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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凰县推进教育、医疗扶贫纪实

陈昊 麻正规 吴玉辉

凤凰古城，风景秀美，游人如织，闻名遐
迩。

但古城之外，尚有数万苗族同胞期待着
脱贫致富。

如何让贫困群众生活得更好 ？ 凤凰县
委、县政府扣住了教育和医疗扶贫这关键一
环。

教育扶贫，阻断贫困代际传递。
医疗扶贫，隔绝因病致贫返贫。
犹如一股暖阳，洒进每一个凤凰苗乡贫

困群众的生活和心里，爱意满满。

不能让贫困家庭的
孩子输在起跑线上

再不能让贫困群众
因病致贫因病返贫

凤凰苗乡，峰峦叠嶂，山高路远。
长期以来， 生活在深山苗区的苗族同胞有了病痛，依

靠的是赤脚医生，依靠的是世代相传的苗医苗药，无论是
医疗条件还是医疗效果都得不到保证。生了大病去城里的
医院，大宗的医疗费用，更是会让一个家庭瞬间陷入困境。

“不能让贫困群众再陷入到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恶性
循环，不然，好不容易扶起来脱贫了，生个病又回去了。”颜
长文说。

力阻“病根”变“穷根”，凤凰县的措施强而有力。
政府资助参加医保，贫困人口实现“应保尽保”。 2017

年，全县参保人数为 346337人，参保率为 99.3%，其中建档
立卡贫困人口参保人数为 91308人，参保率为 100%。 特别
是孤儿、农村五保人员、重点优抚对象、两女户、独生子女
户，“五类人员”全额资助参保所需费用。

今年，全县参保人数为 346337 人，参保率为 99.3%，
其中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参保人数为 91308 人， 参保率为
100%。医疗费用报销：全县住院患者在县域内和县域外定
点医疗机构住院报销比例分别为 71.73%和 53.13%。

今年 1月 1日起，凤凰县全面取消了建档立卡贫困对
象在县内定点医疗机构住院报销“起付线”，并分别将建档
立卡贫困对象在县内和县外定点医疗机构住院总费用报
销比例提高至 90%以上和 80%以上。

“生病住院连‘门槛费’都免了，放心多了。 ”该县阿拉
营镇舒家塘村建档立卡贫困户杨志激动地说，自己常年患
病住院，费用的报销医院全部帮忙办理，住院基本不花钱。

同时，全县各大医院实行“一站式”报销模式，即时结
算服务。 建档立卡贫困对象出院时，在所在医院只需支付
自负部分医疗费用，无需为报销医疗费用东奔西走，极大
方便了群众。

今年 6月 1日，凤凰县在全省率先实行了参保患者在
县域内医疗机构“先诊疗、后付费”服务模式，畅通了危重
病人“生命健康绿色通道”，确保患者及时得到有效治疗。

截至 10 月 31 日， 凤凰县贫困人口医疗报销 18224
人次， 住院总费用为 8060.65万元， 报销金额为 6951.77
万元，总费用报销比例达 86.24%，其中医疗帮扶报销金额
为 1289.77万元。

今年，投资 4.5亿元的新区综合医院，投资 2 亿元的 5
个乡镇中心卫生院相继开工建设。 自 2011年以来， 全县
已完成 10 所乡镇卫生院体制改造工程， 2008 年至 2016
年 11 月底共完成村卫生室建设 243 所（合并后为 211
所），使得凤凰县城乡的医疗条件得到极大改善，群众不出
县就能获得较高水准的医疗服务， 大大减轻了他们的负
担。

凤凰县从今年起开始实施“百名乡镇全科医生”培养
计划，用 3 年时间培养乡镇全科医生 118 名，与本县医卫
专业的大学新生签订人才培养协议，为他们提供学习期间
学杂费、生活费等学习费用，毕业后到定向的乡镇医院工
作，城乡医卫人才队伍不断得到充实和加强。

凤凰县的教育与医疗扶贫无疑为贫困群众撑起了一
把生产生活的“保护伞”，让他们更稳、更快地走在精准脱
贫的道路上。

爱满山乡

“免单教育”，实现了凤凰县贫困学生资助全覆盖，贫困
孩子“有学上”不再是奢求。 但能不能“上好学”，让每一个孩
子都能享受到高质量的教育，更是一件大事。

“不能让贫困家庭的孩子输在起跑线上。 这是习近平总
书记的嘱托，我们不能辜负。 ”颜长文说。

三年来，凤凰县投资 23.5 亿元，大力推进农村学校标准
化建设，城乡教育面貌为之一新。

“完成了 1 所职业中专、4 所中学、36 所中心完小及 40
所村小合格校建设，新增城区学位 7800 个，有效缓解城镇
‘大班额’现象及进城务工子女入学难问题。一些学校建设正
在加快推进，预计到 2020 年将全面建成投入使用，城区学
位将达 3.2 万个，基本实现 85%以上的学生进入城镇优质学
校就读。 ”杨杰东说。

不仅如此，凤凰县中心完小以上的学校实现了食堂集中
供餐，并全面消除 D级危房、大通铺现象。 同时，强化农村学
校住房保障。2013年以来，累计建成学校公租房 3390套，其
中教师 2320 套，学生 1070 套，实现了农村教师“一户一套
住房”，农村学生“住宿无危房”的目标。

