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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蔡颖辉）2岁儿童戏
水时掉入水中，被救上岸时已生命垂危，
幸遇路过的民警及时给他做人工呼吸，
终于在“黄金5分钟”内救回孩子性命。

6 月 3 日 15 时 30 分许，靖安县
公安局双溪派出所副教导员付勇
与民警袁田一同前往双溪镇马尾
山林场执勤，途经马尾山池塘时，
付勇听到有村民大喊“有孩子掉河
里了”。他立即停车赶往马尾山池
塘边，只见一名约 2 岁的男童已被
人从河中救起，但嘴唇和肤色已经

变成紫色了。见状，付勇果断对男
童采取心肺复苏急救法，将呛水的
男童侧身倒立，并用中等力度空心
掌拍打背部，使呛入肺部的水迅速
流出。接下来，他又跪下来不停地
给男童做人工呼吸。几分钟后，男
童肤色由紫色逐渐变红，最后哭了
起来。大家听到孩子哭声的那一
刹那，瞬间松了一口气。随后，付
勇用警车将男童送往医院进一步
救治。目前，男童生命体征完好，
已无大碍。

民警跪地做人工呼吸 溺水儿童转危为安

家家有本难念的经，但冯兴碧
家的“经”念得特别艰难。今年 41
岁的冯兴碧原本可以安心在外地赚
钱养家，却不得不成为家庭主夫，他
要照顾年近 70 岁的残疾母亲和患
有精神病的妻子，还要养育两个
正在上小学的孩子。面对困境，
冯兴碧在扶贫干部的帮助下，用
自己勤劳的双手改变生活，摆脱
贫困。

近日，记者来到万年县上坊乡
富厂村时，冯兴碧正独自搬运水泥，
全身沾染着尘土，活像个泥人。见
有客人来，他赶紧放下手中的活，一
边洗手洗脸，一边推开门让客人进
入厅堂。冯兴碧的母亲茫然看着客
人，妻子正在房间睡觉。冯兴碧告
诉记者，2012年，他与父亲开始谋划
建造新房。第二年，父亲因病去世，
家里只剩下他一个劳动力。那时的
他几乎绝望，一度想放弃建房。得

知情况后，驻村扶贫干部多次鼓励
并帮助他申请建房补贴。凭着自己
的吃苦耐劳，冯兴碧耗时 7 年肩挑
背扛总算把房屋建成。

“既要在家做饭、洗衣，还要外
出赚钱养家，冯兴碧就像上了发条
的时针，一刻都不敢停下。”万年县
人社局驻村扶贫干部张高翔看在眼
里记在心里，只要有空就会来到冯兴
碧家里与他谈心，并向邻村村民推广
冯兴碧的石匠手艺，让他在闲暇时间
就近接活，仅此一项每年可获得1.5
万元收入；扶贫干部还引导冯兴碧入
股雷竹产业，每年有 3000元固定收
入。与此同时，冯兴碧又购买了“小
铁牛”，种了4亩多水田和两畦玉米、
80多株西瓜。冯兴碧说：“只要自己
勤奋，加上有党
的好政策，以后
的日子肯定会越
来越好。”

每天清晨，南昌县澄碧湖公园，
一个左脚残疾的中年男人在利索地
挥帚扫地，他就是南昌市“五一劳动
奖章”获得者胡洪根。

在普通而平凡的岗位上，他为什
么能得到大家的夸奖？

胡洪根家住南昌县莲塘镇莲塘
村，左脚残疾，妻子患乳腺癌在住院
治疗，家中还有80多岁的老母亲和一
个正在读书的儿子，生活比较困难。

2015年，南昌县要求每个村配备
环卫工，月工资 1200 元。得知消息
后，胡洪根第一个来到村委会，争取
这个就业机会。莲塘村党总支书记
揭平根回忆道：“当时，党支部正在开
会研究这件事情，胡洪根说明来意
后，大家震惊了。”因为大家心里都有

一个疑问——胡洪根
走路都不利索，能扫好
地吗？

揭平根劝他打退

堂鼓，谁知胡洪根却拍着胸脯说：“我
走路虽然不利索，但干活一定不会偷
懒，保证把村子扫得干干净净。”

胡洪根说到做到。每天早晨 5
时许，便开始把村里扫个遍。每次打
扫完回到家时，一身泥土，累得满头
大汗。

胡洪根的辛勤劳动，换来了莲
塘村道路的干干净净。一次偶然的
机会，澄碧湖管理处来考察莲塘村
环卫工作，得知胡洪根的事情后，便
想把胡洪根“挖”过去。这时，胡洪
根提出自己可以兼职，澄碧湖管理
处应允了。

