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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提醒

本报12月7日讯 你能想到，
一张火车票的售价是8万余元吗？
实际上，几十年来，根据当时的物
价水平， 火车票的票价经历了从
几分钱到数万元的跨度。12月7
日， 三湘都市报记者在收藏爱好
者徐芦萌家中见到了众多颇有些
年头的铁路票证。作为“湖南铁路
票证收藏第一人”， 今年65岁的徐
芦萌从1983年开始收藏铁路票证，
目前收藏的数量已超过8万张。

从1983年开始， 徐芦萌通过
亲友赠送、到收藏市场海淘、与其
他收藏爱好者交换等渠道收藏各
类铁路票证。“目前，我一共收藏了
400多个品种， 共8万多张铁路票
证。”徐芦萌告诉记者，这些年来，
他每年有将近一半的工资花在了
收藏铁路票证上，“这些铁路票证
就是一段历史， 可以由此来怀念
我们那个年代的故事。”

徐芦萌介绍， 藏品中最早的

一张火车票是1951年5月2日从羊
楼司到韶关的火车票。 记者看到，
当时的火车票实际上是由中央人
民政府铁道部统一印制的“收款证
明书”，这种泛黄的车票上，乘车时
间、始发站、人数等都是手写的，车
票右下角盖有衡阳铁路管理局韶
关站的蓝色印章。尤其值得一提的
是，由于当时通货膨胀严重，这张
车票的票价高达八万四千二百元。

■记者 潘显璇

本报12月7日讯 今早6
时33分， 太阳到达黄经255
度，冬天的第三个节气“大
雪”悄然而至，仲冬时节正
式开始。湖南中医附一医院
主任药师刘绍贵教授表示，
此 时 养 生 的 要点 是 应 在
“藏”字上下功夫，要注意收
敛神气， 防止过度开泄，在
南方特别要保持肺气清肃。
虽是进补的大好时节，但也
要适度。

大雪时节， 万物潜藏，南
方地区昼夜温差变化很大，是
感冒、支气管炎、支气管哮喘、
风湿关节病变的多发期，也是
中风、脑血栓等栓寒性病变的
易发期，特别是高血压、高血
脂、糖尿病等慢性病患者须注
意防止加重的时期。

在补养上，虽是进补的大
好时节，但也要适度，不可补
之太偏，应辨证施补。

■记者 李琪 通讯员 陈双

本报12月7日讯 在寻医求药
过程中，遇到困难怎么办？和医护
人员发生了矛盾，怎么处理？产生
了困惑， 受到不公正的待遇时，怎
样利用所知晓的法律知识理性地
维护自己的权利？

医护人员如何在病人看病就
医时告知难点、 病历问题及风险、
执业身份的合法性问题、把控廉洁
行医的红线、底线，避免医患纠纷。
为贯彻十九大报告法制医院建设，
构建良好医患关系，长沙多家医院
近期推出“法制服务”进基层系列
活动，助患者医生都做明白人。

医院门诊设流动投诉站

12月4日上午， 湖南省肿瘤医
院面向近百名住院病人开展了法
律法规、廉洁行医宣讲会。会上，湖
南省肿瘤医院纪委书记汤清波解
读了医疗卫生行风建设“九不准”
等行医规定。

“医患共同的敌人是疾病。在
清楚自己的权利和义务以后，遇到
问题一定要理性合法地进行维权，
比如通过投诉至医院医务部、与医
院自行协商；申请各级医疗纠纷调
解委员会调解；申请鉴定，明确责
任后调解或和解； 提起诉讼等。”
湖南省银联律师事务所、省律师协
会医疗法律事务专业委员会主任
杨美莲律师解读阐述。

患者出现问题投诉无门？长沙
市第四医院设立门诊流动投诉站，
每月安排一天时间在门诊大厅设
立流动投诉站， 进行现场接待、处
理投诉、意见和建议，协调改进或
现场指导指正，有效改善了门诊服
务质量。

“对于高风险、 患者家属不理
解的手术，医院科室会配置录音录
像设备，医务科参与见证、指导下
进行医患双方、医务科三位一体的
谈话方式，保留录音录像。”湘雅医
院神经外科主任刘志雄介绍，高风
险谈话会在多名家属参与下进行，
有效减少纠纷。

送红包不如信任尊重医生

国家卫计委明确行业纪律规
定，严禁收受红包、回扣、提成等违
法违纪行为，医生若收取红包金额
达5000元，就涉嫌非国家工作人员
受贿罪。对违反规定的，要给予暂
停执业，直至吊销执业资格处分。

“神经外科医生做手术较多，
患者送红包并不少见， 现在医生
法制观念和职业素养都很强，面对
红包都会直接拒绝，或者上交给医
院纪检部门。”刘志雄说，患者做手
术本来花销就不小，与其在手术前
红包物质激励，不如对医生充分信
任尊重。

