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湖南日报5月7日讯 （记者 宁奎
通讯员 屈辉 郑玲）“花小钱， 治大病，
党的扶贫政策真好。”5月2日， 桑植县打
鼓泉乡土楠溪村，78岁的建档立卡贫困
户王春香病后恢复良好，已可下地摘菜。
此前，她因“脑梗”入院治疗。通过简单便
捷的“一站式”结算平台，在23000多元
的医疗费中，她只需支付2000多元。

“一站式”结算平台由桑植县于2016

年率先在全省开发、运行。该平台录入基
本医疗保险、大病保险、商业保险、民政
医疗救助、财政兜底的“五重医疗保障”
体系数据，全面对接建档立卡贫困人口、
低保困难人群信息。

“建档立卡贫困人口享受‘五重医疗
保障’后，自付费用大幅降低。”桑植县政
府负责人告诉记者，去年该县“一站式”
结算平台支出“五重医疗保障”救助资金

6748万元，惠及建档立卡贫困患者7088
人次，人均住院费用实际负担仅为“一站
式”结算模式实施前的35%。

如今， 桑植县户籍的贫困户患病住
院时， 只要提供户口簿或身份证， 即可
“零费用” 办理入院手续； 费用结算时，
在张家界全市范围内定点医疗机构医保
结算窗口10分钟之内即可“一站式” 结
算到位。 同时， 对在外地的住院费用，

在基本医疗保险报销后， 只需到户籍所
在地乡镇卫生院进行申报， 就可进入
“一站式” 结算平台实行报销， 获得其
他四重医疗保障的救助。

为确保健康扶贫资金可支撑，桑植县
把各类健康扶贫资金整合为一。2016年
至2018年， 全县分别整合健康扶贫救助
资金1700万元、2600万元和3292万元，有
力保障了健康扶贫工作的顺利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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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湖南日报5月7日讯 （记者 蒋剑平
通讯员 罗理力）4月27日，隆回县民营企
业华兴实业有限公司捐款200万元，以帮
助特困户改善居住条件。目前，全县已有
近100家非公企业参加县里组织的扶贫
帮困宜居行动，共捐款1066万元，将帮助
5720户特困户改善居住条件。

隆回是国家级贫困县， 现在仍有贫
困户2.8万户8.7万人， 脱贫任务艰巨。其
中一些特困家庭居住条件很差， 严重影

响其生活。今年4月，隆回县委、县政府在
全县非公有制经济领域，开展以“爱心改
变面貌”为主题的扶贫帮困宜居行动，发
动非公经济人士自发捐款，帮助572个村
（社区） 的5720户特困家庭修缮门窗、粉
刷墙壁、更换线路、添置家具、更换被服
等。行动开展以来，得到企业界人士积极
响应，远在广东、上海、云南、贵州等地发
展的隆回籍企业家也纷纷返回家乡参加
捐款。

隆回县滩头镇桃仙岩村建档立卡贫
困村民陈秀莲今年78岁，丈夫早逝，儿子
患精神疾病、无劳动能力。两人居住在上
世纪80年代修建的红砖瓦房里， 因年久
失修，房屋多处漏雨，无厨房、厕所。收到
民营企业家的捐款后， 驻村工作队
对其房屋进行了整修， 还为他们添
置了衣柜、床和棉被等。看到面貌一
新的家，陈秀莲老人感激不尽，特意
请人写了一副对联贴在门旁：“精准

发力助脱贫，真心帮扶解民困。”
目前，隆回县非公经济人士“爱心改

变面貌”扶贫帮困宜居行动仍在继续，全
县5720户特困家庭居住条件改善工作将
在年内全部完成。

� � � �湖南日报5月7日讯 （记者
颜石敦 通讯员 肖井冬 ）5月7
日， 距第六届矿博会开幕还有
11天，郴州市举行“相约矿晶之
都”采访采风活动，来自中外30
家媒体的记者及矿物宝石专
家、学者、藏家等参加了活动。

这次采访采风活动为期2
天，旨在从专家、学者、藏家视
角， 解读郴州矿物宝石产业资
源优势、发展前景、投资环境、
旅游文化等； 借助媒体传递嘉
宾观点、声音和建议，为郴州乃
至湖南矿物宝石产业发展想法
子、出点子、找路子。当天，记
者、 专家们参观了郴州国际矿
物宝石中心博物馆、 世界有色

