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编辑同志：
新化县紫鹊界连接线是连接新化至

溆浦高速公路的一条重要旅游交通专线，
道路终止于紫鹊界秦人梯田风景区，路线
全长36.067公里。2014年3月， 这条路面宽
度为8米， 拟铺设沥青面层的连接线在一
边修补、一边通车的情况下，顺利通车。如
今这条路，不但没有加铺沥青面层，有的
地方甚至连加宽都没有到位，如云溪村加
油站附近路段、文田村新屋场村等就是原
来老路。加宽的地方，也是补丁加补丁，政
府大力修建的连接线才3年， 转眼千疮百
孔。

现在到紫鹊界来旅游的人越来越多，
很多其他省道都在加铺沥青面层，而这么
一条通往著名景区的连接线，却仍然是补
丁一身，路面千疮百孔，工程远远没有达

到当初的规划和设计要求， 太影响形象
了。 一读者

记者追踪：
记者将这一情况反馈给了新化县公

路局，该局回复，新化县炉观至紫鹊界公
路是娄怀高速公路的连接线，为新化县的
一条主要旅游路线， 由省高管局负责规
划、设计、组织实施建设，新化县高速公路
指挥部负责协调。2014年改造完工，当时
由于资金紧张，建设标准较低，路面为水
泥路砧。为此，新化县高速公路指挥部和
新化县公路局多次向省高管局汇报争取
该路提质改造。2017年12月14日，新化县
政府召开专题会议，研究了紫鹊界连接线
提质改造等相关事情，2018年争取对该
路段进行提质改造。 湖南日报记者 田燕

编辑同志：
我是溆浦县人，农村合作医疗实行这么

久了，为什么不为村民建卡，方便群众使用？
我外出打工，回家报医疗费很麻烦。同时我
也发现一个很严重的问题，有医生乱在别人
的人头上写门诊费。我们外出打工的，一年
都没回家，何来门诊费。如果建卡的话，医保
费可自己交， 可以减少缴了费漏报的情况，
也可以杜绝医生乱报门诊费。 一村民

记者追踪：
溆浦县城乡居民医保管理中心对此

回复：“医保卡”曾经在低庄试行过，但由
于城乡居民服务的对象80%以上在广大农
村，网络信息、村级卫生室等达不到要求，
当时效果不太理想， 群众使用不太方便。
随着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目前正在向这
方面努力，尽快实现建卡。一是积极向上
汇报，开发信息系统给予软件支持，同时
要求乡村两级医疗机构具备硬件支撑。二
是协同银行发放医保卡， 涵盖储蓄功能，
或者直接使用社保卡，将“医保卡”功能涵
盖于社保卡之中，以便为广大城乡居民提

供快捷有效服务。
根据省、市相关政策规定，新农合政策

实施几年来， 溆浦县一直实行门诊统筹，
2017年全县门诊统筹基金按50元/人/年的
标准从医保基金中提取，不再单独从参保
居民收取。普通门诊补偿不设起付线，补偿
比例为60%， 个人每年封顶补偿300元，不
能跨辖区使用。 门诊基金管理实行总额控
制，分期支付，超支不补的原则。报销原则
上在乡镇卫生院和村级卫生室开展， 目前
全县有43家乡镇卫生院和673家村卫生室。
村级卫生室的门诊费用由各乡镇 (中心)卫
生院管理， 一旦村卫生室门诊统筹出现违
纪违规行为的， 辖区卫生院要承担同等的
连带责任。乡镇(中心)卫生院每月将门诊补
偿情况在医院和村卫生室进行公示， 县城
乡居民医保中心按指标分配按月审核拨
付。同时进行定期和不定期入村核查，对弄
虚作假、 违规医疗费用视情节轻重给予相
应的处罚。今后，将于进一步加强对乡、村
两级医疗机构的管理，确保基金安全，维护
好参合居民的合法权益。

湖南日报记者 田燕

新农合何时能为村民建卡

编辑同志：
我是武冈市马坪乡村民，2016年末

我父母亲参加2017年农村合作医疗保
险，费用由村干部收取，并开具了收据，票
据号为：03932083。然而2017年，父亲身
体不适，做了个手术，走医疗报销流程时，
令人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在农合医疗
信息管理系统中， 查到我爸没有缴费。询
问村支部书记， 给出的答复是不清楚。对
我们也是电话屏蔽，不予理睬。请相关部
门给出一个解释，我的医疗保险费进了谁
的口袋？ 苏文龙

