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网友“仁和”：峡江县各医
院门诊告示栏均注明，在特殊
慢性病政策方面，参保人员同
时患多种二类慢性病，最多只
能选择两种病报销，最高报销
限 额 职 工 为 6000 元 、居 民 为
4500 元。实际该县基本医疗保
险门诊特殊病种费用报销中，
不管你患多少种病，只能报销
一种病，且无论花费多少钱，居
民相关医药费报销最高限额为
3000 元。县医保局就此解释，
吉安市各县区都是这样操作，
原因是当前的审批及报销系统
只支持一种病，只能等待系统
升级后才能解决相关问题。

峡江县医保局回复：去年，
我县城乡居民医保信息系统开始
整合上线运行，整合期间信息系
统确实存在不完善的地方，如不
支持两种以上慢性病录入报销等
现象。但对于已申报到两种病种
的慢性病患者，费用报销系统结
算达不到政策要求的，我们均已
采用手工结算的方法结算完毕，
确保政策落实到位。2018 年始，
有关两种以上慢性病信息录入及
报销方面的技术问题已全面得到
解决。

近年，受地下管网排水不畅、
雨水倒灌等影响，宁都县田埠乡
建档立卡贫困户雷先生的房屋地
基下沉、房墙多处开裂、倒灌的雨
水还造成室内电路短路，损毁越
来越严重。如今，他家房子已被
建筑专家认定为危房。

雷先生反映，位于田埠街希
望路的一条排水沟管网窄、排水
功能有限，导致该路段居民区常
遭水涝困扰。他多次找乡政府，
希望解决排水沟畅通及其危房修
缮问题。起初，乡政府几名负责
人承诺会“尽快解决”，但年关将
至，问题仍未解决。

对此，田埠乡政府解释，十多
年前，雷先生购买了原田埠乡食
品站的一套90平方米废弃办公房
当住房。由于该食品站建站前，
周边已建有一排居民房以及一条
水泥涵管（直径 30 厘米）排水沟，
食品站的厂房及办公用房就建在

该排水沟上。他买下的房子无独
立卫生间，他便在楼梯间自建，但
未配套建化粪池，卫生间污水直
接和排水沟贯通，加之每逢大雨
天，圩镇雨水排灌不通畅，进而导
致他家水涝之困，房屋也因此受
损。为解决其诉求，去年主要领
导、分管领导、居委会干部已分别
到场察看，与他多次协商并提出
几种整改方案，但因其提出的要
求过高，故未达成一致意见。此
后，又因其本人外出务工，乡、居
委会干部多次通过电话协商，仍
无结果。不过，该乡政府相关负
责人明确表态，乡里已成立工作
组协商解决“老问题”，力求尽早
解决其实际困难。

（本报记者 童梦宁）

问题反馈

网友“问薪”：南 昌 县 人 民
政府网已公布义务教育阶段教
师 2017 年 绩 效 工 资 总 额 是
27240 元，但实际每月的绩效是
1446 元，年终补发的 30%绩效工
资则是人均 7434 元，全年实际
的人均绩效工资只有 24786 元，
还差 2454 元。

南昌县教体局回复：根据
赣府厅发【2016】69 号文件要求，
部分绩效工资已纳入基本工资，根
据不同岗位等级，分别减少相应绩
效工资额度。去年 4月 9日，我县

政府办下发抄告单，将全县事业单
位绩效工资按月人均 205 元的标
准纳入基本工资。

我县去年绩效工资标准为
27240 元，按人均每月核减 205 元
以后，实际绩效工资为 25020 元，
其中70%基础性绩效工资（每月打
入个人工资卡），实际发放 1446
元；30%奖励性绩效工资为 7434
元，年终学校考核一次发放；实际
全年绩效工资人均总额为 27246
元，比官方公布的绩效工资总额
27240元超出6元，并不存在少发、
漏发现象。

（本报记者 童梦宁整理）

特殊慢性病惠民政策在实施中为何打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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绩效工资怎么少了2千多元

群众反映：我是袁州区金园
街道厚村村吴家组的村民，我村
毗邻经开区有一条烂泥路，出行
不便。

宜春经济技术开发区回复：
经核查，你反映的吴家组道路情
况基本属实。从厚村到吴家组
是一条宽约 4 米、长约 500 米的
未硬化道路，金园街道曾多次进
行填石屑平整，由于该路段基础

