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共邵阳市委主办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CN 43-0007

第11332期

2018年5月

戊戌年四月十六 30 星期三

天气预报 今天：中雨转小雨 东北风3级 温度：19℃ 至28℃ 明天：小雨 审稿：王乐华 责编：曾世国 版式：张 凌 总检：魏谦

“妈妈，我们很想您啦。”5 月 25 日，
家住武冈辕门口街道办事处旱西门社区
酱园巷的周艳雪，接到云南省元阳县李
家和从千里之外打来的电话。

知情人都知道，今年49岁的周艳雪
一直未曾婚嫁。一声“妈妈”的后面，是一
个让人倍感温暖的故事。

甘于清贫，结对献爱心

故事得从20年前说起。
周艳雪是原武冈市水泥厂职工，因

为爱好写作而结识了一些笔友。1998年，
时为云南省红河州元阳县妇联干部的笔
友李美亮在一次通话中说，当地农村贫
穷落后，有些孩子成绩很好，却读不起
书。这话深深震撼了周艳雪。第二天，周
艳雪表示愿意资助一名贫困学生。

在李美亮的联络下，周艳雪与当年
正在元阳县一中读高一的李家和结为对
子。从那时起，周艳雪心中开始多了一分
牵挂。她每个月从自己200多元的工资中
拿出50元作为李家和的生活费，定期汇
往元阳县。据李家和回忆，他那时每月生
活费大约80元，周艳雪的汇款成了他读

书时的主要生活来源。
后来，由于单位效益滑坡，爱心汇款

成了周艳雪经济上的负担。可是，周艳雪
从未间断过汇款。

2001 年，李家和考取了东北林业大
学。周艳雪对李家和的资助变成了每学
期1200元。

2003年，武冈市水泥厂改制。周艳雪
成为一名下岗工人。下岗再谋业，周艳雪
开始打临工，她做过保姆，当过清洁工，
甚至给人家织毛衣赚点手工费。尽管生
活上出现了更大困难，但是周艳雪的爱
心丝毫没有动摇。她把改制买断工龄的
安置费和省吃俭用积攒下来的钱拿出
来，用以兑现对李家和的爱心资助。

这一年，李家和在寄给周艳雪的信
中动情地写道：“阿姨对我的体贴及教诲
终生不能忘。我永远是阿姨的一个亲人，
您是我心中永远的妈妈……”

2014年，李家和带着新婚的妻子到武
冈“寻亲”。这是他们第一次见面。李家和
大学毕业后考入元阳一中任教8年，之后
进入县政府工作。期间，他多次提出到武
冈“探亲”，但都被周艳雪婉言谢绝，并约

定他的结婚之日便是两人相见之时。据周
艳雪说，他们之间还有一个约定：她退休
的时候就去元阳看看。两人见面那天，周
艳雪的父母才知道女儿的爱心举动。周艳
雪的父亲周桂清说，那时他终于明白爱漂
亮的女儿为什么很少买化妆品了。

5 月 25 日，已是元阳县扶贫办一名
干部的李家和在接受电话采访时说：“从
高中到大学，我只知道湖南武冈有这样
一位爱心‘妈妈’一直在资助我。书信中，
周阿姨从未提过她下岗与经济上困难的
事，只是不断鼓励我要好好读书，用知识
改变命运，做个有用之人。”

周艳雪保留的一些书信、包裹单与
汇款单已经泛黄，字迹也已模糊不清。除
了寄给李家和的，还有2008年汶川地震
后寄往灾区的。当年冬天，周艳雪亲手编
织了3件毛衣并以“中共党员”的名义寄
往四川省民政厅。去年六一儿童节，她通
过元阳县妇联给贫困家庭孩子邮寄了新
书包、新衣服。 （下转二版）

她是一名下岗职工，对一名千里之外的贫困学子资助七年从未间断

她是一名普通党员，把对党的忠诚书写在每一个小小细节上

周艳雪周艳雪：：用爱诠释初心用爱诠释初心
记者 曾 炜

本报讯 为提高我市建档立卡贫困人
口医疗保障水平，减轻贫困人口医疗负担，
使贫困人口享有更加方便快捷的就医结算
服务，5月24日，市委办、市政府办联合下
发通知，要求各级各部门进一步规范和完
善健康扶贫“一站式”结算服务工作。

通知指出，按照“保基本、兜底线”的原
则，我市将对农村贫困人口予以特殊保障，
在严格费用管控、确定诊疗方案、确定单病
种收费标准、规范转诊和集中定点救治的
基础上，对经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和城
乡居民大病保险、城乡医疗救助补助后的
个人自付医疗费用再次给予报销，在2018
年将建档立卡贫困人口住院医疗费用个人
实际报销比例提高到90%左右，大病、特殊
慢性病、长期慢性病门诊医疗费用个人实
际报销比例提高到80%左右。

通知要求，各县市区要进一步完善扶
贫、卫计、人社、财政、民政等部门互联互通
的健康扶贫信息共享系统和业务协作机
制，建立统一的健康扶贫“一站式”结算服
务中心和各项医疗保障政策“一站式”结算
服务平台，统一实施健康扶贫“一站式”结
算制度。