记者追踪：
记者将这一情况反馈给了武冈市马

坪乡政府，该乡党委、政府迅速组织调查
组进行调查， 并将处理结果答复如下：参
加2017年农村合作医疗的农户为马坪乡
原东冲村(现合并为滨江村)1组村民苏本
湘，2016年年末， 苏本湘缴纳3个人的农

村合作医疗款450元，由一组组长苏书宗
经手 ， 开具正式发票 ， 票 据 号 为 ：
03932083。但李春兰、苏佳佳交款信息录
入农合系统， 而苏本湘缴费信息未录入。
原东冲村村书记苏是国将一组所有缴纳
农村合作医疗农户款交马坪乡农合办，共
计112人，16800元。 经查农合办花名册，
所有钱均改款至市农合办，无贪污挪用情
况。后经调查组与市农合办联系，应系在
录入花名册时， 未录入苏本湘缴费情况
(李春兰、苏佳佳交款时已录入)。经与市农
合办协调， 市农合办同意补录苏本湘
2017年农村合作医疗信息，已于12月8日
补录入农合系统。

近年来，有关农合保险费漏交漏登的
投诉接连不断，原因各种各样，有的是村
干部忘了代交， 有的是农合部门漏登。农
合保险事关农村群众大事，很有必要建立
更为科学严谨的费用交纳体系和办法，让
这样的事不再发生。 湖南日报记者 田燕

我父亲的农合医保费到哪里去了

编辑同志：
本学期桃江六中一改过去每逢节日

发现金、物资和购物卡的传统做法，在开
学之初要求每位教职工在云桃优品的购
物网站注册一个账号，再把教师节、中秋
节每人600元的节日补助充入相应账号，
强制教职工在该网站购物消费，教职工意
见纷纷。元旦不久将至，不知是否还用这
种补助形式。这种做法对吗？望有关部门
过问。 一教师

记者追踪：
针对老师的反映，桃江县第六中学回

复称，根据《全国总工会关于〈关于加强基
层工会经费收支管理的通知〉 的补充通
知》(工财发〔2014〕69号)和《关于进一步规
范补贴、 补助和奖金发放管理的办法》(桃
人社字〔2016〕19号)精神，每年的法定“七

节” 由学校工会发放不超过300元的物资
福利，不允许发放现金。今年中秋节、国庆
节， 工会给每位工会会员发放相当于600
元的物资福利。 学校在8月20日开学工作
会上就本学期教职工法定“七节 ”物资发
放问题做了布置安排。学校工会在广泛征
求教职工意见建议的情况下交职代会表
决通过， 学校于9月4日召开了职代会，经
讨论决定：今年中秋节、国庆节，工会给每
位工会会员发放相当于600元的物资福
利，并通过本县网上购物平台“云桃优品”
公司进行代购。学校重大事务均由职代会
讨论表决，非个人决定，不存在官僚作风。

12月22日， 记者致电桃江县人社局
工资福利股，工作人员解释，机关事业单
位法定节日发放的福利确实只能以物资
形式发放，不能发放现金。

湖南日报记者 田燕

节日福利被强行要求网购行吗

紫鹊界连接线通车
3年就千疮百孔

编辑同志：
慈利县江垭镇新起点托管中心用一辆

白色面包车接送学生，车况差，经常超载。
有时送学生回家时还坏在路上， 车况安全
令人担忧。更严重的是超载，每次接送学生
时车里要挤20多个4至7岁小朋友， 安全隐
患非常大。希望有关部门管管。 一家长

记者追踪：
记者将这一情况反馈给了慈利县校

车办，校车办回复称，经过调查，群众所反

映的车辆车牌号为湘GC2039， 属于村村
通营运班线车辆， 线路牌为江垭至莲坪，
核载9人。 确实在接送学生时存在超载现
象。江垭镇新起点托管中心现有学生120
余名，其中4至7岁学生30多名。周末回家
时，有部分学生乘坐公共交通。江垭镇校
车办获悉该举报后，立即要求当事人进行
整改。 江垭交警中队已于11月19日责令
校方和运输公司进行整改。11月19日起，
增加一辆村村通接送学生。