“以前我们住的房子低矮潮湿，雨季时，家里的家电还有
衣柜全部都发霉了。现在，住在新房子里安心多了，感觉跟城
里的生活一样。 ”在农村从教 16年，千工坪镇九年制学校教
师龙建中说起教师公租房，满怀激动。

凤凰县是少数民族贫困县。长期以来，因村小、教学点和
个别乡镇学校地处偏远、教学条件艰苦等原因，农村学校教
师紧缺问题十分严重。

“村小本地教师退休了，就没人愿意去，都是下命令才去
的，条件太艰苦了。 ”说起当年派教师下村小，原三拱桥学区
校长田唐曾为这事十分头痛。

为了彻底解决这些问题，自 2009 年以来，该县分三个
阶段实施农村教师津补贴制度。 2013年，根据学校的艰苦程
度、教师在贫困地区工作年限和工作实绩作为生活补贴划分
的重要依据，该县预算安排了教师津贴 1260 万元，在原有
基础上，每人每月分别增加 400 和 600 元，村小教师最少可
拿到 800元 /月 /人，最高可拿到 1400 元 / 月 / 人，部分教
龄长的村小教师年收入近 6万元。

“实施了津补贴之后，大家都争着去村小，越偏远的村小
竞争就越激烈。 ”田唐说，2013 年秋季开学前，该学区共有
20多名教师参与了竞聘，最后 6 名教师下到了村小，下村小
的教师都是学校骨干教师，年富力强。

当时 36岁的龙卫星， 原是三拱桥乡中心小学的政教主
任，但却放弃“领导”职务，也竞聘去了该乡最偏远的村小之
一茶山村小。

“每个月多了 1000 多元津贴，相当于多了一份工资，减
轻了家庭的经济压力。 ”尽管条件艰苦，但龙卫星觉得值得，
津补贴的实行，让他觉得在经济上也有了奔头。

老师待遇提高后安心教书， 孩子们的教育质量更有保
证。

这是党的十九大代表、 凤凰县委书记颜长文
在北京接受媒体采访时说的话， 言语中透露着骄
傲和自豪。

今年秋季， 该县近 5万农村学生及建档立卡
贫困户子女、城乡低保户子女、孤儿、残疾儿童享
受到了“免单教育”。

“我们的学生资助范围扩大到县外就读学生。
对贫困家庭学生实行学前至高中阶段 15 年免费
教育，按每人每年 1500 元标准免除学前保教费；
高中每人每年 1600 元标准免除高中学杂费。 按
学前、小学、初高中、中职学段分别给予 1000 元、
1500 元、2000 元、2500 元（2017 年秋季学期提
标为 3000 元）生活补贴。 对这类学生考取本科、
专科后， 每人还可分别获一次性资助 6000 元、
4000元。这就是‘免单教育’。”县教体局党组副书
记、副局长杨杰东介绍说。

除此之外，从 2017 年秋季起，凤凰县在全面
贯彻执行国家资助全覆盖政策的基础上， 县财政
每年再拿出 1700 万元， 免除全县所有农村户籍
学生及城镇低保户子女，残疾儿童、孤儿等在读学
生的教辅资料费、 作业本费及在读高中学生的学
费 800元、课本费 320 元、住宿费 120 元、体检费
18元。

据统计，仅 2016 至 2017 年春季学期，凤凰
县就累计发放各类资助款 7140.338 万元，惠及学
生 77491人次。 今年秋季学期全县共发放资助款
3789.245万元，惠及学生 50559人。

颜长文认为， 教育脱贫的最大意义在于阻断
了贫困代际传递， 是从根本上解决脱贫的重要渠
道，也是老百姓最希望的、收益长远的扶贫工程。

“教育跟不上，脱贫效果会打折扣。 一个家庭
能让孩子受到良好教育，脱贫问题就好解决了，而
且能彻底解决。比如一个孩子如果能读到职高，谋
到一份好工作， 那么这个家庭就能彻底摘掉贫困
的帽子。 ”颜长文说。

9月 1日，又是一年开学季。
常年在浙江打工的千工坪镇苗家汉子龙云松

带着自己 8 岁的孩子回到凤凰报名读书， 他说：
“小孩跟着自己在浙江读书，每年光学费就要上万
元的开销。 现在好了，家乡读书免费，还有那么多
补贴，我们把他送回来读，减轻了好大负担。 ”

孩子的教育，对中国的家庭来说，始终是开销
的大头，城市如此，农村亦如此。 但在凤凰的贫困
群众中，这笔不小的家庭花费从此消失了，这不能
不说是一个巨大的成就。

在县一中、二中、高级中学和思源实验学校，凤
凰县还创造性地提出打造真正的“无费学校”，这几
所学校是该县教育脱贫试点，主要招收全县精准扶
贫户和进城务工人员子女。

“在我们学校读书的学生，免费提供中晚餐、
床上用品、校服，还给每个农村学生每年 200 元
的交通补贴。 ”思源实验学校校长彭南平介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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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县的贫困孩子读书不花一分钱！ ”

凤凰县箭道坪小学新校区一角

①

①�乡镇卫生院为 7 岁以下儿童
免费健康体检。
② 在山江镇集市， 当地医院为
苗族群众免费开展健康义诊。
③ 凤凰县腊尔山希望小学网络共享
课堂。
④ 凤凰县箭道坪小学“1+N”网络共
享课堂。

②

③

④

凤凰县农村教师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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