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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史学慧 欧金玉

下乡免费义诊并有纪念品发放，还专车接
送到医院住院，包吃包住，只要交几百元，一年
内每月都能去医院住院，你相信有这样的“好
事”吗？ 最近永州市就有人向记者反映，在当地
一家名为永州航海中医医院的民营医院就有
这样的“好事”。 但记者调查后发现，医院如此
“热情服务”，打的却是医保的主意。

老人纷纷被诱去医院住院
家住永州市零陵区的一位村民投诉说：
我在外打工，只有一个年过八十的老母

亲留守在家。 日前，我给母亲打电话时，竟然
被告知在永州航海中医医院住院。 母亲平时
只有轻微的高血压， 且通过吃药控制得较
好，为何突然不声不响地去住院了呢？ 母亲
说， 医院的医生说可以治好她的高血压病，
且只要交800元就什么都不用管了。 细问之
下，我才得知，是医院用车将她接去的，同去
的还有本村的好几位老人，邻村也有一些老
人也去了。

我不放心，在网上百度搜索了一下这家
医院，发现有一些该院的投诉，就劝母亲不
要去，因此，当医院第二次来村里接老人时，
母亲便没有去。 谁知5月份时母亲又背着我
去了，说反正不需要花钱。

在外打工的我对母亲极不放心，担心她
上当受骗。 永州航海中医医院此举背后是否
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我希望有关部门能
帮我查一查。

老人们糊涂的住院过程
5月28日， 记者来到永州市零陵区邮亭

圩镇对此进行调查采访。 在木斗塘村，当地
村民告诉记者，永州航海中医医院在当地人
口比较集中的地方用高音喇叭打广告，免费
义诊，然后劝人去医院住院治疗，住院费为
800元，专车接送，包吃包住，一年内每月都
可去住院，并且再也不用花钱。 该村就有4个
老人去了该医院住了院。

在热心村民的带领下，记者分别来到了
其中3个老人的家。 女村民何某，60多岁，看

上去还十分结实，正和别人打着纸牌。 她告
诉记者，她是4月份去医院住院的，病因是有
点轻微的颈椎病。 在医院住了7天后，拿了一
包药就回家了。 记者见药原封未动，问她为
何不吃，她笑着说，我心里清楚自己没什么
病，所以懒得吃。 女村民张某，70多岁，主要
是颈椎病。 3月20日，她去医院住了7天，4月
份又去了一次，但在医院突然出现头晕现象
后，被医院劝回家。 女村民高某，70多岁，有
十多年的类风湿病史，她于4月和5月两次去
该医院住了院，每次都是7天。 她说两次住院
后都没有什么效果，所以医院开给她的药也
没有吃。

在邻近的三塘村，记者也找到了两位老
人，他们讲述的情况和木斗塘村的老人基本
一样。 记者采访的这5位老人，他们患的都是
些老人们常见的慢性病，都是当时觉得“便
宜”“划算”才去的，他们虽然大多还是知道
医院另外从医保部门得了钱，但他们中没有
一个人清楚他们住院到底花了多少钱，都称
没有看到什么结算单，至于住院期间吃了什
么药、打的什么针也是一概不清楚。

医院住的都是老年人
5月29日， 记者来到了位于冷水滩区的

永州航海中医医院， 医院大厅里静悄悄的，
只有一个收费员闲坐在一旁的办公室里。 医
院的3至5楼为病房， 每个病房基本都是3个
床位，共有60多个床位，记者对病房一一进
行了查看，每间病房都有病人，且全是老年
人。 记者走进501病房，里面3位女性正在悠
闲地聊天。 她们都是双牌县人，来了3天，交
了500元住院费。 除比邮亭圩镇老人住院更
便宜外，其他情况大都一样，也是说以后来
住院就再也不用交钱了。 记者问她们是否有
住院的费用清单，她们都说没有，其中一位
还笑着说：交这么点钱还要什么清单？ 随后，
记者又走进了两间男病房，除了来自的地方
不一样，其他情况都差不多。