湖南日报记者 田燕

呼吁建议

舆情12

·希望教师资格证考试能一年两次
教师资格证考试成绩保留两年，对

于其他一年举办两次教师资格证考试
省份的学生来说，他们即使第一次有一
科没有合格，他们还有三次机会去考剩
下的两科，通过的机会大大提高。但我
省教师资格证考试每年只一次，成绩保
留两年，如有一门不合格，就只一次机
会补考了。 考不好就要全部从头来过，
对于广大就业者来说可选择的机会就
少了很多。目前全国很多地方一年都有
两次教师资格证考试，希望我省也能这
样，给我们更多的机会。

一读者

·农村小学校车冬季接学生太早
沅江市三眼塘镇中心小学校车接

送学生太早了，冬天凌晨6点左右就到
了家门口，这样也太早了，冬天天都还
没有亮， 六七岁的小孩也需要足够的
睡眠。而且校车到了学校，老师都还没
来。校车不能只管完成任务，不管小孩
冷不冷。一定要这么早吗？

一家长

·石滩村何时覆盖移动通讯信号
我是衡阳县井头镇石滩村人，村

里有上千人口，由于是山区，村里80%
的地方没有移动通讯的信号， 在这个
网络高速发展的时代， 严重影响了大
家的生活， 在外的游子无法及时与家
里人联系， 回到家里也无法与外界及
时联系。 全村人民都强烈希望有关部
门能够帮大家解决网络通讯问题。

一村民

微言微语

编辑同志：
郴州市自来水公司被郴电国际收购后， 郴州

城区停水形成了常态， 我们梨树山村下朱家湾组
安置地白天基本没水用，只有凌晨1点到早上6点才
有水，对居民生活造成了极大的影响。我们找自来
水公司反映多次，基本都是踢皮球，主管网没水，还
找各种借口，我们对此强烈表示不满。 朱先生

记者追踪：
郴州自来水公司接到投诉后回复称，经过现

场技术查勘，朱家湾安置小区建在郴州市国庆南
路延伸段梨树山村委会旁，依山而建，房屋位置

地势较高。该小区属自来水公司海泉水厂供水区
域，由于海泉水厂的供水标高为210米，只能达
到安置小区加压泵房以上2米处， 小区房屋位置
地势较高，已经超出市政管网供水标高，建议该
安置小区按照房屋容积率建设调蓄水箱。

12月22日，记者将这一情况告诉了投诉者朱先
生， 对于自来水公司这样的回复他表示很失望，也
不理解。 他说在郴电国际收购自来水公司之前，他
们那一片小区就已经建了加压站，之前也是一直有
水的，就从去年开始，主管网是空的，加压房也用不
上。为什么换了一个公司，地理高度并没有变化，怎
么就从有水变成了没有水呢？ 湖南日报记者 田燕

编辑同志：
我是醴陵市的一名学生家长，孩子不幸患上了

血友病，此病无需住院治疗，但需要终身注射凝血
因子，血友病患者只需将凝血因子买回家平常自己
注射治疗就可以。但购买凝血因子费用昂贵，是一
笔难以承担的开支。血友病属于罕见病，但我市血
友病患者据我已知的也有十多个人。虽然参加了医
保，但醴陵市的血友病患者用药却一直处于尴尬境
地：醴陵市没有一家医院提供这种药，血友病患者
买凝血因子要到株洲市的医院或是长沙的医院才
能买，并且一次不能买太多。路途遥远奔波且不说，
更痛苦的是因在长沙或株洲的医院买药，没有当地
医保，又无需住院，所以拿了药无法报销。

据了解，其他省及地区的医院都有凝血因子供
应，并且报销比例也很高。呼吁有关部门能够关爱
一下我们这些特殊群体，让醴陵的血友病患者像其
他地区的血友病人一样能方便用药。 艾新

