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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睦村污水无处排

茶陵县洣江街道诸睦村沿荣诸公
路旁边的村民生活污水无处排。 为了建
设美丽新农村， 农村的旱厕已拆除，拆
除旱厕有利环境与卫生建康，我们是举
双手赞成的，但是拆除了旱厕又没有及
时把化粪池等其它配套设施建好，导致
排污极其不便，环境与卫生反而比以前
更差，有的人直接把生活污水(粪便)直
接排到露天邻里间公共用地上，增加邻
里之间纠纷。 加上荣诸公路诸睦段没有
排水沟， 雨水与屋檐水也没地方排，一
下雨，污水雨水全混在一起，非常影响
居民的生活。 请有关部门及时为老百姓
解决这些民生问题。 一读者

编辑同志：
多年来， 洞口县疾病控制中心一直承担全

县从业人员健康证的办理， 但今年9月21日，该
中心发出通知，说是办证系统出现故障，不能开
展从业人员预防性体检和办证等业务。 但转眼
时间过去3个多月了，这个系统还是故障，问题
一直没有解决，群众办事很不方便。洞口县疾控
中心的这个办证系统故障何时能解除？ 从业人
员预防性体检关乎老百姓健康安全， 难道是因
为办健康证体检免费，有关部门无利可图，就这
样听任这种状态持续？ 李青

记者追踪：
日前，记者来到洞口县疾控中心调查，只见

大门口仍然竖着一块醒目的公告牌， 告知群众
该中心无法办理健康证业务。 这则于2017年9
月21日发出一直未撤除的公告，无疑像一块癞
头癣一样无言地指责着有关部门办事效率低，
不为民作主。

洞口县疾控中心有关负责人介绍说， 办不
了健康证业务是因为做体检的透视机器坏了，
无法再使用，需要重新购买。该中心已报告县有
关部门，申请重新采购。 但资金一直未到位，该
中心也无可奈何，只能停办业务，建议需要办证
的群众到周边县、市办理。

群众对此很不满：办健康证，体检设备必不
可少，有关部门为何不能急事急办？况且旧的机
器不能使用，新的设备到位要时间，有关部门为
何不能采取临时方案， 与县城别的医疗机构协
调，让办证人员前去体检。 岂能如此一停了之，
无视百姓需求？

湖南日报记者 欧金玉 史学慧

办证工作
长时间“停摆”

编辑同志：
前几天， 平江城区几所学校对学生下发通

知，要求学生订购课外书7本，共需138元。 通知
上有个二维码，家长扫二维码自行购买，书统一
寄往学校。虽说没有强制性要求全部订购，但老
师会当着所有学生的面在课堂上宣布谁已经订
了，谁还没订，让没订购的学生很没面子，回家
都吵着家长要订。对于这种变相敛财的行为，我
们家长很反感。 一家长

记者追踪：
对于该家长的投诉， 平江县教育体育局

回复称， 据调查了解， 学生订购的课外书为
《语文主题学习丛书》， 该丛书由几百位教育
专家编写而成，正规出版社出版，是“语文主
题学习”实验的配套教材。“语文主题学习”实
验是“十二五”课题，目前在全国已多所学校
实验，产生了很好的实验效果。 个别学校看到
这个良好效果， 拟定于2018年春季起开展此
项实验。 此实验将大量阅读回归课内，也就是
由老师带领孩子们在课堂上阅读海量的书
籍，在阅读中培养孩子的能力和素质，这种做
法特别适合当前新的中、高考要求。 此项“语
文主题学习” 一律在不违背学生和家长意愿
的前提下进行， 所有费用支付学校以及老师
一律不允许参与， 在自愿的前提下由学生自
行征订。 因此，学校与教师不存在变相敛财的
问题。 通过主题阅读，学生的综合能力和素质
一定会提到提升， 对孩子的成长一定会有较
大的帮助。 个别教师出于关心学生阅读能力
提升的心切， 在班上对学生征订情况进行了
通报。 此做法确实不妥，造成了家长的反感，
现已责成有关学区和学校加强对相关教师进
行批评教育，改正不妥做法。

湖南日报记者 田燕

学校变相强行要求
学生订购课外书

编辑同志：
我们是新化县维山乡杉木村村民，沪昆高铁

修建时租用村里田地一百多亩。 现高铁开通4年
了，租用田地复垦费于2016年就到了维山乡政府，
发放复垦费相关手续村民已签字上交乡政府。 但
如今已是2018年，复垦费还没发给村民。村民去找
乡政府，不是说领导出去开会不能办理，就是说正
在抓紧落实复垦费，把村民忽悠回家。租用的田地
也没有划分给村民，村民无法复垦田地。为什么租
用田地至今没划分给村民， 这只要乡领导多下基
层， 协调村里， 就能将租用田地很快划分给村民
的，却迟迟不办。恳请上级帮杉木村村民落实复垦
费，让租用田地落实到户。 一村民