勤快的胡洪根有了两份工作，收
入增加了。而莲塘镇为他母亲办理
了失地农民保险，每个月有近 2000
元。今年，胡洪根一家成功脱贫。他
感慨地说：“幸福要靠自己奋斗，有
双健康、勤快的双手，就一定能摆脱
贫穷。”

家 庭 主 夫 脱 贫 记
本报记者 陈化先

身 残 志 坚 成 劳 模
本报记者 余红举

6 月 11 日，记者从省邮政管理
局获悉，我省《2018 年邮政行业发
展统计公报》（以下简称“公报”）已
于近日发布。公报显示，2018 年，
我省邮政行业业务总量完成176.64
亿元，同比增长 36.25%。全年邮政
行业业务收入（不包括邮政储蓄银
行直接营业收入）完成116.26亿元，
同比增长24.14%。

据统计，2018 年，我省年人均
快递使用量为13.33件，年人均用邮
支出 250.15 元，年人均快递支出
144.35元。

我省快递业务7年保
持快速增长

公报显示，2018年，我省快递服
务企业业务量完成 61929.50 万件，
同比增长 41.54%；快递业务收入完
成67.09亿元，同比增长36.36%。

省邮政管理局相关负责人表
示，无论是快递服务企业业务量还
是快递业务收入，自2012年以来连
续7年保持快速增长。

从数据上对比发现，异地快递、
同城快递业务量增长态势明显。

2018 年，我省异地快递业务量
完 成 51771.26 万 件 ，同 比 增 长
40.27%；实现业务收入 42.13 亿元，
同比增长 36.56%。全年同城快递
业务量完成9670.08万件，同比增长
49.58%；实现业务收入8.15亿元，同
比增长48.02%。

此次公报统计中，南昌、赣州、
九江、上饶和吉安成为我省快递业

务量排名前五位的设区市，其快递
业务量合计占全省全部快递业务
量的比重达到 81.52%。快递业务
收入排名前五位的依次是南昌、赣
州、九江、上饶和宜春，其快递业务
收入合计占全省全部快递业务收
入的82.22%。

农村“邮路”更宽广
数据显示，2018 年，我省邮政

行业拥有各类营业网点7384处，其
中设在农村的 3352 处。邮政企业
全省拥有邮筒（箱）2039个、邮政报
刊亭680个。全行业拥有各类汽车
5628辆，比上年末增长 9.15%，其中
快递服务汽车3487辆，比上年末增
长6.80%。

通信网路方面，农村投递路线
同样亮眼。据统计，2018 年，全省
邮政邮路总条数 633 条，邮路总长
度（单程）98972公里。其中邮政企
业农村投递路线3040条，农村投递
路线长度（单程）90190公里。

2018 年，全省邮政企业城市投
递路线2037条，城市投递路线长度
（单程）44143公里。全省快递（快运）
服务网路条数2417条，快递（快运）
服务网路长度（单程）287783公里。

值得注意的是，相较于持续发
展的快递业务，2018 年，我省邮政
业普遍服务仍在不断下滑。2018
年 ，我 省 全 年 函 件 业 务 量 完 成
2763.55 万件，同比下降 7.79%。全
年包裹业务量完成44.53万件，同比
下降 11.17%。全年汇兑业务完成
63.27万笔，同比下降27.38%。

我省发布2018年邮政行业发展统计公报

快递业务持续增长
农村“邮路”更畅通

本报记者 刘 斐

祠堂成为优秀传统文化讲堂

5月27日，夜幕落下，乐安县罗陂乡
水溪村女子乐队正在彭氏大宗祠里唱
歌。水溪村女子乐队有 20 多个人，笛
子、巴乌、葫芦丝、舞蹈，样样都能；自编
自导的竹竿舞、现代舞，跳得有模有
样。彭氏大宗祠是这支女子乐队平时
排练和表演的主要场所，也是村里的传
统文化讲堂。

罗陂乡是乐安县西南与永丰县接
壤的一个乡镇。谈到将祠堂变讲堂的
原因，罗陂乡党委书记陈雪华告诉记
者，全乡各村共有大小祠堂10余座。早
些年，这些祠堂除用作宗族祭祀和举办
红白喜事外，大多时候都闲置不用。同
时，以前的罗陂乡产业单一，人口密集
且群众宗族观念强烈，群众农闲时打牌
之风盛行，耽误发展不说，还容易引发
矛盾。

