡贫困户子女、 城乡低保户子女、学
生本人残疾及残疾家庭子女、孤儿、家庭遭遇
重大自然灾害或家庭成员遭遇重大疾病、父母
一方丧偶的农村单亲贫困家庭子女。

资助标准为本科（含预科）每人一次性资
助5000元，专科（含高职）每人一次性资助
3000元。 部分县市在自治州所定标准基础
上，又有所提高。如凤凰县将本科资助标准提
高到每人6000元，龙山县将专科资助标准提

高到每人4000元。
自治州通过争取省财政扶贫资金、拨付州

救助基金到县市、社会爱心人士捐助、县市财
政兜底等多项举措，筹集贫困大学新生资助资
金。至8月31日，自治州今年共资助贫困大学新
生3300多名，发放资助金1390多万元，没有一
人因贫困而错失上大学。从2003年至2017年的
15年中， 自治州累计资助贫困家庭大学新生
43200人，共发放资助金1.65亿元。

湖南日报8月31日讯 (龚柏威 王小平)8
月29日清晨，益阳市资阳区张家塞乡富民村
村民吴浪看着女儿欣欣坐上校车去学校，“心
里一块石头落了地”。原来，按照资阳区教育
局实行的新政策，吴浪作为建档立卡贫困户，
学校对其女儿的“中餐费、教辅资料费、校车
费”全部予以免除。据了解，新学期开学，资阳
区义务教育阶段建档立卡贫困学生约1100
名，均享受“三免”政策。

吴浪介绍，其女儿读小学3年级，这个学
期本来要交中餐费480元、 教辅材料费70

元、校车费800元，共计1350元左右。吴浪的
丈夫已去世，她自己患病无劳动能力，虽说
每月有低保和其他补助，但家里生活十分困
难，女儿上学的费用成了她的心病。“昨天教
育局帮扶干部来我家说‘三免’，我还以为只
是说说而已。现在好了，真的不要交了。”吴
浪说。

资阳区教育局局长钟凤林说，除了为贫
困生减免“三费”，教育部门还将加大对贫困
村学校投入和师资优化力度，确保贫困生享
受同等优质教育。

资阳区为贫困生“三免”

8月29日，长沙市示范性综合实践基地，中小学生在了解警用救援专用设备。当天，2017长
沙市“小手牵大手·安全校园行”安全系列宣教活动启动。 湖南日报记者 徐行 摄

安全校园行

湖南日报8月31日讯 （记者 杨元崇）女
子“举重奇才”向艳梅的母校———古丈县玉玲
举重运动学校，近日获得“国家重点高水平体
育后备人才基地”这一金字招牌。

据悉， 国家重点高水平体育后备人才基
地（2017-2020）共119个，分综合类和单项
类。其中单项类20个，湖南仅占1个，即古丈
县玉玲举重运动学校。

母校逢喜事，学子也夺金。8月30日，在全运
会举重女子69公斤级比赛中， 向艳梅以总成绩
258公斤的好成绩夺冠。至此，向艳梅实现了从
全运会到亚运会、世锦赛、奥运会均摘金牌的佳
绩。“古丈县也因此实现在全运会上摘金牌‘零
的突破’。”该县教体局副局长鲁开胜介绍。

母校逢喜事
学生夺冠军

古丈玉玲举重运动学校
“双喜临门”

湖南日报8月31日讯（金慧 何晓雅）今天
上午，2017年长沙市特困家庭子女高等教育
助学工作评审会召开， 会上宣布该市首批
2918名低保家庭子女和其他特困家庭子女申
报助学金成功，共获得助学金943.8万元。

长沙市特困家庭子女高等教育助学项目
已连续实施14年， 主要资助家庭特别困难的
大学新生。7月中旬， 长沙慈善会启动今年助
学工作，并在原来对低保家庭大学新生100%
资助的基础上，把因洪灾陷入困境的家庭、建
档立卡贫困家庭的大学新生也纳入资助范
围。 资助标准为低保家庭子女每人5000元、
其他特困家庭子女每人3000元。

长沙2918名特困
大学新生获资助

湖南日报8月31日讯 （记者 龙文泱
通讯员 黄诗）传统京剧演出，演员表演完
就散场。今天，在省京剧保护传承中心举行
的“当京剧遇上戏画”活动中，戏迷不仅观
赏到精彩演出，还现场跟演员学习勾画脸
谱、挂髯口、唱京剧。

台上锣鼓声声，演员一个个粉墨登场，
《白水滩》《空城计》《探谷》《八大锤》等京剧
折子戏相继上演。台下，画家手持画笔，画
出一幅幅惟妙惟肖的水墨漫画；摄影爱好

者不停按动快门，捕捉精彩画面。观众则在
演出后，跟剧中演员学习勾画《空城计》中
诸葛亮的脸谱、模仿《探谷》中采药老人的
身段和唱腔。

本次活动是“走近京剧系列活动”的重
要部分，由省京剧保护传承中心、湖南水墨
漫画研究会、 湖南摄协新闻纪实委员会联
合主办。 该活动旨在突破京剧传统演出模
式，打造“讲解+表演+互动”的三位一体新
常态，让更多群众喜爱和懂得京剧。

湖南日报8月31日讯 （记者 龙文泱
通讯员 周卉） 今天，2017年第四届中国·
长沙国际新锐话剧季在湖南大剧院开幕，
国内外的13家知名剧社将为长沙观众带
来17部优秀话剧。

