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日报6月10日讯（记者 周俊 通讯
员 刘兆梅）“得病以来，大病保险累计报销
了30多万元，为我节省了一大笔开支，真是
雪中送炭！”端午节前夕，在娄底市中心医
院，刚完成出院结算的邹先生感慨不已。

近年来，娄底将城乡居民大病保险作
为降低群众医疗负担的重要“防线”，持续
派发惠民“福利”。2017年，娄底在全省率
先将建档立卡贫困人口的大病保险起付
线降半至6900元，精准提高了贫困人口的
受益度和受益面。去年，在全省率先将大
病保险报销比例由50%提高至55%， 建档

立卡贫困人口的报销比例提高到60%，封
顶线从20万元提高到30万元，进一步提高
了保障水平。今年，该市城乡居民大病保
险进一步提质增效， 起付线由原来的
13800元下降到12800元， 其中贫困人口
起付线为6400元， 报销比例也提高了5个
百分点。

在着力提升保障能力的基础上， 娄底
全力优化服务效能。 加强大病保险与各基
本医保信息系统的网络对接及数据共享，
市域内基本实现城乡居民大病保险与基本
医保“一站式服务、一窗口办理、一单制结

算”，群众出院时直接结算基本医保和大病
保险，不需跑腿。对贫困人口，在县域内开
展“基本医保+大病保险+扶贫特惠保+医疗
救助+医院减免+财政兜底”结算模式，一单
享受各种健康扶贫综合医疗保障待遇。

为确保制度可持续，娄底在医保总额
控制基础上开展以按病种付费为主，按人
头付费、按床日付费等多元复合式医保支
付方式改革，促进医疗机构主动控费和降
低各项医疗成本。同时，在全市开展整治
过度医疗暨打击欺诈骗保专项治理行动，
去年全市医保共拒付不合理费用2387万

元，追回医保基金593万元。
自2016年实施城乡居民大病保险以

来，娄底累计报销大病60071人次，报销金
额达3.5亿元，大病实际报销比例在城乡居
民基本医保的基础上提高了11个百分点，
有效缓解了因病致贫返贫。

湖南日报6月10日讯（见习记者 成俊
峰 通讯员 陈毅）“城管队员设身处地为
我们排忧解难， 让‘老冤家’ 成了‘新朋
友’。”6月4日，正值摊主王秀英搬至衡阳市
石鼓区青山街道便民服务点经营第60天。
她笑道， 自从城管执法队员劝她来到指定
摆摊点经营，顾客变多了，还不用担心违法
摆摊被罚。青山街道相关负责人介绍，青山
街道创新设置便民服务摊点， 旨在让流动
摊贩不再四处“逃窜”，拥有“归属感”。

石鼓区是衡阳市的核心商圈，城市治
理工作难度相对较大。今年来，该区按照
“以人为本，执法为民”的理念和“因地制
宜，合理疏导，有序安置”的原则，深化推
进“721工作法”。即：70%的问题用服务手
段解决，20%的问题用管理手段解决，10%
的问题用执法手段解决。该区通过对居民
密度、摊贩需求量进行摸底，在全区设置
20余处果蔬、小吃、夜市疏导点和便民服
务点，引导300余处流动摊贩入点经营，不

仅改变了流动摊贩“游击式”躲避管理状
况，还实现城市管理从“刚性执法”到“柔
性服务”的转变。

石鼓区还按照“教育为主、处罚为辅”
的原则， 每月定期对该区300余名一线执
法人员和劝导员进行服务培训与执法案例
交流，提升他们执法水平，并允许执法人员
对初次违反城管法规行为， 予以先警告改
正机会， 对多次劝导无效的再对其进行处
罚，让“刻板”管理转化为有“温度”的服务。

“以前流动经营，碰上执法队员，遭到
的不是训斥就是处罚。如今，他们会指引
我们如何更好地经营。” 在潇湘街道疏导
点经营水果的摊贩刘小平感慨， 以往，执
法者与被执法者间缺乏交流，暴力冲突屡
屡发生，如今冲突现象已很少见。