较差，容易出现坑洼不平的现
象，对群众出行造成不便。因村
组及村民对修路费用存有异议，
修路事宜长期搁置。为妥善解
决吴家组居民出行的问题，金园
街道已提出具体方案：一是先解
决道路不平的问题，尽快对现有
路基进行平整，确保春节前平整
完；二是组织专业人士现场探
勘，提出方案，报公路部门立项，
尽早对该道路进行硬化。

泥泞路影响群众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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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困户的危房何时修缮？

购铁皮石斛被经营者欺骗

群众反映：我在婺源县石城
边购买铁皮石斛时被个体户欺
骗。

婺源县委办公室回复：经调
查，你反映的情况属实。该摊点
的欺诈经营给你带来了不良的

旅游体验，抹黑了婺源“中国最
美乡村”的形象。我们已对该摊
点采取了取缔经营的处罚措施，
并追回了你的买药款 4900 元。
请你尽快与婺源县旅游诚信退
赔中心联系。再次诚挚地对你
说声抱歉。

应对检查 泥土覆盖水泥地面

2 月 11 日，东升镇的集镇路边，一
家名为“春霞酒楼”引人注目。该酒楼
门口有一块空地，两侧被黄色泥土覆
盖。可能是怕下雨冲掉泥土，周边用砖
块挡住。空地中间留了一条可以行车

的水泥地面通道。
知情人告诉记者，土层的下面是水

泥，这是对付卫星监测的“夹心层耕
地”，这种“夹心层”耕地根本不能耕种，
就是摆摆样子。记者拿树枝往泥土里
戳，发现不到10厘米厚的泥土下面就是
一层平整的水泥地面。

此时，一名中年女子从屋里走出
来，自称是该酒楼的老板，姓钱。她表
示，之所以在水泥地盖一层泥土，是因
为有朋友告诉她，如果门口用地属于违
规行为，即便执法人员现场没有发现，
天上的卫星也能看得一清二楚，只有将
泥土覆盖水泥地，才可以遮住卫星的

“耳目”。
原来，今年1月，春霞酒楼收到国土

部门下达责令整改通知书，要求其将违
规使用的面积复耕。听了朋友的建议
后，酒楼老板用大货车拖来泥土覆盖水
泥地，因此门口就出现了两块平整的人
造“耕地”。

当地村民告诉记者，镇上的人基本
都知道春霞酒楼门口的两块“土地”是
水泥地伪装成耕地来“欺骗”卫星，以应
对国土部门的监管。

清除违建 按要求进行复耕

东升镇国土资源管理所所长欧阳
勇军说，春霞酒楼这栋房子是通过了审
批的农民自建房，当时国土部门只批准
了 120平方米的占地面积，但是该酒楼
在建设过程中违规占用了一些耕地和
林地，超出了审批面积。

据介绍，春霞酒楼是在2016年开始
建设的，期间国土部门发现了该酒楼违
规建设行为，对其下达了停建通知书。
今年 1月，东升镇国土资源管理所又对
该酒楼下达了整改通知书。

此前，彭泽县国土资源局要求各乡
镇对超出的面积进行拆除复耕，在拆除
复耕的要求中，有一条是把硬化的部分
拆除，恢复成耕地现状。显然春霞酒楼
耍了个“小聪明”，未按照要求拆除水泥
地面，而是在水泥地面上铺一层泥土，
假装已经“还耕”，应付国土部门的整改
检查。

对 此 ，东 升 镇 国 土 资 源 所 与 春
霞酒楼的老板进行了多次沟通，并
将该酒楼的违建情况上报给了县国
土 资 源 局 。“ 目 前 我 们 只 能 对 其 劝
解，要求当事人将门口的黄泥清除，
并按照要求拆除水泥地面，恢复耕
地整改到位。”欧阳勇军说，该所已
将此事反映给镇政府，请求镇政府
配合处理。

东升镇党委副书记陈良玉介绍，国
土部门已经定性，春霞酒楼门前的违规
用地属于一般性耕地。但春霞酒楼私
自改变了门前用地的性质，这是不能容
忍的。

2月 12日下午，在东升镇政府的安
排下，一辆挖土机和一辆运送泥土的大
货车进入春霞酒楼违建现场。之前，国
土部门和镇政府已经做通该酒楼老板
的思想工作，老板表示愿意配合拆除水
泥地面，恢复耕地现场。