记者见到了医院一位姓唐的负责人，他
告诉记者，医院建于2008年，是由几个股东
合股经营的民营医院。 一提起网上病人家属
的投诉，他表现得十分激动：我们这里每天

都给病人打针、吃药、做理疗，骗了病人什
么？ 记者询问：为何不给病人住院清单，他叫
人拿出了两个病人的清单给记者看，说是病
人自己不需要。

呼吁管好医保基金的“钱袋子”
在永州航海中医医院住院的老人们到底

花了多少钱？ 记者就此来到了零陵区城乡居
民医保管理服务中心。 记者查阅了邮亭圩镇
几位老人的医保账目： 木斗塘村高某两次住
院医保报销费用为4162元，加之她自付的800
元，一共向医院交了近5000元；三塘村吕某两
次住院医保报销费用为3420元； 三塘村村民
唐某两次住院医保报销费用为3453元。 很明
显，医院赚的主要是医保的钱。 医保管理服务
中心的工作人员查到，1至4月，该区共有60多
人到永州航海中医医院住院， 且全部是老年
人，大部分来自于偏远乡镇。

医保管理服务中心一位姓吕的负责人
告诉记者，目前，在基层医院住院的起付线
只需300元，报销比例达到80%，残疾、贫困
等特殊群众更是几乎全免费住院，一些病源
少的医院特别是民营医院便趁机钻政策的
空子，采用专车接送、包吃包住，甚至全免治
疗等方式，诱导一些根本无需住院的人去住
院，目的就是想套取医保的钱。 医保中心对
此问题也感到困惑， 曾向相关部门反映过，
但什么病可以住院，什么程度的病情可以住
院，目前并没有什么确切的标准。 因此，目前
他们只能对医院费用是否存在异常增长进
行监管。

记者发稿前，冷水滩区卫生和计划生育
委员会一位姓金的负责人给记者打来电话
说，他们听了记者的情况反馈后，认为永州
航海中医医院有套取医保基金的嫌疑，已经
进驻该医院对此进行核查。

目前，随着国家对基本医疗保险持续不断
的投入，医保基金总量越来越大，一些医院用
各种手段套取医保基金的现象也不少见。 如何
管好用好医保基金，关系到整个基本医疗保险
制度的正常运转和参保人的切身利益，希望相
关部门管好医保基金这个“钱袋子”，绝不能成
为某些医院钻空子牟利的工具。

编辑同志：
2017年10月6日，本人在永州市零陵区中山

城小区购买一套房子。 今年1月，开发商通知我
房产证已经办好，根据合同约定，我按照房产证
上的402个平方米支付了房子尾款。但5月1日我
准备装修时， 设计师测量房子发现与房产证上
严重不符，实际面积仅有320平方米左右，与房
产证上的面积相差80多平方米。我找开发商，想
协商退回多收我的房款，但是开发商（永州市垠
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根本置之不理。我向零
陵区房产局反映此事， 该局罗局长承认确实是
因为工作上出现失误，导致房产证面积出错，并
请我谅解。 但对于退回我多支付的 （30万元左
右）的房款这一诉求，零陵区房产局表示，开发
商现在“没钱”，他们也“无能为力”。

我相信政府的房产局，相信房产局发放的房
产证，但我的信任换来的却是自己几十万元的损
失，还无人愿意纠错。 不知道零陵区房产局与开
发商是什么关系， 对于我遭遇的这么明显的差
错，导致几十万元的损失难道一句“对不起”就可
以把责任推得一干二净了？不知道零陵区房产局
是哪来的底气， 在明知出现工作严重失误后，对
群众利益仍持“不作为”态度。 请相关部门调查核
实，把多收取我的血汗钱还回来。 小唐

记者追踪：
6月7日， 记者致电零陵区房产局罗局

长， 他告诉记者， 小唐投诉的情况属实。 小
唐购买的房产属于别墅， 这批房大多数都是
带有地下室、 面积差不多的户型， 但小唐购
买的这套却没有地下室。 工作人员办证时，
偷懒复制粘贴其他套的面积， 导致小唐的房
产证上的面积与实际面积相差了80多平方
米。 小唐投诉后， 该局与开发商协商此事，
小唐的购房合同明确约定按面积付款， 没想
到开发商耍无赖， 认为当时卖亏了， 找借口
说是按每套卖价， 不肯退款。 房产局对其没
有更好的强制措施， 一遍遍协商还是没结
果。 另一方面， 罗局长也承认是该局工作人
员的过失造成了小唐多付30万元房款， 但
房产局也很无奈， 该局没有理由也没有实力
拿出钱来还给小唐。 罗局长建议小唐走法律
途径， 依法维权。