记者追踪：
1月11日，记者致电新化县维山乡政府分管

副乡长，他告诉记者，复垦费因为在面积的核算
上和村民的有些出入， 有些租用地已不能恢复
原样，其中还有地用于了易地扶贫搬迁项目，如
何补偿，如何发放这笔费用，乡政府做了大量的
工作。 目前这笔费用已经发到村民的卡上了。

湖南日报记者 田燕

沪昆铁路复垦费
发放拖得太久

呼吁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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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 农村留守儿童安全问题一
直困扰着社会。据最新数据显示，我国农
村学龄前农村留守儿童 (0至6岁)� 在农
村留守儿童中占38.37%，农村留守儿童
大军正逐渐走向低龄化。在我省，农村幼
儿园留守儿童在班级里的比例超过了
85%。 根据农村幼儿园伤害事故数据显
示， 农村幼儿园留守儿童遭遇烧伤、烫
伤、摔伤、溺水、触电等各种意外伤害都
大大高于非留守儿童。

留守儿童所处环境隐患重重

留守儿童最大的家庭特征就是父母
缺位， 导致幼儿园的安全教育和家庭的
安全教育无法同步普及。 有些农村幼儿
园的班额大，一个班四五十个小朋友，大
都是留守儿童， 幼儿园与家长的沟通难
度较大， 造成幼儿园教育和家庭教育合
作较为困难。

农村的自然环境广阔， 由于缺乏成
人的呵护和安全教育， 导致这些留守儿
童没有形成安全意识， 缺乏判断安全与
危险的能力，留守儿童车祸、溺亡、摔伤
或从高处跳下致伤等意外时有发生；被
狗咬伤或其它牲畜咬伤踢伤的现象也时
有发生。

农村有许多废弃闲置的房屋坑塘，又
少有可供幼儿娱乐的设施， 因此也成为事
故多发之地；幼儿能随手接触农具、农药、
种子等生产用具到这些物品， 留守儿童被
锋利的农具划伤或误服农药中毒的惨剧时
有发生，等等。

教育资源匮乏，缺乏针对性保教。 大量
农村幼儿园存在配套设施不完备，房屋设施
简陋， 教师配备不足且资质不达要求的问
题。 农村幼儿园一个班一个老师现象仍然存
在，大班额又很普遍，教师很难护理到位，安
全隐患时刻存在。 农村幼儿园教师整体素质
不高，理念落后，老师从提心吊胆到习以为
常再到麻木不仁，导致了危险系数的增加。

让农村幼儿园安全课程落实到位

如何更好地关爱和教育留守儿童，帮
助他们免遭侵害， 需要农村幼儿园采取有
针对性的方法和措施，从加强管理、设置课
程、丰富形式等方面入手，系统地开展留守
儿童安全工作， 培养留守儿童的自我保护
能力。

农村幼儿园的留守儿童安全工作必须
从两方面着手，一个是留守儿童安全管理，
另一个是留守儿童安全教育，“保护”与“自
护”齐头并进。幼儿园要制定相应的管理制

度；另外，把培养儿童自我保护能力的安全
教育工作纳入层层计划之中。

要合理设置安全课程。 农村幼儿园必
须开设安全教育课程， 把安全教育的内容
巧妙融入到留守儿童在园的一日生活之
中， 结合日常生活进行自我保护能力的培
养，以提高留守儿童的自我保护意识，发展
其自我保护能力。 游戏是幼儿最喜爱的活
动形式， 利用游戏的形式可以有效地提高
留守儿童的自我保护能力。

要每周开展生命主题教育活动， 进行
交通安全知识、食品安全知识、防溺水安全
知识、 消防安全知识、 自我保护知识等教
育。确定每个月的第一天为安全日，根据季
节或者留守儿童实际需要， 每个月安全日
的主题不同， 围绕这一主题对幼儿进行自
我保护知识和方法的一系列教育活动。

农村幼儿园还可以开展“家园帮扶”活
动， 利用年前外出务工人员集中返乡之际
举办家长培训班，召开家长会，与家长沟通
交流，帮助留守儿童家长更新家教观念，明
白陪伴孩子成长的重要， 了解孩子面临的
安全问题， 学习和掌握对孩子进行安全教
育的方法。 另外，寒暑假期间，幼儿园教师
需点对点上门对留守儿童进行家访， 对儿
童进行假期自我保护能力的指导和帮助。