目前，石鼓区违规摆摊、占道经营等市
容顽疾得到有效遏制。今年来，各类涉及城
市管理的违法行为投诉率同比下降81%，没
有一起相关行政诉讼和行政复议。

湖南日报记者 郑旋 通讯员 胡谦

端午假期，微风和煦，绿树成荫。记者
从中南大学南校区大门一路深入，来到云
麓园社区。粉刷一新的雪白墙壁、整洁干
净的木质楼梯、精致精美的壁灯壁画……
落脚在立宪小区2栋1单元前， 抬头仰望，
五颜六色的绿植纷纷从楼道间探出头来。

这是一幢名为“生态之美”的楼栋。很
难想象，今年以前，这里还是一幅破乱模
样：楼梯间堆满杂物，电网线路错乱密布，
零星的公共空间，上楼下楼常与邻居发生
肢体“碰撞”。

如今， 楼道有了显而易见的变化，
作为参与改造设计的成员之一，中南大

学建筑与艺术学院学生王璐瑶很开心。
从最初的征集意见，到修改完善设计方
案，到最后的设计作品呈现，她和社区
工作人员入户走访、实地勘测的一幕幕
都记忆犹新。

最初，楼道怎么改，改哪些地方，居民
意见不统一。尤其是当社区工作人员和中
南大学设计团队拿出一套各单元改造内
容风格完全相同的初稿时， 很多人不满
意，有些原本支持改造的甚至突然变卦。

一次次户主会 、 一次次居民代表
会……最后，云麓园社区将每个单元住户
的实情和较为集中的需求融入到设计方
案里，以“一单元一主题、一楼层一特色”
打造美丽楼道。

与2栋1单元居民爱好种植花草不同，
5栋大多住的是老年人， 居民提议将楼道
主题命名为“岁月”。 记者移步至此后发
现，无论是墙绘还是布置，处处蕴含尊老
敬老的元素，为方便老人歇脚，楼道每层
还特别设计了温馨椅。

在岳麓区，并不是只有云麓园社区拥
有这样的“美丽楼道”。走进咸嘉新村社区
嘉文苑小区，家风楼、朝阳楼等标识显著，
听说，楼里还发生过不少“美丽”的故事。

得知美丽楼道建设需要一定资金，嘉
文苑小区9栋6单元的党员李萍主动出资
3000元。随后，在社区党员居民的倡议下，
不仅95%的常住户各掏腰包，甚至房屋出
租了的业主，人在外地，也通过手机转账

贡献一笔“美丽资金”……
今年4月，9栋2单元的党员杨德强

装修房子之际，恰逢小区进行美丽楼道
建设。“房子本是用来会客的，何不拿出
来供邻里使用呢？”转念一想，他大方让
出自家客厅，改为楼道会客厅，供居民
每周议事。

故事听罢，记者发现，在美丽楼道建
设过程中，岳麓区街道、社区并没有大包
大揽，而是通过党员带头、挖掘热心居民
志愿者带动全员共同参与。“党建引领，自
治共治，群众满意。”在嘉文苑小区党支部
书记刘佳看来，“美丽楼道”建设，是社区
治理方式创新的又一次有益尝试。

今年，岳麓区把“美丽楼道”建设列为
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十项举措之一，包括云
麓园、咸嘉新村、学堂坡、阳明山庄等首批
打造完成的社区在内，每个城区街道将选
取1个小区集中打造10个整洁、温馨、有温
度的“美丽楼道”。

天公不作美
长沙旅游市场依旧坚挺

湖南日报6月10日讯（欧阳倩）端午小长假，长沙
暴雨频频来扰。尽管天气不给力，但长沙各文旅景区依
旧火爆： 共接待游客305.11万人次， 实现旅游收入
27.71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1.53%、13.46%。