2016年，由乡政府组织举办的第一
届乡村器乐大赛在水溪村举行，没想到

有近百人报名参加。从2017年开始，乡
党委、政府对村民自发的文化需求加以
引导，成立了罗陂乡传统文化传承中
心，并引导和鼓励各村利用乡村祠堂、
农村书院等场地，改造成优秀传统文化
讲堂，传播积极向上的精神文化。据陈
雪华介绍，目前，全乡包括水溪村女子
乐队在内组建了 6 支民乐队，乐队成员
发展到 100余人，将 6处乡村祠堂、农村
书院改造成了优秀传统文化讲堂，今
年，还将实现全乡 9 个村（社区）的全
覆盖。

“水溪村以前是个有名的麻将村。
村里的祠堂改造后，村里的文化活动多
了，大家有时间就来跳舞、学乐器，日子
充实多了。从参加女子乐队后，我也没
有再摸过麻将了。”村里的女子乐队队
员王香花告诉记者。

如今的王香花，把多数时间投入到
乡村文化的学习中，并作为一名文化志
愿者，经常参加县乡组织的文艺演出和
优秀传统文化的推广。今年，她还向党

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成为一名入党
积极分子。

一座祠堂多项作用受欢迎
“弟子规，圣人训；首孝悌，次谨

信……”行走在初夏的罗陂乡右源村，
古祠内传来朗朗的读书声。循声而往，
只见村中古樟掩映下的阙氏祠堂内，30
多个统一着装的孩童，正端坐在孔子像
前诵读传统文化经典教材。

右源村村干部阙金财介绍，这座祠
堂建于清代，在革命战争年代，红军战
士曾在这里驻扎，墙外还留下了不少红
军标语。去年，乡村两级对祠堂进行了
修整，添置了桌椅、黑板等必要的设备，
为村里的孩子开设了传统文化课。

“那是我的孙子阙宓，上四年级。”
站在天井旁听讲的村民阙泉香指着其
中的一个小男孩说。阙泉香介绍，阙宓
今年11岁，父母外出打工。自从参加了
每周一次的祠堂里的学习，通过读经
典、练书法、学唱歌，从来不干家务的他

现在经常主动扫地，每天都将书包整理
得整整齐齐，对爷爷奶奶也更孝顺了。

“变化还是蛮大的！”阙泉香高兴地告诉
记者。

据了解，为把乡村祠堂、农村书院
打造成传播先进文化的阵地，罗陂乡财
政共投入资金20余万元，并争取到中国
人保财险集团捐赠 36 万元定点扶贫扶
智扶志项目资金。此外，乡党委、政府
结合各村实际，提倡“一祠多用”。在全
乡已打造的 6 处祠堂和书院，除作为各
村乡民乐队训练和中小学生学习传统
文化的场所外，一般还具有图书室、法
律知识讲堂等功能。

在该乡罗陂村陈氏大宗祠，记者看
到祠堂二楼已改造成了农耕和民俗文
化的展示馆，展示了从各村收集的老物
件1000余件，留住乡愁。而右源村的阙
氏宗祠，乡里正结合红军标语和红军战
斗旧址保护，打造红色教育基地，为乡
村振兴“塑形”“铸魂”，受到群众的
欢迎。

改造闲置旧祠堂 打造文化新阵地

罗陂乡村祠堂变身村民精神家园
曾文才 本报记者 邹晓华

关注“救命药”系列报道 ❷

“特药”医保报销方便吗？
本报记者 洪怀峰 文/图

曾几何时，往返奔波累、报销周期
长、手续复杂、垫付资金压力大等问题，
是众多患者就医时的痛点。那么，现在

“特药”医保报销方便吗？

“在医院窗口就可以报
销，太省事了”

“原以为报销很复杂，没想到挺快
的。”6月3日，来自余干县的周女士在南
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结算窗口一旁，等
着儿子办理报销手续。

周女士的医保关系在余干县，因患
胃癌到南大一附院就医。通过省内异
地就医结算系统，周女士的儿子只缴纳
了老人自担部分的费用，报销部分的费
用持社保卡直接结算。

记者在省人民医院、南大一附院、
省肿瘤医院等地体验采访时发现，患者
只要把材料递交到医保报销窗口即可
办理。

6 月 1 日是星期六，但省人民医院
医保处窗口仍十分忙碌。“我们没有休
息，凡是参保患者前来办理报销业务
的，我们全部按程序办理。”省人民医
院医保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随着特殊
药品使用备案等权限的下放，患者报销
越来越方便，“我们会把患者的报销材
料汇集后，统一通过网络发送到相关医
保部门审核，很多证明也不需要开了，
可以通过信息共享，网上认证，不需要
患者来回跑腿。”与以前相比，现在取
消了包括身份证、生育证等在内的 20
余项办事证明，实现了特殊药品使用、
转诊转院等事项“一次不跑”。实行双
休日、节假日和正常工作日延时、错时
和预约服务，更是让患者在医院窗口就
可以报销。