常德市鼎城区实验幼儿园 闵捷

“带病投保”争端何时休读者话题

1月16日，记者在长沙市一些路段、路边的共享单车停放点看到，很多单车车身上“黏”了各类违法、涉黄内容的小广告，共享单车
俨然成了流动的“广告车”。这些小广告影响了市民骑行体验、影响城市形象，广告内容本身未经审核，易对人产生误导。希望相关部门
及时清理小广告，骑车市民也加强防患意识，不轻信小广告。 湖南日报记者 田超 摄

农村幼儿园须加强留守儿童安全教育

图片说事

小广告“黏”上共享单车

余源溪河长制形同虚设

全面推行河长制是推进生态文明
建设的要求，河道河长公示牌上，对河
长的职责和目标写的也非常清楚。 但
是， 在冷水江市中连乡诚意村余源溪，
河长制公示牌虽然立起来了，河长却不
知道在哪里，河长的职责和工作目标也
只落实在了公示牌上。 现在这条叫余源
的小溪却是一条不折不扣的垃圾河，沿
河三个村的污水、 垃圾全部倒入了小
溪，没有采取任何处理措施。 这些河长
们，你们已经成为垃圾河长了，你们知
道吗？ 一市民

街道改造挖沟久不回填

近日，衡阳市蒸湘区呆鹰岭镇在实施
街道改造工程，在改造下水管道时，将整
个一条街居中挖条深沟。改造下水管本是
好事，居民表示理解和欢迎，但是此沟一
挖开，已逾多日，久不回填，街道两边居民
过往困难，给居民生产生活带来极大不便
及很大的安全隐患。 张先生

学校不发冬季棉服

我是长沙航空职业技术学院士官
学院大一学生，入校报名时学校已收取
了服装费、被褥费一共2230元。 但现已
至寒冬，学校还未为学生配发冬季棉服
（迷彩大衣），而学校要求学生上课时必
须穿戴迷彩服，我们只能穿着薄薄的秋
季迷彩服务， 里头套着单薄的线衣，在
寒风中瑟瑟发抖地进行训练。 学校要么
给我们发棉服，要么允许我们穿自己的
棉衣，冬天如此寒冷，学校就没有考虑
过学生的身体健康吗？ 王学生

湖南日报记者 欧金玉 史学慧

随着人们经济条件的好转和保险意
识的提高，如今投保一份健康险已经成为
很多人的保险计划首选。 然而，排除那些
故意隐瞒病情骗保的少数人外，有很多人
在购买健康险时，没有搞清“带病投保”的
准确定义，健康险理赔时因“带病投保”遭
拒赔， 由此引发争议纠纷的事经常发生，
一直是健康保险的一个热门话题。 最近，
一名曾在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湖南分公司（以下简称平安人寿）当过
业务员的姑娘也陷入与公司“带病投保遭
拒赔”的争端中。

患病申请理赔遭拒

长沙市民小张曾是平安人寿的一名业
务员，2015年10月30日， 她在公司做业务
时也为自己购买了一份20年、年缴费2000
多元的医疗保险并续费直今。 2017年10
月， 小张查出患上肺结核后， 公司却以其

“带病投保”为由不予理赔。
小张告诉记者， 她2014年3月因意外

从楼梯上摔倒滚落， 导致多处骨折入院进
行手术治疗，住院期间，院方给她做过胸腔
以及各个内脏的全面检查， 检查并未确诊
其患有肺结核。 2016年结婚期间做婚前检
查也未查出此病。 2017年9月，她做孕前检
查时才发现患了肺结核并进行治疗。

可当她2017年11月初申请理赔时，公
司竟以她2014年3月就查出身患肺结核为
由拒赔。小张觉得很委屈：如果我明知自己
得了肺结核，还是有传染性的病，我能不吃
药治疗吗？事实上，长沙市疾控中心此前一
直没有受理过她有肺结核的文书， 也没有

任何医疗机构有她肺结核用药的记录。

忽视如实告知酿风险

记者仔细查阅了小张的保险合同，发
现健康告知一栏询问提及的有关投保人健
康方面的事项大到住院、小到炎症吃药，事
无巨细，十分全面，其中包括“您过去五年
内是否曾住院检查或治疗（包括入住疗养
院、康复医院等医疗机构）？ ”,而小张在这
些询问事项中都是填的“否”。记者问小张：
你明知自己2014年住了一次院，为何不如
实告知？ 小张说自己当时刚刚进保险公司
工作， 她的保单是在自己的上司指导下填
写的，她当时也告知了上司曾住院的事，上
司还是指导她这样填写。