小唐对此很失望， 自己辛辛苦苦赚钱买
房， 却因政府工作人员的不负责任一下子遭受
30万元的损失。 这么明显的错误， 政府部门都
无力纠错， 还要老百姓劳民伤财打官司， 太坑
民了。 呼吁有关部门早日出招为民解难。

湖南日报记者 欧金玉

编辑同志：
5月2日晚（21∶30至次日凌晨2∶00），位于

冷水江市的浪石滩水电站泄洪， 但安全措施
不到位，导致我们停在市滨江公园的9辆私家
车被水淹没， 长时间浸泡， 造成车辆受损严
重。车主们事发当天找到水电站，水电站推脱
说，他们只是一个生产单位，无权处理。 次日
又到了防汛指挥部， 防汛指挥部一拖再拖后
声称，他们没有责任。 至今，没有任何单位站
出来给9位车主一个满意答复。

滨江公园临近资江， 每天晚上都聚集了
大量的老百姓在此散步。 但滨江公园又处闹
市繁华地段， 沿江及江北公路的停车位特别
紧张， 很多车主就把车停在滨江公园浪石滩
这块宽敞又舒适的坪上，既可以看看江景，又
可以吹吹江风， 有些车主甚至把车停在江边
过夜，这本是一件特别美的事。 然而，长时间
的少雨天气，让大家放松了警惕，直至5月3日
凌晨市民报警， 在资江河边有9台车被淹了，
这才让广大市民警觉。

浪石滩堤坝上这块坪地上没有设立任何
禁停或警示标志。泄洪前，我们9位车主中有4
名车主就住在沿江一带，离事发现场不到200
米的距离， 且都在车辆挡风玻璃上留了自己

的电话，泄洪为什么没人通知？整个过程就没
有人监管吗？

受损车主
记者追踪：

6月8日，记者致电浪石滩水电站，一名负
责人答复说， 此次泄洪电站是按规定流程处
理的， 泄洪前已告知了当地的海事和防汛部
门以及滨江公园管理处等相关的部门， 泄洪
之前也发出了警报。 至于多名车主的车辆受
损，这名负责人认为电站没有责任，车主停车
的区域也不是其责任范围。此事如何处理，政
府正在协商解决。

近些年，随着水电事业的发展，电站泄洪
或旅游漂流放水， 导致下游地区突然出现水
位上涨、水流变急，因为预警不及时，给人们
造成财产甚至生命损失的投诉时有发生。 人
们呼吁对水电站泄洪放水加强安全监管，建
立海事、交通安全、派出所等部门防汛应急体
系，积极应对可能出现的险情。应当在河道下
游一带区域内规定安全范围， 设置安全警示
标志，加强现场管理，加大宣传力度，把安全
工作落到实处， 避免因此造成人民生命安全
财产损失。

湖南日报记者 欧金玉

编辑同志：
笔者属邵阳市大祥区， 今年2月因病在

市妇幼保健院住院治疗， 因出院结账原始发
票不慎丢失， 为此， 医院复印了发票记账联
并签署了 “复印件同原件一致” 的意见， 同
其他资料一起加盖了财务专用章。 但大祥区
医保站窗口答复 ， 无原始发票凭证不能报
销 ， 就再没有下文了 ， 多方咨询也没有解
决。 原始发票不慎丢失这样的事难免发生，
难道就没有办法为群众解难吗？ 李南
记者追踪：

日前， 记者致电邵阳市大祥区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局， 一名工作人员解释说， 根据

相关规定， 办理医保结算需提供住院发票原
件等原始凭证方可报销。 如确因盗抢、 火灾
等原因造成发票原件遗 （灭） 失， 需提供公
安机关报案备案记录、 发票出具医院存根联
复印件(盖院财务章)和本人未在其他地方办
理报销的申明， 经调查核实无误后， 方可报
销。