金属博物馆、金贵白银城等。
郴州被誉为“世界有色金

属博物馆”“中国观赏石和矿物
晶体之都”， 已发现各类矿种
140多种， 其中铋、 钨、 银等
居全省首位， 香花石、 方解
石、 萤石等开发潜力巨大。 今
年在郴州举办的矿博会， 将推
出矿晶之星评选大赛、 首届全
球矿晶摄影大赛及精美摄影作
品展、 矿博会吉祥物征集、 矿
晶拍卖会等一系列丰富多彩的
活动。 同时， 郴州体育中心矿
物宝石交易市场、 临武县宝玉
石文化产业园也将揭开面纱，
迎接各地矿物宝石爱好者前来
“淘宝”。

瞄上市场缺口
实施精准职教

国内最大电梯实训基地在邵阳
职院建成

湖南日报5月7日讯 （记者 肖祖华 通讯员 曾云
刘美丽）5月5日上午， 全国电梯职业教育峰会在邵阳职
业技术学院开幕，同时迅达华中培训基地在该院揭牌。迅
达华中培训基地由邵阳职业技术学院与世界500强企业
迅达（中国）电梯有限公司联手打造，是目前国内最大、最
完整的电梯实训基地。

据了解，面对我国电梯工程技术人才紧缺局面，邵阳
职业技术学院与迅达集团零距离对接， 联合办学成立邵
阳职业技术学院电梯工程学院， 并共同建设电梯实训基
地。 迅达华中培训基地投资近3000万元，建筑面积3000
多平方米、使用面积5800平方米，拥有直梯6台、扶梯6
台、人行道1台、3DVR场景5套，以及24个电梯综合实训
和实操大模块、165个子模块，具备电梯实训项目学生培
训、特种行业职业技能鉴定、为电梯行业企业提供员工培
训和电梯工程技术服务、 承接大型电梯行业技能竞赛等
功能，实现职业技能训练与企业岗位要求无缝对接，每年
可为社会输送电梯工程技术人才1000多名。

近年来，邵阳职业技术学院积极开展校企合作，构建
学历教育、企业员工培训、技术服务于一体的校企合作办
学体系。 目前，除与迅达集团合作外，该院还与湖南百捷
公司合作成立互联网学院， 开设了移动互联网应用技术
等3个新兴专业；与广东睿昌智能制造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合作，成立了汽车与智能制造学院，并合建了工业机器人
应用技术中心。 5月5日，该院又与蒂森克虏伯电梯、亚洲
富士电梯、通力电梯建立合作关系。 2016年11月，该院学
生在全国电梯职教联盟首届电梯操作工技能竞赛中获得
团体一等奖、个人第1名。

茶韵悠悠 香飘寿岳
南岳万寿茶会以茶会友

湖南日报5月7日讯 （记者 徐德荣 通讯员 文兰）5
月5日上午，2018年中华茶祖节·南岳（衡山）云雾茶文化
节祭茶大典暨万寿茶会在衡阳市南岳区举行。 今年的活
动不仅盛大隆重，还设置了108个茶席让游客、市民直接
参与互动，进一步挖掘茶祖神农、茶神祝融以礼育人、以
乐化民、以茶会友的文化内涵。

当天， 南岳万寿茶会将主舞台万寿广场打造成一个
天人合一的大茶馆，设置12个表演茶席，寓意12个月；观
众区域设置72个茶席环绕周边体验，寓意72峰；外场环
万寿广场设24个茶席斗茶，寓意24节气。 加上南岳庙会
和160幅茶文化经典摄影作品展览， 使开阔的环境绵延
出万米长卷的壮阔气象，巧妙将自然景观、茶文化及民俗
文化融入一场茶会中。

据悉，今年起，南岳将进一步加大对茶产业的扶持和
发展力度，着力打造“南岳云雾茶”这一公共品牌，并大力
推进茶旅融合发展，延长茶业产业链与利益链，向振兴衡
阳茶产业、实现“茶叶扶贫·一叶致富”有力迈进。