小张没想到，就因为这样轻率填表给
自己日后理赔留下了麻烦。记者看到小张
2014年住院治疗期间，医院曾给她一份X
线诊断报告：继发性肺结核，建议进一步
检查。 小张说，此报告也明示仅供临床参
考，她事后做过进一步检查，没有确诊患
有肺结核，当年医院的病历和出院疾病诊
断也没有确诊自己患有肺结核。小张想不
通，保险公司难道仅仅凭此就认定她带病
投保而拒赔？ 更何况按《保险法》规定，自
己已履行合同两年，即使带病投保，公司
也不能拒赔。

记者看到， 去年12月6日平安人寿给
小张发出的理赔决定书上告知的拒赔理
由，是小张在投保前存在异常疾病史，而投
保时未如实告知， 严重影响了公司的承保
决定。

1月上旬，记者两次和平安人寿有关负
责人了解情况，对方告知，拒赔是查出小张
2014年住过医院并有一份“继发性肺结

核，建议进一步检查”的X线诊断报告，而
小张投保时没有如实告知。 至于其是否真
正确诊为肺结核，公司并未认定。小张对此
有异议，可以提供新的证据申诉，公司也会
进一步复核。

带没带病谁说了算

《保险法》规定，保险活动当事人应遵
循诚实信用原则，保险人就被保险人的有
关情况提出询问的， 投保人要如实告知。
但实际操作中，要真正做到如实告知并非
易事。

保险格式合同健康询问一栏上有多
项有关投保人身体健康状况的询问， 如：

“目前或过去一年内是否去医院进行过门
诊的检查、服药、手术或其他治疗？”“您是
否患有肺结核、乙肝、糖尿病、息肉、盆腔
炎、高血压等疾病？ 您的父母、子女、兄弟
姐妹是否患有癌症、心血管疾病或其他遗
传性疾病？”等等。排除那些恶意带病投保
不如实告知的少数人外，究竟有多少人真
正准确地了解自己的健康状况，懂得正确
地做到如实告知？ 重病大病可能记得清，
而自己及亲人有没有心血管疾病、 息肉、
盆腔炎、囊肿等普通疾病，感冒了去医院
看过门诊算不算？ 诸如此类的问题，投保
人哪里厘得清？

另外， 不少保险公司的业务员为了扩
大业务确保保单能够顺利审核通过， 不但
不强调如实告知的重要性， 反而诱导投保
人填“否”。 而一旦填“否”，日后生病理赔，
保险公司就能揪住“否”字做拒赔文章。 要
知道多少重大疾病都是由小毛病发展来
的，息肉可能变癌症，亲人得过心脑血管疾
病你就可能有患病基因……

带没带病谁说了算？一些投保人感叹，这
份格式合同， 就是专业的医生都不一定填得
准确，更何况没有医学常识的普通人？保险公
司为何不能采取严进宽出的原则， 要求客户
先进行体检，再决定是否承保或增加保费，以
避免日后理赔出现纠纷。

但保险公司认为， 对每一个投保人都进
行体检并不现实。这不仅延长了核保周期，降
低了核保一次性审核通过率， 且大量增加保
险公司的成本， 并会直接导致广大客户的投
保费用相应大幅增高， 不利于保险公司及客
户双方。

对此，一些业内人士则一针见血地指出，
实际上，不要求投保前体检最关键的原因是，
即便体检，很多疾病根本查不出来，如果体检
未查出有病，将来患病拒赔就没有理由，保险
公司面临的风险高得多。 而以一纸格式合同
则把责任完全压到了投保人身上。

如实告知不能仅靠投保人的诚信

保险公司在投保时采取“宽进”，在理赔
时又“严出”，常以不诚信、未履行充分告知义
务而拒赔。 这种“宽进、严出”的经营现象，造
成不少参保者因此吃了哑巴亏， 也极大地影
响了群众的参保积极性。

以骗保为目的的不如实告知 ,保险公司
拒保或拒赔是理所当然。 但对于绝大多数
的参保者来说， 只是希望自己将来患病有
一份保障。 如何真正做好如实告知，了解投
保人的真实信息， 避免带病骗保并保障投
保人和保险公司的合法权益， 不能仅仅依
靠投保人单方面的“诚信”，保险公司应该
出台更多科学、具体的防范措施，从而更好
地减少“带病投保”理赔争端，也才能吸引
更多人参保。

投诉直通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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