人社部门还提醒群众， 现在全国异地联
网结算系统已上线， 只要准备好相关资料就
可以在各地医院办理异地联网结算， 既便捷
又安全， 不需要将票据拿回来报销， 可有效
避免来回奔走和资料丢失。

湖南日报记者 欧金玉

编辑同志:
搞摄影的大学同学打来电话 ， 说要来

我们洞口采风 ， 希望我安排一下行程 。 摄
影不同于游山玩水 ， 该怎么去安排呢 ？ 我
突然想起在高沙洪茂有一个叫 “线鸡窑 ”
的地方 ， 那里原来家家户户都手工制作陶
罐 ， 应该适合摄影 。 然而通过多方打听 ，
现在的 “线鸡窑 ” 已不复存在 ， 随着农村
劳动力的外出和陶瓷的工厂化生产 ， 他们
早已不再制作陶罐 。 所幸的是打听到崩坑
岭那里还有目前唯一暂存的一家手工陶瓷
作坊， 遂欣然前往。

走进作坊 ， 看到的是破败的厂房和两
三个年逾花甲的老工人在劳作 ， 厂房里堆

满了各种各样的半成品 ， 同学拿出了摄影
装备 ， 饶有兴致地拍着 。 而我看着那些熟
悉的瓦罐 ， 想起了几十年前 ， 挑着满满一
担瓦罐的 “瓦罐客 ” 时常下乡来 。 每当这
时候 ， 就是村里最热闹的时候 ， 各家各户
就会来挑选自己所需要的瓦罐 。 作坊的姜
师傅今年61岁了 ， 原来在 “线鸡窑 ” 做瓦
罐 ， 现在 “线鸡窑 ” 没人做这门手艺了 ，
他被请到这家作坊打工， 负责做坯和看火，
做瓦罐的泥巴都是从 “线鸡窑 ” 拉来的 ，
现在瓦罐销量并不好， 塑料制品都替代了，
过两年他也不打算做了 ， 尽管作坊不时有
人来参观 ， 说这是一种艺术 ， 但他担心这
祖传的手艺在他这里失传。 我也在担心着，

谁来保护和传承这种传统手艺呢？
向证

记者追踪：
6月6日， 洞口县高沙镇政府就此回复

称， 在洞口县文体广新局和县非遗保护中
心等有关部门的指导和努力下， 2007年全
面启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程。 目前，
高沙镇共有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1项，
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1项， 县级非物质
文化遗产项目3项。 “高沙瓦罐” 作为湖湘
文化的重要遗存， 已于2009年申报为市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 下一步工作， 镇里
将主动争取、 积极配合县非遗保护中心继
续将“高沙瓦罐” 技艺申报省级非物质遗
产项目， 积极引导传承人做好保护和活态
传承工作。

湖南日报记者 田燕

编辑同志：
衡阳县金兰镇自来水厂最近几乎天天停

水。 平时虽然基本晚上9时过后就停水了，但白
天到饭点的时候还是有水来。询问相关人员，都
回答说是水管爆了或者在维修。我就想不明白，
自来水厂怎么天天爆水管，机器天天出毛病。这

么个大热天的，没水大家怎么维持正常生活？而
且平时来水都是黄色的， 这真的是自来水厂过
滤后的水吗？ 希望相关部门查验。 一村民
记者追踪：

记者将村民的呼吁反馈给了衡阳县金兰镇
政府，5月22日，镇政府回复称，金兰镇自来水厂

成立于2008年，坐落于金兰镇城坪水库大坝左
侧，水源来自于双河口的天子坪，城坪水库是补
充水源。 由于今年降雨量较去年同时期大量减
少，在很大程度上造成水源供应不足。造成这次
停水的原因确实是因为水管爆裂， 镇里一直在
督促自来水厂抓紧时间抢修。从5月21日下午开
始， 自来水厂采取分片轮流供水的办法确保生
活用水正常。