生死一念间 妙手巧“回天”
娄底民警一天勇救两名轻生女子

湖南日报5月7日讯 （记者 周俊 通讯员 王跃国
王志强）5月3日， 娄底市公安局巡特警支队巡逻处警大
队成功实施2起救助行动，挽救2名轻生女子。

当日9时40分，巡逻处警车组接到指令：娄底城区某
小区有人跳楼。 该车组接警后迅速赶到现场，见一名30
多岁的女子坐在17楼楼顶边沿，双脚悬空，情况十分危
急。车组长戴朝晖尝试与当事人沟通，队员李文趁其注意
力分散，迅速冲上前，一把拉回该女子。

10时30分，刚完成救援来不及休息，戴朝晖车组再
次接到指令：在湘中大道东侧桥下有一名女子落水。车组
人员紧急赶到事发地点，见一女子已在河中央，河水已漫
过肩部。民警跳下车，迅速准备绳子、救生圈。戴朝晖带领
队员万江波套上救生衣，跳入水中救人。

两人游至女子身边，落水女子已呈虚脱状态，身体逐
渐往下沉。戴朝晖奋力托起女子往岸边游，在队员的全力
配合下，顺利将其拖回岸边。 因巡逻处警车组出警迅速、
抢救及时，该女子成功获救，已无大碍。

据民警调查，2名女子均因家庭纠纷产生轻生念头，
获救后经医院治疗，已被家人接回。

湖南日报记者 唐善理
通讯员 陈健林

在江永县源口瑶族乡清溪村，有
位名叫田万载的古稀老人，潜心研究
瑶族的家风家训，义务为村里的青少
年宣讲祖训家风11年。

“我们是懂道理、有文化的，所以
‘为人要将父母报’。如果不报答父母
的恩情，那就是‘枉为人类是豺狼’。 ”
5月3日， 田万载带着他珍藏多年的
《教儿经》《传家宝》《弟子规》和《传家
训》4本古代儿童启蒙教科书来到村
小清溪小学， 为学生们诵读家训佳
句、讲述家风故事。

清溪小学校长蒋从青一家三代
都曾在村小教书，他说：“田老师退休
后，11年如一日义务当讲解员， 经常
到我们学校给孩子们上家风家教的

传统美德教育课，让孩子们从小受到
了很好的教育熏陶。 ”

今年71岁的田万载老师， 当了
39年教师。 退休后， 他潜心瑶族历
史文化的研究， 注重收藏瑶族民风、
家规等历史文献， 并在自家院子创
办了江永“四大民瑶” 历史文化博
物馆， 收藏了1万余件充满时代气息
的老物件， 大部分是清溪瑶族人自
愿捐献出来的。 “老百姓都把家里
存放的老物件无偿捐赠到了我这里。
没有他们的无私捐助， 这个博物馆
办不了。”

清溪村至今保存完好的古民居
有56栋。在一间古屋的墙上，写着“淳
风敦古”4个大字，告诫子孙后代要把
淳朴的民风一直传承下去。田万载利
用村民农闲时间，经常组织大家学习
祖辈沿袭下来的祖训家风：勤俭立身

之本，耕读保家之基。
每次宣讲，田万载奉劝村民切勿

铺张浪费，养成从简节约、尊老爱幼、
孝敬长辈、团结互助的良好习气。

在一套民国初期瑶族学生课外
读本《修身教科书》里，有戒赌的记
载：“游手赌博好食皆足败家，各家儆
戒，务要父戒其子兄勉其弟毋入赌博
之场，以免失时废业。 ”田万载说，没
有好家风，家庭怎红火？家风连国运，
家庭才兴旺。

如今，田万载在博物馆开设了家风
家训辅导班，不仅义务教课，还调解邻
里纠纷、文明引导、倡导环保等。他说，邻
里互助、遵纪守法、团结互助等文明之
风在瑶寨盛行，村里才没有发生赌博吸
毒、打架斗殴等现象。 修身治学、耕读传
家、孝廉勤俭、尊老爱幼等良好家规家
训家风，要在清溪村世代相传。

新村规树新风
省下“酒钱”兴公益
湖南日报5月7日讯（记者 刘跃兵 通讯员 何顺

谭俊杰） 今天， 祁阳县七里桥镇曾家湾村村民廖富
生，向该村公益事业捐款1000元。 前不久，廖富生搬
新房，按照当地习俗，会有不少村民前来祝贺，要办
15到20桌酒席，花费1万元左右。 而有了新的《村规
民约》，他只招待了两桌亲戚，省下近8000元。 于是，
廖富生有了上述举动。