■记者 张洋银

本报12月7日讯 对于一
些病情较重、病程较长、门诊
医疗费用较大的重大疾病、慢
性病、罕见病患者，特殊门诊
待遇是他们接受持续治疗的
重要保障。日前，湖南省人社
厅、省财政厅发布《湖南省城
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特殊病
种门诊管理暂行办法》，加强
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特殊
病种门诊管理， 引导特殊病
种参保患者合理选择门诊治
疗， 提高医疗保险基金使用
效率。

43类疾病纳入特殊病种

《办法》指出，城乡居民医
保特殊病种门诊医疗保障资
金规模，原则上控制在当年度
城乡居民医保基金总额的8%
左右。

对于特殊病种范围，《办
法》 明确由省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厅统一研究确定，并
建立特殊病种范围动态调整
机制。 本次纳入城乡居民医
疗保险基金支付范围的特殊
病种包括恶性肿瘤（放疗、化
疗、康复治疗）、慢性肾功能
衰竭（门诊透析治疗）、精神
分裂症、 哮喘或喘息性支气
管炎、 儿童脑瘫康复治疗

（1-7岁）等43类疾病，并对
其纳入医疗保险基金支付范
围的诊断标准进行了详细规
定。

对于特殊病种门诊医疗
费用定额支付标准，《办法》明
确由各统筹地区根据特殊病
种患者医疗消费水平和门诊
医疗保障资金使用情况合理
确定，并规定参保人员如果同
时患两种或两种以上的特殊
病种，可以适当提高定额支付
标准。

异地治疗可在参保地报销

《办法》 还对特殊病种核
准程序、 门诊就医购药管理、
医药费用结算管理、监督管理
等进行了规范。 值得提醒的
是，参保人员长期在外地居住
且办理了异地安置登记手续，
或因病情需要且经医疗保险
经办机构同意备案，在外地医
疗保险定点医疗机构发生的
特殊病种医药费用， 可凭发
票、相关资料到参保地医疗保
险经办机构按规定报销。

该《办法》自2018年1月1
日起施行。 (详细情况见http:
//www.hnmsw.com)

■记者 王智芳
通讯员 易巧君 王勇

本报12月7日讯 这两
天，少了雨水的侵袭，霾开始
现身湖南天气舞台，空气质量
较差。 省气象台今日下午3时
发布霾黄色预警： 预计长沙、
湘潭、常德、岳阳、衡阳、邵阳
地区未来12小时将出现中度
霾。根据预计，未来一周省内
降水明显偏少，湘东以多云间
晴天天气为主， 湘西晴雨相
间，7日至8日有一次冷空气影
响过程，降温幅度4-6℃，其中
7日霾天气有所发展，8日相对
减弱。

根据全国城市空气质量
实时发布平台显示， 今天10
时，怀化、岳阳、常德、长沙、湘
潭、永州为中度污染，而邵阳

出现了重度污染，AQI指数达
到220，空气质量差，其余地区
为轻度污染。 今日下午2时51
分，长沙市气象台发布霾黄色
预警信号：长沙市区、长沙县、
望城区、浏阳市、宁乡县已经
出现中度霾，预计未来仍将持
续，请注意防范。

省气象台预计，未来一周
省内降水明显偏少，湘东以多
云间晴天天气为主，湘西晴雨
相间；7日湘西局地有小雨，霾
有所发展，8日霾减弱。冷空气
活动频繁但势力较弱，7日至8
日、11日将有两次冷空气影响
过程 ， 其中前次降温幅度
4-6℃。
■记者 丁鹏志 通讯员 张倩

道贺高速
12月28日全线通车

本报12月7日讯 今天，
广西贺州市政府副秘书长陈
展维率团到永州管理处，就
道贺高速公路广西段通车运
营等工作进行业务对接。按照
规划，道贺高速公路广西段定
于12月28日正式运营通车。

道贺高速公路是湘桂两
省区在国家高速公路网规划
的基础上， 规划建设的一条
区域性骨架公路， 是厦蓉高
速公路和包茂高速公路两条
国家高速公路之间的连接
线， 由湖南段和广西段两部
分组成。

道贺高速公路湖南段起
于道县以南， 设道州枢纽互
通与厦蓉高速公路相接，止
于湘桂两省区交界地永济亭
以东。 主线全长50.652公里，
全线共设置道州、永济亭两个
主线收费站及道州南、 江华、
江永、回龙圩4个匝道收费站。
道贺高速公路湖南段已于
2011年12月30日正式通车。

道贺高速公路湖南段与
广西段完成对接后， 湖南将
再添一个出省通道。
■记者 潘显璇 通讯员 文佳

缓解医患关系又出新招:
“法制服务”进病房，让医患都做明白人

43类疾病患者可享特殊门诊待遇
我省发布医保特殊病种新规：异地治疗可在参保地报销

34年收藏8万张铁路票证

大雪节气遭遇“冷空气+霾”

“大雪”养生：在“藏”字上下功夫

12月7日，徐芦萌在家中向记者展示他收藏的诸多铁路票证。 记者 潘显璇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