记者追踪：
近日，记者致电醴陵市人社部门，对方回复说，

对于血友病等特殊病种治疗、用药，医保都有相关的
规定，必须符合条件才可以报销费用。醴陵市中医院
医务部一名负责人解释说， 过去该院很少接诊过血
友病患者，药也没有储备。醴陵市卫计局介绍，目前，
甲型血友病这一特殊群体在醴陵市买药难的问题已
引起了领导高度重视， 卫计局已委托市中医院为血
友病专门诊治机构，建立此类病患信息库，并通过
正规渠道采购所需药物入库。市中医院药剂科立即
在正规途径下采购凝血Ⅷ因子， 保证药品供应。目
前市场仅有进口的注射用重组人凝血因子Ⅷ（美国
拜尔）。市中医院临床科室（血液科）对血友病患者
提供力所能及的医疗技术服务。市中医院医保科尽
快完善药品报销流程， 以方便患者购买后报销手
续。 卫计局还将对全市甲型血友病人数进行汇总，
统一管理以方便追踪随访。 湖南日报记者 欧金玉

湖南日报记者 史学慧 欧金玉

孩子是父母的心头肉，可对于常德市鼎城
区灌溪镇的周琴来说， 孩子却也是他心头的
痛： 他孩子是许多人眼中有心理问题的孩子，
虽然几级医院都诊断问题不大，但学校老师都
要他休学。看着孩子在家闲逛不能上学，全家
人急得不知该怎么办。

“问题”孩子被休学回家
周琴是鼎城区灌溪镇一名普通农民， 他的

儿子文文(化名）在灌溪中学读书，今年才13岁。
几年来，儿子一直让他操碎了心，伤透了神。孩
子婴幼时和其他孩子没什么不同， 可自从小学
三年级后，就像变了个人，调皮捣蛋，读书成绩
不行，脾气还很大。开始的时候，老师怀疑孩子
精神有问题，要求去医院检查。常德市的医生检
查后说小孩是多动症，开了点药就回来了，但孩
子依旧如故。后来老师要求小孩转学，可他家根
本没有那个条件转学。 就这样， 每次孩子犯错
了，老师就要求回家教育，有时候一星期上两天
课就被请回家，慢慢地孩子上到了初中一年级。

不久前，孩子中学的老师们来到了周家，并
将孩子的所有书本送了回来，建议他家让孩子休
学到医院检查，并要求医院开证明才允许孩子读
书。周琴傻眼了：孩子才13岁，老师不愿意教了，
这么小的孩子就待在家里怎么办啊！

校方称是无奈之举
12月6日，记者在鼎城区灌溪中学见到了文

文的班主任任老师。她告诉记者：文文的智力倒
看不出有问题，能坚持上学，字写得还蛮工整，
不发火时也能笑一笑，但易冲动，控制不了自己
的情绪。开学刚两周，就有同学来反映，说他在
吃饭时将饭菜泼在同学脸上。 平时和同学一言
不合，就动手打人，打架成了他的家常便饭，同
学们都怕他，不敢招惹他，但有时他寂寞难耐又
去惹人。老师批评他时，他也经常是摔门而出。
国庆节前，她就建议家长把孩子带去医院检查，
家长将孩子带到常德看了一下，开了点药。孩子
回来上学后，又不守纪律，且又和同学打架。她

再次通知家长将孩子带回去， 家长就有点不耐
烦了，说要缓一缓。家长不来接，学校只得派三
位老师一道把孩子送了回去， 要求家长送孩子
去医院治疗。对此，孩子的家长有意见，认为学
校在推卸责任。

任老师说，学校这样做也是没办法，因为
担心伤害到其他孩子， 其他家长也会有意见。
同时，她认为孩子的家庭教育存在问题，孩子
的妈妈管不住孩子，父亲和奶奶对孩子的教育
则以打骂为主。

鼎城区教育局一位姓杨的负责同志了解
情况后向记者解释说， 学校并不是放弃孩子，
只是希望孩子有病先治病。孩子的心理健康很
重要，鼎城区留守孩子多，单亲孩子也多，有心
理问题的孩子还不少。对此，教育部门是重视
的，早几年前，就要求区内所有的班主任老师
需执心理教育资格证才能上岗。但培养孩子健
康的性格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不仅仅是教育部
门的责任，家庭、社会同样重要。