开幕式现场， 精彩的剧本朗读把观众
带入话剧的奇幻世界。 改编自老舍同名长
篇小说的《二马》，是首届老舍戏剧节的重
头戏，兼具“京味儿”和“英伦范”；本土大型
原创话剧《十八洞》有笑有泪，有温度，有筋
骨……

新锐话剧季持续到明年1月，精彩剧
目将依次上演：《驴得水》 的电影版和话

剧版都备受好评；话剧版《鬼吹灯》-《摸
金诀》用精妙的舞台美术设计，营造出魔
幻的“六维空间”；台湾著名演员金士杰、
卜学亮主演的情感哲理大戏《最后十四
堂星期二的课》，是上海最难抢到票的热
门剧目之一；《雄心壮志》，是湖南大剧院
与靠谱儿戏剧工坊联合出品的本土原创
话剧。

此外， 本季话剧的剧目主创和主演还
将走进湖南大学、中南大学、湖南艺术职业
学院等高校，开展8场“艺术进校园”交流活
动；通过网络，面向观众征集“那些曾经打
动过你的台词、剧照”，并举办展览。

不让一个大学新生因贫失学
自治州教育扶贫工程15年资助4.3万多人

8月31日，“2017走近京剧系列———当京剧遇上戏画”活动现场。
湖南日报记者 徐行 通讯员 黄诗 摄影报道

画脸谱当“角儿” 京剧走近观众

长沙国际新锐话剧季开幕

湖南日报8月31日讯（记者 余蓉）近日，
第11届IESO国际地球科学奥林匹克竞赛在
法国尼斯落下帷幕， 湖南师大附中高三学生
冯睿杰以优异成绩获得金牌， 实现了我省地
理学科奥赛新的突破。 此次系中国第二次组
织代表队参加此项比赛， 共派出了4名队员，
获得三金一银的优异成绩， 也是中国首次在
该项赛事中问鼎。

IESO是一项面向中学生的国际学科奥
林匹克竞赛，是12个国际学科奥林匹克竞赛
之一，每年举办一次，今年共有29个国家，派
出109名学生参加。IESO主要考察和测验中
学生对于地质学、地球物理学、气象学、海洋
学、天文学及环境科学等领域的知识和能力，
试题分为理论笔试与实践操作部分。 学生要
参加个人常规赛和国际团队合作项目两部分
的测试。冯睿杰介绍，今年的实践操作部分包

括用化学试剂检测空气污染粒子成分、实地
考察地质构造和检测岩石成分等。

湖南师大附中竞赛教练朱丰年介绍，目
前我省并没有开设相关课程，冯睿杰完全是
在老师的指导下自学地质学、地球物理学等
相关领域的知识。冯睿杰对地理、地质有着
非常浓厚的兴趣，自主学习能力强，曾在老
师指导下两节课就掌握一本书的知识，也曾
带着地质锤、放大镜、罗盘等工具爬遍岳麓
山的角落，只为研究考察岩石产状、地质构
造等。

班主任黄赞介绍， 冯睿杰全面发展，各
科成绩都很突出， 总成绩在全年级前列，奥
赛准备都是利用课余时间学习。 他爱好英
语， 曾获得全国中学生英语能力大赛一等
奖，积极参加社团活动，喜欢阅读，喜欢运动，
是一个综合素质很全面的学生。

第11届IESO国际地球科学奥林匹克竞赛落幕

师大附中学子喜获金牌

湖南日报8月31日讯 （记者 王晗）长
沙又添一所优质中学。今天，雅礼洋湖实验
中学揭牌仪式在长沙举行， 这标志着湖南
湘江新区核心片区洋湖生态新城首所完全
中学扬帆起航。据悉，该校将于9月4日开
学，办班102个（首期办班78个），可提供学
位5100个。

雅礼洋湖实验中学由长沙先导投资控
股集团投资3.74亿元建设， 是长沙市教育
局直属的公办完全中学， 总建筑面积约

9.25万平方米， 是雅礼教育集团旗下最大
校区。

“雅礼洋湖实验中学对改善洋湖新城
基础教育与人文社会环境，优化湖南湘江
新区教育资源布局， 有着十分重要的意
义。” 长沙先导投资控股集团董事长刘继
雄表示，洋湖生态新城将围绕建设高端品
质新城的目标， 不断加快学校、 医院、道
路、停车场、市民广场、城市景观等公共配
套设施建设。

雅礼洋湖实验中学揭牌
办班102个，提供学位5100个

湖南日报8月31日讯（记者 雷鸿涛 通讯
员 向玉龙）今日，怀化市洪江区教育局向记
者透露，从今秋新学期开始，该区全面实施高
中阶段免费教育。在该区就读的高中学生，不
管户口是洪江区的， 还是其他地方进城务工
人员子弟，都可享受免费入学政策。无论普通
高中还是职业高中，全部免收学费、课本费。

家住洪江区创业路的谌系刚一大早带着
女儿来报名。“这对于贫困家庭来说， 确实是
件大好事。”他说。

“今年高中学费在800元左右， 课本费
300元。学校高中部共800余名学生，一学期
就免除了近90万元。” 洪江区一中副校长张
维平说。

据了解， 洪江区将高中阶段免费教育列
为今年“十件民生实事”之一，由本级财政安
排预算133万元用作专项经费。洪江区高度重
视教育事业发展，2010年已在全省率先实现
农村幼儿园幼儿免费入园。

洪江区全面实施
高中阶段免费教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