通知指出，在报销政策方面，年度内参
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建档立卡贫困
人口，在各级协议医疗机构住院就医的政
策范围内费用（指按项目付费）报销比例提
高10%；对罹患消化道肿瘤（限食管癌、胃癌、结肠癌、直肠癌）、终
末期肾病、儿童白血病（限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急性早幼粒细胞
白血病）和儿童先天性心脏病（限房间隔缺损、室间隔缺损）等4类
9种疾病，符合救治条件的贫困人口，在湖南省农村贫困人口大病
专项救治协议医院与协议指导医院住院治疗的，实行按单病种定
额包干结算（不设起付线）。大病保险方面，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大
病保险起付线降低50%，即6000元每人每年。社会保障兜底脱贫
对象年度内个人负担的合规医疗费用累计超过大病保险起付线以
上费用部分，在分段补偿比例的基础上上浮15%，即3万元（含）以
内部分报销57.5%；3万元以上至8万元（含）部分报销69%；8万元
以上至15万元（含）部分报销80.5%；15万元以上部分报销92%，大
病保险年度实际补偿金额不超过20万元。通知还对扶贫特惠保、
民政医疗救助、定点医院减免、财政兜底保障等方面的报销补偿标
准进行了说明。

通知要求，各县市区党委政府要坚决落实好健康扶贫“一站
式”结算服务工作，着力解
决贫困人口“因病致贫、因
病返贫”问题，确保资金及
时足额到位。

（谢文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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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5月24日16时22
分，北塔区陈家桥乡大应路上，
执法人员依法处置了一辆车牌
为湘EB×××6的校车。当天开
始，北塔区校车办及辖区各乡
（街道）校车办联合区交警、安
监、交通运输等部门，分成 3 个
片区，集中开展为期一个月的校
车安全隐患专项整治行动。

据了解，该区此次对辖区内
1所小学、18所幼儿园的42辆校
车进行安全专项检查与整治，重
点对校车驾驶人员从业资格进行
核查，对校车与接送学生的车辆、
校车行车线路及道路安全
隐患进行排查，严查超速、
超员等违法行为。当天，专

项整治行动组共检查校车20辆，
下达限期整改通知书7份，要求
不消除隐患不能上路行驶。

今年以来，北塔区创新工
作方式，率先在全市成立乡（街
道）校车办，压实区、乡两级校
车安全责任。按照“全覆盖、零
容忍、严执法、重实效”的要求，
在严查校车交通违法行为的同
时，对辖区所有接送学生的车
辆及其驾驶人、所有校车的行
车线路进行地毯式排查整改，
不漏一校、一车、一人。

（李忠华 李 斌）

北塔区专项整治校车安全隐患

本报讯 5 月 29
日，记者从G60潭邵高
速公路大修二期工程
协调会上了解到，G60
潭邵高速公路大修二
期工程（范家山至周旺
铺段）拟于 6 月启动，
大修期间，该路段将实
施交通分流。

G60 潭邵高速公
路大修二期工程（范家
山至周旺铺段）起点为
范家山枢纽，终点为周
旺铺互通，全长44.8公
里，均在我市境内。拟
于6月中旬至9月中旬
对北半幅（东向西方
向）路面进行封闭施
工，同时对中分带护栏
进行改造；北半幅路面

施工完工后，9月下旬
至12月中旬封闭南半
幅（西往东方向）路面
进行施工。

根据有关部门分
析，本次大修的路段
日均折算车流量为每
天37723辆，节假日高
峰 时 段 达 到 每 日
75000辆。

结合潭邵高速公
路的实际情况及周边
路网情况，本次大修将
采取“半幅封闭施工，
半幅单向通行，局部单
幅双向通行”的复合型
交通组织方案，确保施
工安全顺利，满足群众
出行需要。

（记者 刘 波）

G60潭邵高速公路大修二期工程拟于下月启动

范家山至周旺铺段将实施交通分流

1.北半幅封闭施工分流线路

（1）强制分流线路：范家山
互通至 S80 衡邵高速至 S75 邵坪
高速至 S70 娄怀高速至 S7001 怀
化绕城至 G65 吉怀高速至 G60 沪
昆高速。

（2）诱导分流线路：娄底互通
至娄怀高速至怀化绕城至吉怀高
速至沪昆高速。

（3）区域内分流线路：梽木山
互通设置强制分流点，强制邵永高
速往潭邵高速西行的车辆直行至
安邵高速，在邵阳西收费站下高速
后沿217省道和320国道等道路，
绕行至周旺铺收费站后再返回沪

昆高速；同时在邵阳县收费站引导
车辆通过 317 省道绕行至隆回上
高速。

2.南半幅封闭施工分流线路

（1）强制分流线路：梽木山互
通至安邵高速至娄怀高速至沪昆
高速。

（2）诱导分流线路：竹田互
通至吉怀高速至怀化绕城高速
至娄怀高速至沪昆高速。

（3）周旺铺至梽木山互通段
采用半幅双向的通行方式，区
域内出行的车辆主要通过 320
国道 、邵阳大道等地方国省道
路通行。

相 关 链 接

5 月 27 日，

绥宁县李熙桥镇

浆塘村农户在田

间抢插秧苗。该

村 村 民 抢 抓 农

时，1000 余亩优

质中稻的插秧作

业已经进入扫尾

阶段。

罗哲明 摄

■“你学法我送票”活动在崀山启动
（二版）

■刘俊华：长风破浪 以水生财
（三版）

■金融扶贫扶产业帮

创业 （三版）

■扶贫法官们的“扶贫

法力” （五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