忧心的家长束手无策
周家就住在镇上，离学校也不远。记者与周

琴联系上后， 得知他正带孩子在湘雅二医院就
诊。在长沙火车站前面的停车坪里，记者见到了
这对父子。记者把买的一袋水果递给文文，他没
有接，得到父亲的同意后才接过水果。看上去蛮
有礼貌，对父亲可能还是有些畏惧。

孩子的表现也与记者最初设想的大相径
庭：长得文秀，话语不多，但一直在专注地听记
者与其父亲的对话。 当听到记者表扬他说，老
师说他虽然经常和男孩子打架，但从来不打女
生时，孩子还不好意思地笑了一下。对记者向
他提出的一些要求和建议，他也点头称好。

周琴掏出医院的检查结论告诉记者， 湘雅
二医院的诊断结果依然是多动症， 医生说可以
去学校读书，并建议老师和家长对孩子多表扬。
周琴说，他们夫妻俩文化不高，妻子没有工作，
自己在一家企业打工，是家中唯一的经济支柱，
生活压力大，孩子老不听话，确实对孩子打骂比
较多。孩子已离校一个多月，至于回去后是否马
上送孩子去学校上学，他还在犹豫：已受老师同

学嫌弃的儿子还能正常上学吗？
12月13日，记者拨通了周琴的电话，得知

文文依然呆在家，学校也没有表态同意孩子去
学校。周琴说他现在心里十分着急，却又不知
如何是好。

孩子的心理健康应受到更多关注
文文的情况并不是个例， 我们经常能听到

类似的情况。长期以来，学生家长和学校最关心
的是学生考试分数和身体健康， 对孩子的心理
情况往往忽视， 不少孩子或多或少地存在各种
各样的心理问题， 甚至有些外表优秀的孩子内
心的问题也很严重，甚至造成一幕幕悲剧上演。
孩子的心理教育到底应该如何进行，“问题”孩
子要如何对待？就此，记者采访了湖南师范大学
心理学系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陈虎强。

陈虎强认为，青少年儿童心理的健康成长
和发展，与家庭、学校以及社会环境的影响有
很大关系， 特别是家庭环境的影响尤为甚，家
庭环境的氛围、 父母对孩子的教养态度与方
式， 在孩子心理发展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因此，青少年儿童心理健康教育首先要从家庭
教育开始。像文文这样的孩子，要让他转化为
一个心理健康的孩子， 父母的责任首当其冲，
而且已是刻不容缓。学校和社区也应积极开展
这方面的科普，如定期举行如何正确、科学地
教养孩子的父母学堂或家长学校等活动；其
次，父母和老师一定要改变观念，不能把学习
成绩的好坏作为评价孩子的唯一指标，要多去
发现孩子的其他优点和长处并加以鼓励；再
者，对于孩子的心理健康状况和行为要进行科
学的诊断，不能轻易地给孩子贴“问题儿童”的
标签， 如果经科学诊断属于真正的问题儿童，
就必须进行专业的心理健康辅导或心理治疗。

但文文眼前的问题如何解决，记者一时也
无法下个结论，但如此简单地将“问题”孩子赶
出学校，肯定是不行的，也是对这些孩子的不
负责任。我们希望家长学校和有关部门、有关
专家共同协商，找出一个解决办法。更希望通
过文文的遭遇引起社会对孩子心理问题的关
注，采取措施让每一个孩子健康成长。

孩子性格“怪”，医院诊断问题不大，但学校难以忍受将其劝退，家长束手无策———

“问题”孩子的教育怎么办
读者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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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垭镇面包车超载接送学生

12月26日，长沙市湘
江风光带风帆广场段，市
民将腌制的肉晾晒在江边
护栏上，实在是大煞风景。
时近年底， 是市民制作腌
腊食品的高峰期。 一些市
民只图自己方便， 将制作
的食品晾晒在公共休闲的
场所， 严重影响了市容环
境。 希望市民朋友自觉遵
守市容管理规定， 不在公
共场所或设施上晾晒私人
物品， 请相关部门加强监
督和管理， 维护公共场所
的正常秩序。

湖南日报记者 田超 摄

晒了腌肉
煞了风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