记者从省医疗保障局获悉，我省
通过共享政务信息、把更多救命药纳
入医保、特殊药品使用备案权限下放
等措施，破解患者办事堵点，让患者
报销不再难。为进一步方便参保群
众，省本级围绕改进和优化全省医疗
保险管理服务，提出了 20 条措施。其
中将Ⅰ类门诊特殊慢性病（恶性肿
瘤、系统性红斑狼疮、再生障碍性贫

血、帕金森综合征、慢性肾功能衰竭、
器官移植后抗排斥治疗）备案权限下
放至省本级三级公立定点医院，参保
人可在医院就诊期间直接办理相关备
案手续，做到本地确诊的Ⅰ类门诊特
殊慢性病待遇申报“一次不跑”，其他
门诊特殊慢性病种待遇申报“只跑一
次”；将特殊药品使用备案、转诊转院
备案、意外伤害备案等服务事项的权
限下放到定点医疗机构，实现多项备
案业务“一次不跑”，切实减轻了参保
群众的跑腿难题。

患者不用再垫付报销费用
除了让患者少跑路，甚至一次不

跑，患者就医直接结算还免除了他们垫
付费用的负担。曾经是乳腺癌患者的
戴女士对此深有体会。

“我记得治疗乳腺癌的救命药赫赛
汀，在未纳入省医保报销范围前，价格
为每瓶 2 万余元，患者个人全年需承担
费用超过12万元。纳入医疗报销后，按
照职工医保的患者按结算价格75%予以
报销，我个人全年需承担费用是 3 万余
元，全年减轻负担是 9 万余元。”戴女士
告诉记者，赫赛汀的价格还在下降，现
行结算价格是每瓶 7270.16 元，个人全
年需承担费用进一步减少至 2.5 万余
元。除了“救命药”价格在下降，让戴女
士更高兴的是不用垫付，这极大减轻了
她筹钱垫付报销的压力。

“对于患者而言，无论是同城住院
就医、省内异地住院就医，还是跨省异
地住院就医，均不需要垫付报销费。”江
西省医疗保障局有关负责人告诉记者，
以跨省就医为例，截至 2018 年底，全省
现有跨省异地定点医疗机构 300 家，全
省异地就医备案44万人次，结算金额超
20 亿元，其中跨省备案 20 万人次，直接
结算 7.88 万人次，结算金额达 10.97 亿
元，越来越多的参保人享受到了跨省直
接结算带来的便利。

不过，省医疗保障局提醒，参保人
员跨省异地就医前，应进行登记备案，
就医信息会通过联网平台进行传递，本
人只需持身份证、社保卡到就医地医院
住院即可。

让更多的“特药”进入医保
目录

“2017版的江西省基本医疗保险特
殊药品名单中，只有 27 种救急救命药，
今年最新版的江西省基本医疗保险特
殊药品名单中，有 43 种救急救命药，我
期盼的硼替佐米进了最新医保目录。”
来自萍乡的林先生告诉记者，硼替佐米
是治疗骨髓肿瘤的特殊药品，其医保结
算价每瓶是4000多元，进入医保目录不
仅可以大大减轻儿子治病的负担，还方
便报销。

据“中国肿瘤患者服务升级”课题
研究显示，在经过医保报销之后，肿瘤
患者接受诊断、治疗的平均总自付金额
仍高达14万元。若是接受靶向治疗，平
均总花费约为22万元，分别为家庭可支
配收入的1.75倍、2.7倍。

民之所盼，政之所向。省医疗保障
局有关负责人表示，我省将依照国家政
策，把更多救急救命的好药纳入医保。
特别是对癌症等重大疾病、高血压糖尿

病等慢性病、罕见病及儿童用药等，将
及时跟进国家层面政策，把国家医保政
策落地执行。2018 年全省共 26653 人
使用特药，医保支付金额达 4.87 亿元，
人均报销 18272 元，减轻了癌症患者药
费负担，同时作为国家医保信息化建设
试点省，正全力加快“智慧医保”建设。
目前，省局正在研究制订系统建设方案
和平台建设指南，待上报国家局同意后
尽快启动项目建设，争取与国家局同步
推进。