很快，春霞酒楼门前的水泥地面被
捣碎，水泥块被运走。陈良玉说，下一
步，将按照要求对该地块进行复耕。

水泥地面盖泥土 应对国土部门检查

彭泽一酒楼门前“夹心层耕地”被清除

本报记者 邹海斌

2月4日，中国亲子阅读大会小年
夜颁奖盛典，来自宜春学院的“音体美”
支教大学生张恒、闻保林、黄辉及江西
师大学生宋爱萍受到隆重表彰。

受多种因素影响，边远农村小学音
乐、体育、美术专业教师师资短缺，农村
孩子的兴趣爱好得不到很好培养，综合
素质有待进一步提升。去年7月，为深
化教育改革、推进教育扶贫，我省在全
国率先选派音乐、体育、美术专业大学
生赴边远农村小学支教。

江西师大、宜春学院等9所师范类
院校选派180名音体美专业大学生，分
赴全省30个试点县、60所边远农村小
学，开展了为期一个学期的“音体美”支
教。去年9月以来，记者数次走进宜春
学院在袁州区、分宜县开展“音体美”支
教的几所边远农村小学，探访这场特殊
的支教。

学校有了“音体美”

小洞小学位于宜春市袁州区水江
镇，山路崎岖陡峭，从市区驱车需要近
两个小时。2017年 9月，宜春学院 3名

“音体美”支教大学生的到来，让这所边
远山区小学第一次有了音乐、体育、美
术老师。

在美术课中，细心的王宇梅发现，
很多孩子只在画纸的角落动笔，画出来
的也只是小小的图案。为什么会这样
呢？原来，由于父母长期在外、和老人
们存在代沟，小洞小学的孩子们缺乏对
外交流，逐渐变得内向怯懦，甚至不敢
大声说话。

这些潜意识的举动，引起了支教大
学生的关注。他们通过课间游戏和体

育课，让孩子学会交流和沟通。他们还
组织孩子们一起出板报、画墙绘，营造
美好、欢乐的学习氛围。

马少波刚到分宜县新祉中心学校
支教时，孩子们对新老师很好奇。很少
有老师上美术课，偶尔有县城的老师来
教美术，也在当天离开。

马少波在课外成立了美术兴趣班，
受人数限制，一名女生没被选上，哭了
整整两节课。在一次课间，一大群孩子
围在马少波的身边，扯着他的衣袖说：

“老师你别走，我们想你一直给我们上
美术课！”

在袁州区楠木乡荷溪小学支教，刘
可心每周要上14节课，每天放学后还要
教兴趣班。由于每天长时间上课，她的
嗓子沙哑说不出话，十分着急。孩子们
关心地说：“老师，您这节课别讲了，我
们自己画，您要好好休息。”次日，还有
学生从家里带来了金银花，请刘老师一
天多喝几次。

我们是冠军

袁州区水江镇中心小学每年都会
举行秋季运动会，给小洞小学发去报名
表后，学生报名却不积极，他们怕输。

体育支教大学生张恒认为，这是一
次提高孩子们体育意识的好机会，不断
给学生做思想工作。终于，学生们决定
参加运动会。运动会期间，学生们从害
怕到团结一心，最终取得了17个第一名、
10个第二名和18个第三名的好成绩。

在分宜县新祉中心小学，最令体育
支教大学生黄辉激动的是，他带领的四
年级足球队在全县中小学生足球联赛
中夺得冠军。

刚到袁州区楠木乡荷溪小学，宜春
学院体育支教大学生闻保林发现，小学
操场没有画上体育场地的地标。于是，

闻保林和支教的同学一起动手，在学校
水泥地上画了羽毛球场、篮球场、排球
场的地标线。为了和孩子打成一片，他
准备了大量的游戏，甚至在游戏中被孩
子拉坏了两件衣服。

期盼更多大学生支教

农村留守儿童多，老人观念陈旧，
只管孩子吃饱穿暖，难以顾及孩子的卫
生、学习以及心理状况。冬天寒冷，很
多女孩子不注重卫生，头上长了虱子，
有时挠得头皮都破了。为了解决孩子
的烦恼，支教大学生几经波折找到了用
硫黄皂加白酒去虱的好办法。

大学生们默默付出，感染着每一个
孩子。一小女孩用卡纸做了皇冠和小
贺卡送给王宇梅，贺卡上写着一行稚嫩
的小字：“亲爱的美术老师，谢谢你给我
们上课，在我眼中美术老师就像公主一

样。”王宇梅落泪了。
有一次，黄辉想去看看孩子的伙

食，却让他大吃一惊：孩子们的菜只有
萝卜干、萝卜片，甚至有孩子只吃白饭。

黄辉说，虽然他带领的足球队夺了
冠军，但孩子们身体发育慢、营养不良
的问题不容忽视。他迫切希望孩子的
伙食能够得到改善。

在边远山区，孩子们渴望拿起画笔
画出绚烂童年，渴望用歌声唱出对父母
的思念。新楼小学支教大学生汪燕芳
说，为了让边远农村小学的孩子拥有不
一样的课堂，希望能有更多同学加入音
体美支教队伍，把这份爱延续下去。