文旅活动精彩纷呈。划龙舟是端午重要习俗之一。
长沙县黄兴龙舟竞渡， 浏阳官渡镇等地也举办了龙舟
赛，万面鼓声中上演“速度与激情”，吸引大量游客前来
观看。

亲子游是主力。端午假期最后一天也是高考结
束第一天，各景区精心策划带动家庭游、亲子游。浏
阳古港镇乡到家DIY（自己动手制作）研学乐园，免
费向高考、中考学生（凭准考证、学生证）开放；浏阳
沙市镇艾瑞克冰雪仙境乐园的冰雪世界，也吸引了
不少学生。

乡村近郊游持续升温。假日期间，越来越多的
市民携亲友走出市井喧哗， 选择到城市近郊休闲
游。 长沙不少农庄借助传统民俗和农家风情文化、
乡村饮食等农家特色旅游体验活动，吸引大量城市
游客。

小长假期间，长沙旅游市场经营规范、秩序良好，
未出现重大安全事故和旅游投诉，实现了“安全、秩序、
质量、效益”相统一的目标。

长江一帆远
落日五湖春

周瑟瑟多语种诗集《向杜甫
致敬》出版

湖南日报6月10日讯（记者 徐亚平）端午前夕，著
名诗人周瑟瑟多语种诗集《向杜甫致敬》，在美国纽约
出版。诗集共收录55首诗，是从周瑟瑟30多年创作的
诗歌中精选出来的，包括《向杜甫致敬》组诗、《林中鸟》
《人群中总有一个好看的》《人马》《洗衣机里的小孩》等
代表作。深受湖湘文化浸染的周瑟瑟执意要“向西方传
达中国古典诗歌传统精神”。

长江一帆远，落日五湖春。《向杜甫致敬》包括
英语、西班牙语、瑞典语、日语、韩语、蒙古语、越南
语、汉语等语种，由日本汉学家竹内新、墨西哥汉学
家莉亚娜、越南汉学家何范赋，以及（智利）孙新堂、
(韩国 )� 郭美兰 、 (美国 )� 洪君植、（瑞典） 李笠、（美
国）金重、（澳洲）卡桑德拉·阿瑟顿、莫笑愚等翻译
家、诗人翻译。

近年来， 周瑟瑟应邀参加了第27届哥伦比亚麦德
林国际诗歌节、 第七届墨西哥城国际诗歌节、 第三届
（越南）亚太地区诗歌节、孔子学院拉丁美洲中心“中国
作家讲坛”，在聂鲁达基金会、智利圣托马斯大学、哥伦
比亚塔德奥大学、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墨西哥蒙特雷
新莱昂州自治大学、 墨西哥奇瓦瓦自治大学等进行诗
歌朗诵与文学讲座，他以“诗人田野调查”的方式大剂
量写作，提出“诗歌人类学”“走向户外的写作”“重建中
国诗歌现代性启蒙精神”，创造了一种“元诗歌简语写
作”。

《向杜甫致敬》是向西方世界传达中国当代诗歌的
声音的一部分，体现了中国当代诗人的古典精神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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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州新闻

从“刚性执法”到“柔性服务”
石鼓区涉城管违法行为投诉同比下降81%，没有一起相关行政诉讼和行政复议

为城乡居民雪中送炭
娄底大病保险3年累计报销3.5亿元

走进“美丽楼道”的背后
———岳麓区基层治理呈现新活力

老百姓的故事

湖南日报记者 李秉钧 通讯员 李川

在郴州市苏仙区五里牌镇大头垅村，说
起村民李小芝，左邻右舍都对她竖起大拇指。
10年来， 她不仅用勤劳的双手操持家务，还
尽心照顾瘫痪在床的小姑子，用一言一行诠
释了“长兄为父，长嫂为母”的传统美德。

6月10日，记者专程前往采访。
李小芝的小姑子邓小梅今年46岁，1岁

多时，患上小儿麻痹症，生活不能自理。从
小吃饭、上厕所、洗澡都要人照顾。李小芝
公婆健在时，把邓小梅带在身边照顾，很少
让李小芝插手。2009年婆婆病逝后，李小芝