“今后患者的医疗报销将更加快
捷。”江西省医疗保障局有关负责人表
示，我省还将简化定点机构评估准入程
序，引导完善定点机构布局，方便人民
群众就近就医，就近购药，同时狠抓医
保领域“放管服”改革，全面清理简化群
众办事证明材料，实现医保业务“一次
不跑”或“最多跑一次”，全面落实延时
预约服务，实现全省医保经办服务全年
无休；逐步增加异地定点医药机构数
量，拓宽异地就医备案渠道，加快实现
网上、掌上备案，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
对医保服务的需要。

本报讯 （记者陈璋）6 月 11 日
下午，景德镇市召开《景德镇市城
区地下管线管理条例（草案征求意
见稿）》（以下简称《条例》）立法论
证会，该市住建、规划、城管、管线
等 40 余家单位参加会议。景德镇
市也成为全省首个推动地下管线
管廊立法的城市，并有望年内正式
出台。

据悉，《条例》是景德镇市人大
2019 年立法计划的正式项目及市
政府 2019 年工作报告中重点布置
任务。《条例》分为八章六十二条，
全面规定了全市地下管线工程规
划报建、施工管理、道路破挖、运行
维护、竣工验收等五大重要流程，
理清了城市地下管线建设管理的
一整套思路。

景德镇市于 2013 年年初启动
地下管线普查工作，于 2014 年 5 月
完成城区共19类、2000多公里管线
普查，并同步建立了全市地下管线
信息平台。该平台由专门成立的
管线管理机构来维护管理，收录了
地下管线位置分布、材料特征、埋
设方式等数据，并具有数据库访问
查询、综合分析等功能，可为城市
地下管线工程规划建设提供现状
查询等服务。

2016 年，景德镇市顺利入选国
家第二批综合管廊试点城市，并于
2018 年取得了国家绩效考核第二
名的成绩。此次推动地下管线管
廊立法，将进一步发挥景德镇市示
范引领作用，并为省内其他城市提
供立法探索和实践经验。

景德镇推动地下管线管廊立法

本报讯 （记者刘斐）近日，国
家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公布了
第 45 届世界技能大赛中国参赛选
手名单。来自我省的3名选手叶钟
盛、肖星星、曾璐锋榜上有名，他们
将代表中国出征世界技能大赛飞
机维修、电气装置、水处理技术三
个项目的比赛。

据介绍，飞机维修项目选手叶
钟盛，是江西洪都航空工业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试飞站技术工人。飞机
维修是保证飞机/直升机安全服役
的一项技能，其主要工作内容是按
照标准和程序要求对飞机/直升机
进行维护检查，发现并排除故障，使
飞机/直升机达到安全服役状态。

电气装置项目选手肖星星，是
省电子信息技师学院 17 级电子技
术应用专业高级技工班学生，他在
第 45 届世界技能大赛电气装置项
目全国选拔赛中获第一名，入选国
家集训队，在队内各阶段选拔赛
中，总成绩始终排名第一。

水处理技术选手曾璐锋，是江
西环境工程职业学院 18 届环境工
程技术专业毕业生。为了突围本
次第 45 届世界技能大赛全国选拔
赛，他放弃了知名企业的高薪工
作，投身于全国选拔赛的备赛中。
刚刚在重庆闭幕的“一带一路”国
际技能大赛上，曾璐锋斩获水处理
技术项目冠军。

我省三名选手出征世界技能大赛

本报讯 （记者黄锦军）6 月 5
日，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向社会公布
抽检情况，1454个品种3944批次药
品经检验符合药品标准规定，75个
品种162批次药品不符合药品标准
规定，不符合规定项目包括性状、
鉴别、检查及含量测定。

不符合药品标准规定的药品
有麸炒枳实、黄芩、海金沙、醋没
药、白矾、橘红颗粒、藿香正气丸、
苍术、射干、鸡内金、银杏叶胶囊、

结石通胶囊、羚羊感冒胶囊、平贝
母、白芍、排毒清脂片、复方黄连素
片、六味地黄胶囊、三黄片、诺氟沙
星胶囊等，分别由江西、安徽、山
东、山西、湖北、天津、陕西、吉林、
河南等地药企生产。

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已责成相关
部门对检验不符合规定的药品采取
查封、扣押、暂停销售、召回等必要
的控制措施，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对
生产企业和被抽样单位进行查处。

162批次药品不符合标准规定

权限下放，各医院医保窗口也可办理报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