2017 年音体美专业支教志愿服务
工作告一段落，支教大学生恋恋不舍地
告别孩子们，回到大学校园。目前，宜
春学院正在招募下一轮音体美支教志
愿者，为边远农村小学的孩子带去更多
知识，激发活力，让生活更精彩。

“音体美”大学生山区小学支教受到学生欢迎

“在我眼中美术老师就像公主一样”

“我希望病能快治好，我想去读
书！”2 月 10 日晚，在“江西省中医药志
愿者联合会年度工作总结暨北、上、广
赣籍医疗专家回乡联谊会”活动中，受
邀参加的 17 岁男孩高俊（化名）一句
简短朴实的话语，打动了现场 300 余
人的心。

受省中医药志愿者联合会特邀，
随行高俊参加活动的还有他的爷爷高
跃萍、奶奶曾继华和父亲高兆群。他

们是萍乡安源籍革命前辈高自立的后
人。高自立 1950 年 1 月病逝后，妻子
杨竟成婉拒组织的安排，带着独女高
馥英回到老家萍乡，代代务农为生。
几年前，高跃萍、高俊爷孙俩先后患上
了肾衰竭及精神疾病，而高兆群夫妇
长年在外务工，照料爷孙俩的重担全
落在奶奶曾继华肩上，家中生活举步
维艰。

去年 7月，在本报及省中医药志愿
者联合会、省政府驻沪办的协助下，赣
籍医疗专家廖德宁教授一行6人专程赶
赴安源区青山镇源头村，上门为高跃
萍、高俊爷孙俩诊疗及慰问，本报曾就
此持续进行报道。

近半年来，在医疗专家的精心治疗
和安源区政府部门的关怀下，高跃萍的
病情明显好转，可高俊的病依然如旧，

连生活也不能完全自理，只得继续辍学
在家。

在当晚活动中，大屏幕现场播放了
高自立革命斗争史的简短宣传片，令
300余名参会人员深受鼓舞。当高俊一
家被请上台时，全场报以热烈掌声。奶
奶曾继华表示，全家此行除了感谢社会
各界对他们的关爱之外，再次请求现场
医疗专家帮帮高俊。她哽咽道：“我的
孙子才17岁，只是希望他将来能具备基
本生存的能力，不要成为社会和国家的
负担。”高俊望着满眼泪水的奶奶，怯生
生而坚定地向台下观众说，“病好后，我
要读书！”

随后，省中医药志愿者联合会会长
魏佐军代表该组织现场向其全家捐赠
了1万元。江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针
灸推拿学博士常晓波主动请缨：“将这

个男孩子交给我吧，我用针灸推拿等中
医技术免费为其治疗。”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精神内科疾
病治疗时间较长，医疗费用高，普通患
者一年仅药费都得花几万元。江西一
方天江药业有限公司总经理陈联斌现
场向记者表示，日后，只要医生为高俊
开出的中药，全由其企业长期免费提
供，直到他治愈为止。

与此同时，沪赣医促会会长胡志
前、秘书长彭亚军，以及去年上门慰问、
诊疗的廖德宁、李清华，首都医科大学
附属北京世纪坛医院副院长张能维，中
山大学附属第六医院肝胆胰脾外科主
任万云乐等医疗专家均表示，高俊爷孙
俩如果赴省外治疗，他们将通过多种渠
道提供优质医疗资源服务，努力帮助革
命烈士后人尽早摆脱病痛。

本报曾报道的革命前辈高自立后人患病牵动众人心

宝贝别怕，我们一起帮你赶跑病魔！
现场捐赠1万元 针灸博士主动请缨治疗 企业承诺长期供药

为了显示耕地还存
在，彭泽县东升镇一酒楼
老板在违规使用的水泥
地上堆了一层泥土，试图
逃过监测卫星的“法眼”
和国土部门的检查。不
料聪明反被聪明误，该酒
楼这种“奇葩”的举动，反
而引起镇上居民的不满，
并向相关部门举报。

清除春霞酒楼门前违建的水泥地清除春霞酒楼门前违建的水泥地。。
本报记者徐黎明摄

支教大学生给孩子们上课支教大学生给孩子们上课。。 本报记者邹海斌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