主动接过照顾小姑子的责任。
镇村干部考虑到邓小梅的实际情况，

曾想帮她联系敬老院。 但李小芝拒绝了这
番好意，她觉得，小姑子安排到那里生活，
因不能自理很不放心， 带在身边照料会更
放心。

为了照顾瘫痪的小姑子， 李小芝和丈
夫邓加顺从没出过远门。 邓加顺在附近村
里的油茶基地打零工， 李小芝在家照顾小
姑子，并包揽了所有家务事。

“我小姑子瘫痪40多年， 双脚都萎缩
了。”李小芝介绍，她每天坚持给小姑子按
摩4次，让其身体活血通络。吃饭的时候，尽

量让小姑子自己挪动双手慢慢吃。 李小芝
说：“医生告诫，生命在于运动。小姑子的脚
40多年不走路才会萎缩， 现在要多让她动
动手，自己吃饭。”

这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李小芝悉心
照顾邓小梅10年。10年里邓小梅从没下过
床，身上却没生过褥疮，房间打扫得干干净
净，没有一点异味。李小芝说，虽然自己年
纪也大了，背弯了，头发白了，感觉越来越
吃力，但一定会像以前一样，尽好自己的责
任，照顾好小姑子。

邻居彭春凤对李小芝赞不绝口：“她对
妹妹照顾得很周到，既是嫂子，更像妈妈，真
不容易。”村主任邓加良也说，这些年村里一
直号召大家向李小芝学习，弘扬正能量。

面对大家的夸奖，李小芝有些腼腆，她
说：“小姑子是自己家里人， 照顾她是一种
义务，应该的。”

小姑重疾 长嫂当娘
———记郴州大嫂李小芝

湖南日报6月10
日讯（记者 徐亚平
通讯员 汪令维 司
马逸茹 ）今天上午，
湖南交通工程学院
湘阴项目暨湖南中
盛交通高科技研究
院开工奠基仪式，
在湘阴县金龙新区
举行。 该项目总投
资约30亿元， 规划
用地1500亩， 总建
筑面积 80万平方
米。项目建成后，湘
阴将告别无高校的
历史。

位于衡阳市的
湖南交通工程学院
创办于1991年，是
一所经教育部批准
成立的全日制普通
本科学校。 学校现
设23个本科专业和
26个专科专业 ，在
校学生2.8万余人。
该校将把学校本部
及本科部从衡阳整
体搬迁至湘阴县金
龙新区， 并新成立
湖南中盛交通高科
技研究院， 建设产

学研一体化基地， 并将在筹建中国
退伍军人职业技能培训基地、 推进
中药产业化和医养基地建设等方
面，与湘阴开展深度合作。

近两年来， 湘阴将湖南交通工
程学院项目作为社会事业投资项目
“一号工程”来抓，在供地手续办理、
项目环境优化、 配套工程建设等方
面，扎实提供一对一、保姆式、全天
候服务。目前，项目综合楼、图书馆、
体育馆、办公楼已完成审图，施工现
场已完成“三通一平”，各项建设有
计划、 按步骤、 有条不紊地加速推
进，确保2020年9月建成招生办学。

湖
南
交
通
工
程
学
院
湘
阴
项
目
开
工
建
设

总
投
资
约30

亿
元，

规
划
用
地
面
积1500
亩

奖级 中奖
条件

中奖注数
（全国）

一等奖 2
二等奖 9

中奖注数
（湖南）

单注奖金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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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25229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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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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芙蓉镇扶贫安置区
二期基本完工
6月4日， 永顺县芙蓉

镇易地扶贫搬迁安置区二
期基本完工。 该项目总用
地面积226亩，总建筑面积
近17万平方米， 计划安置
易 地 搬 迁 对 象 1527 户
5360人， 搬迁人数规模目
前位居全省第三。 一期项
目规模30栋958套， 已于
2018年12月10日完成分
房入住。

湖南日报记者 童迪
通讯员 孟春绒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