近年，随着人们生活水平提高，曾家湾村村民办
红白喜事越发要面子、讲排场，大家都苦不堪言。 今
年3月1日，村里新修订《村规民约》时，大家纷纷建议
加上第三章第七条：村民在置办婚、丧、嫁、娶红白喜
事时，应倡导一切从简，杜绝攀比浪费。 并对请哪些
人、办多少桌都进行了具体规定，获得村民代表大会
一致通过。 村民廖安怀对记者说，这两个月，村里再
也没有置办酒席超过5桌的现象。

村委会主任廖勇向记者介绍，现在，大家把酒钱
省下了，主动做公益。3月，村民们自发为村道扩宽工
程捐款9.27万元。 同时，大家积极筹资修水利、兴建
村民活动中心。 这两个月村民们为村公益事业的捐
资金额，超过了过去10年捐款总和。

医保健康扶贫挖贫根
贫困人口享受“五重医疗保障”，自付费用大幅降低

民企真心帮扶解民困
踊跃捐款为5720户特困家庭改善居住条件

雨花区解民忧
社会路口全部硬化
湖南日报5月7日讯 (记者 王晗 通讯员 刘倩 杨浩）

“终于告别‘晴天一身灰，雨天一身泥’的日子了！ ”今
天， 家住长沙市雨花区体育巷社会路口附近的市民
杨娭毑，看着家门口崭新的水泥路高兴地说。

记者从长沙市雨花区市政工程管理局获悉，经
过近1个月“三班倒”施工，该区62处、共2.6万余平方
米社会路口硬化工作全部完工，城区道路品质大幅
提升，周边居民生活环境得到改善。

“我住在这里30多年，以前车少不觉得有什么
不方便，这些年车越来越多，车子经过卷起的泥灰
飞到屋里一层又一层。 ”杨娭毑感慨地说，现在路口
硬化了，不仅没有泥灰了，车辆也不再四处乱停了。

据了解，雨花区实施社会路口改造项目以来，由
于有些项目涉及多处未征收或拆迁用地， 受到不少
阻碍。 区市政局积极与所属街道进行沟通联络，张贴
施工告知书，主动上门、耐心细致做好居民工作，将
施工带来的一些矛盾化解在基层，得到居民赞同。

相约矿晶之都
思远古抒今情

� � � �宜章县瑶岗仙矿区， 车轮矿就产自这里。 （资料图片） 欧 群敏 摄

� � � � 5月4日， 与莹石共生的双晶车轮
矿， 产自宜章县瑶岗仙矿区。

何庆辉 摄

退休教师11年宣讲祖训

临澧健康扶贫
抓好“四个全覆盖”
湖南日报5月7日讯 （通讯员 毕芳） “我有了

家庭医生， 治病不用愁了。” 临澧县修梅镇观音洞
村81岁的徐再姑老人5月6日高兴地说。 徐奶奶患
有高血压、 糖尿病， 儿女又常年不在家， 病了无
人照顾。 今年3月与村医签订了家庭医生协议， 如
今她看病再不用发愁了。

据临澧县纪委派驻县卫计局纪检组组长荣杰
介绍， 健康扶贫重点是抓好“四个全覆盖”： 确保
贫困村卫生室规范建设全覆盖， 易地扶贫搬迁安
置区卫生室建设全覆盖， 农村中小学医务室建设
全覆盖，“四保障一兜底”制度、大病慢性病签约服
务管理为重点的行动措施及必要的保障措施全覆
盖。 从今年3月10日起， 县卫计局组织抽调50名社
会监督员、 深入全县贫困村及单位健康扶贫点村，
开展健康扶贫攻坚专项检查， 对6个项目不到位及
12名健康扶贫干部工作不力的问题， 进行了约谈
并提出整改意见。 坚决斩断敢于伸向健康扶贫项
目和资金的“黑手”， 决不姑息。

老百姓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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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中奖注数 单注奖金（元） 中奖金额（元）
单选 1288 1040 1339520

组选三 0 346 0
组选六 1543 173 266939

4 89

隆回

桑植

郴州 相约矿晶之都
思远古抒今情郴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