湖南日报记者 田燕

编辑同志：
隆回县三阁司镇温塘村2017年实施了农

村路灯建设项目，这本是一件好事。但路灯才
用一年时间，就有多个坏掉了。路灯质量如此
差，是不是工程有关人员有什么猫腻，望上级
部门认真查查。 一村民
记者追踪：

5月23日， 记者从隆回县三阁司镇政府了
解到，温塘村路灯工程的情况是这样的：温塘村
路灯的承建方为“江苏亿晖景观照明工程公

司”，该公司具有生产经营的合法资质。 路灯曾
出现的全线“黑灯”，缘于线路“恒流源”被烧坏，
仅属于技术故障，不能否定路灯的质量。温塘村
的路灯安装，村委按照“2000元/盏，共装30盏，
项目总额6万元，质保期为3年”与亿晖公司签订
承建合同。 该工程属于2017年村级“一事一议”
项目，村委严格按照“四议两公开”程序上报并
组织实施。实施过程公开透明，工程款额的支付
“村账镇管”，未发现村干部从中渔利、从中贪污
的行为。 湖南日报记者 田燕

·北辰小区住改商情况严重
长沙市开福区北辰三角洲奥城E4区4栋

存在严重的住改商现象， 在G层的商铺光明
正大设有酒店前台， 酒店老板私自把租的住
房或自己的住房改为不同风格的主题酒店房
间。 这种住改商的现象早已经渗透到每个楼
层， 小区在一部分业主还没有入住的情况下
已是一片混乱。 酒店经营对电梯等公共设施
的损害巨大， 后期维护成本将大大增加， 整
个社区安全等多方面都存在巨大的隐患。 物
业公司在4栋贴着“严禁住改商行为” 宣传
标语， 而实际上， 住改商在这栋楼里随处可
见， 物业都以“没有执法权” 为由不管。 希
望有关部门能尽快查处这种违规行为， 还业
主一个安宁和谐的小区环境。 伍星

·一渡水镇水塘成了污水塘
新宁县五中围墙外面有一口塘， 本来是

一渡水镇附近上千人生活用水的水源， 最近
几年变成了污水塘， 水是黑色的， 臭气难
闻。 据了解， 是新宁五中上游一个养猪场排

污所致。 农民插田的时候手接触污水， 手就
会溃烂， 严重影响了附近居民的生活， 请环
保部门管一管。 一村民

·住院病人为何要在门诊买药
石门县人民医院在病人出院时， 医生通

常会开一些药， 却不把药开在住院范围内，
而是要病人到门诊另外购买， 这样一来， 这
些药品就得不到报销， 病人尤其是我们农民
病人这笔支出就享受不了医保。 这种做法损
害了我们农民的利益， 望有关部门重视并加
以解决。 闫友柯

·小区内圈养鸡污染环境
衡阳县蒸阳汽车站旁丰源小区最里边新

建的拆迁安置房总共10个门面， 其中有4个
门面租给鸡贩圈养鸡。 白天大门紧闭， 每到
凌晨三点左右鸡叫成群， 周边环境污染严
重， 臭气熏天， 附近房屋纱窗布满绒毛。 万
一发生禽流感， 附近居民人身安全无法保
障， 请有关部门尽快处理。 一居民

微言微语

房产证面积错得离谱
房主冤枉多付30万元

受害人损失至今无法挽回

浪石滩水电站泄洪 百姓财产损失谁负责

村里路灯质量差 工程是否有猫腻

原始发票丢失 医保报销困难

呼吁建议

医院“热情”揽人住院
背后的猫腻

记者在你身边

“高沙瓦罐”技艺亟待保护和传承

金兰镇盼望自来水供水正常

图片说事

指挥交通?
违规揽客！

6月18日下午， 长沙
市五一大道三泰街路口，
几名穿着制服的男子站在
道路中间指挥过往车辆或
左拐或右拐， 让不少驾驶
员误以为是有人在指挥交
通。 其实这些人是附近酒
店和停车场的保安， 在马
路上招揽生意。 这一违规
行为， 让不知情的司机停
车过久， 造成了一时的道
路拥堵。 希望相关部门能
管一管！
湖南日报记者 郭立亮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