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烤火要当心
冬季火灾多发

������本报讯 （通讯员 梁利 郑以亮） “和
上次来不一样， 上厕所更方便了， 来旅游
的心情当然更好！” 近日， 长沙自驾游客
江涛在永州市蓝山湘江源头参观时， 见这
里建设好了标准大气的旅游厕所， 不由得
竖起大拇指称赞。

湘江源瑶族乡竹林村支书詹湘明说，
县里将湘江源头作为旅游升温的重头戏来
打造， 不仅架设了旅游栈道等， 更结合
“厕所革命” 建设了旅游公厕， 旅客憋着
尿到处找厕所的历史从此终结。

2015 年 9 月以来， 蓝山县委、 县政府
全面部署、 全民动员、 全力推进 “厕所革
命”， 全县投入 3000 多万元 ， 整合资金
8000 多万元推进农村改厕， 采取县财政以
奖代补方式拆除农村旱厕 2.6 万座， 新建
水冲式卫生厕所 2 万余座， 新建村级公厕
460 座， 通自来水的 171 个村庄消灭了旱
厕， 占全县村庄的 82%。 全县家庭卫生厕
所达到 8 万多座， 公共厕所达到 609 座，
高速公路、 国道、 省道沿线基本消灭旱
厕， 农村厕所 “脏、 乱、 差” 的状况得到
了根本改观。

通过 “革命”， 湘江源头蓝山县的环
境越来越美， 生态发展越来越好， 居民素
质越来越高， 群众获得感越来越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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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王宾） 日前首次提
请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一次会
议审议的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
进法草案明确， 公民的医疗卫生
与健康需求通过政府、 社会、 个
人多渠道筹措资金予以保障。 基
本公共卫生服务由国家免费向全
体公民提供。

“草案第七章明确了政府在医

疗卫生投入方面的责任。” 全国人
大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委员会主任委
员柳斌杰说， 草案明确各级政府建
立与经济社会发展、 财政状况和健
康指标要求相适应的医疗卫生与健
康投入机制。 将经费纳入本级预
算， 安排所需经费。

草案提出， 国家建立以基本
医疗保险为主， 商业健康保险、

医疗救助、 疾病应急救助和医疗
慈善等为补充的、 多层次的医疗
保障体系。

作为医疗卫生体制联动改革
的重要一环， 草案提出发挥基本
医疗保险支付标准和方式激励约
束作用， 引导医疗卫生机构合理
施治， 促进患者有序流动， 提高
基本医疗保险基金使用效率。

��������12 月 22 日是冬
至。 湖南中医药大学
第一附属医院第三届
冬至养生文化节开
幕。 活动现场， 该院
内外妇儿专家一字排
开， 为市民义诊， 把
脉开方； 三九敷贴也
开启第一贴， 补阳驱
寒。 此外， 该院医护
人员还现场制作了膏
方、 鲜参茶、 天麻蜜
片、 天麻排骨汤等鲜
药药膳供市民品尝体
验， 向大家展示了中
医传统养生文化精
髓。

记者 王璐 通讯员
陈双 摄影报道

养生文化展示

我国拟立法明确国家免费提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

让湘江源头气象更新

����� “我住了 6 天院， 只要交 19 元
钱？” 12 月 7 日， 在株洲醴陵市嘉树
镇卫生院， 拿到自己的结算清单后，
73岁的王冬秀显得有些意外。

王冬秀是嘉树镇杉仙村建档立卡
贫困户。 一周前， 她因突发冠心病在
镇卫生院住院治疗。 出院时， 医院为
她办好了城乡居民医保、 大病保险、
民政医疗救助等报销手续， 并将个人
支付部分 “兜底”。 1629 元的医疗费
用， 她本人只需支付 19元。

凭着一张身份证， 贫困户就可到
医院免费住院就诊； 在偏远乡村， 有
“家庭医生” 上门为村民看病……织
网兜底、 联动帮扶、 家庭医生签约服
务， 在株洲， 一项又一项惠民政策不
断出台， 帮助贫困群众 “除病根、 拔
穷根”。

织网兜底， 让贫困群众看得起病
“健康扶贫工程就是好！ 再不用

担心看不起病了。” 12 月 8 日上午，

在株洲县第一人民医院普外科， 正在
接受输液治疗的袁知明感慨地说。

46岁的袁知明是株洲县渌口镇大
乡村 （原杨塘村） 村民。 6 年前， 他
在海南打工时腹部不慎受伤， 基本丧
失了劳动能力。 加上儿子患有智障，
一家人因病致贫。 今年 7月， 袁知明
被纳入县里的建档立卡贫困户名单，
按政策， 可享受 “零付费” 住院。

“健康脱贫， 首先要让贫困群众看
得起病。” 株洲县卫计局局长介绍， 该
县对贫困群众实行 “三零” 政策， 由
人社、 民政、 商业保险、 卫计部门兜
底保障， 在县域内住院 100%报销。 这
意味着贫困户看病不用自己掏一分钱。

在醴陵市像袁知明这样受益于健
康扶贫工程的贫困群众数以万计。 为
了让这部分人 “看得起病”， 醴陵市
建立基本医疗保障、 大病救助、 医疗
救助、 商业保险补充 “四道防线”，
充分释放其就医需求。

联动帮扶， 让贫困群众看得好病
“去省城看病， 挂号难， 费时间，

如今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专家服务， 真
方便。” 12 月 9 日， 在醴陵市中医院
门诊四楼， 来自沩山镇大林村的贫困
户易礼群， 正在排队等候来自中南大
学湘雅医院的教授。

去年 6月， 醴陵市启动建设 “湘
雅乡情” 分散型医联体， 利用 “乡
情” 资源， 组织湘雅醴陵籍专家与湖
南师范大学附属湘东医院、 醴陵中医
院、 醴陵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
等建立长期合作关系， 为贫困对象发
放免费诊疗卡。

数据显示， 目前， 醴陵市已对
166 个贫困村卫生室进行标准化建
设， 村卫生室健康服务水平得到提
升。 同时， 采取措施， 促使优质医疗
资源下沉， 建立市级医院与县级医
院、 乡镇卫生院、 村卫生室结对帮扶
制度， 让贫困人口获得更好更便捷的

医疗服务。
签约服务， 让贫困群众少生病

12 月 8 日下午 3 点， 一辆小车停在
醴陵市均楚桥居委会禾家垅组殷永建
的家门口， 家庭医生凌仕谋一手提着
医药箱， 一手拿着建档立卡贫困户的
健康资料， 推门而入。

47岁的殷永建因摔伤导致脊椎骨
折， 妻子彭水秀则患有高血压。 过去，
夫妻俩看病， 都要自己往医院跑。
“现在， 只要一个电话， 家庭医生就会
上门问诊， 真方便。” 彭水秀笑着说。

“我们和全镇 2589名贫困人口全
部签订了家庭医生服务协议， 为他们
提供健康指导、 疾病咨询、 上门随访
等服务。” 均楚镇中心卫生院院长说。

“健康脱贫， 就是要让群众少生
病， 不生病。” 醴陵市卫生计生委负
责人介绍， 目前， 全市贫困患者签约
28551人， 总签约率达 100%。

本报通讯员 谭德伟

健康扶贫暖人心除病根
拔穷根

“厕所革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