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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月 21 日 9 时，郑恒丰带着一大包从
集镇买来的蔬菜送到幸福食堂，然后打开
乐龄中心的大门，烧水备茶叶……去年 9
月以来，铜鼓县高桥乡高桥村原村支书郑
恒丰、李华良，每天轮流到村里的乐龄中
心、幸福食堂义务服务，乐此不疲，在当地
传为佳话。

高桥村是一个距县城 37 公里的偏远
村子，全村人口 1570 人，60 岁以上的老人
有 220 人。长期以来，村里年轻人大多数
外出务工，留在村里的老人偏多。为此，
2020年9月，高桥村成立乐龄中心，设立学
习室、娱乐室、幸福食堂、文体活动等场所，

年满 60 岁以上的老年人可以在乐龄中心
下象棋、敲锣鼓、拉二胡、看电视、读书看
报，以及打篮球、乒乓球、羽毛球，中午就在
幸福食堂就餐。

村党支部书记王浩说：“创办乐龄中
心，为的是丰富村里老年人的精神文化生
活，实现老有所养、老有所依、老有所乐、老
有所安、老有所为。”

乐龄中心怎么管？谁来管？管理乐龄
中心一年 365 天要天天到岗，幸福食堂的
中饭天天要做，事情繁琐，责任重大。村

“两委”干部当时很犯难。就在这时，两位
老人主动请缨，要求参与管理。一个叫郑
恒丰，今年 77 岁，曾先后担任高桥村两届
村支书；另一个叫李华良，今年67岁，曾先
后担任高桥村村主任和4届村支书。这两
名老支书责任心强，在村民心中威望高，村

“两委”很快就批准了他们的请求。

说起郑恒丰、李华良两位的工作，正在
乐龄中心活动的老人们争先恐后地发表看
法。

“老支书每天一大早，骑电瓶车到集镇
买菜，9 点左右到中心烧开水，调取暖器，
之后就去食堂帮忙捡菜、洗菜、摆放碗筷。”
64 岁的王志峰抢着说。王志峰是高桥乡
政府的退休老干部、老党员，每天到乐龄中
心读书看报。

“每天下午我们走了之后，两位老支书
还要留下来，收拾冲洗茶杯，关取暖器，打
扫卫生。”天天来中心拉二胡吹唢呐、今年
61岁的刘长春说。

“多亏老支书忙前忙后，夕阳乐队才能
获得汇演二等奖的好成绩。”乐龄中心夕阳
乐队成员、68岁的王业明说，2020年12月，
乡里组织文艺汇演，前期准备时，郑恒丰天
天组织乐队 5 名成员训练，并且帮助大家

报名参赛。
面对大家的夸赞，郑恒丰说：“我与村

里这些老人年龄相仿，彼此熟悉，特别好沟
通。能够为大家做点事情，看到大家那么
开心，内心非常快乐。”李华良说：“作为一
名老党员，我要多做一点奉献。”

乐龄中心开放之初，只有五六个人参
加。现在人越来越多，每天都有二三十
人。郑牡连天天来打羽毛球，血压指标都
下降了；刘长春和几位老人组建夕阳乐
团，全乡闻名；王志峰在乐龄中心学会用

“学习强国”APP，现在每天学习都在50分
上下……

“他们为乐龄中心倾注了很多心血，让
村里的老年人在这里感受到了浓浓的温
情，大家都愿意来这里参加活动。”王浩说，
郑恒丰、李华良在乐龄中心纯属义务帮忙，
没有一分钱补贴。

退休老支书乐做群众“勤务员”
邱 桀 本报记者 李 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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豫章小学举行线上家长会
本报南昌讯（通讯员吴筱霞）1月24日下午，南昌市豫

章小学教育集团豫章路校区举行了 2020—2021 学年第一
学期期末线上家长会，构建起家校沟通的新模式。班主任
及任课教师利用QQ、微信等线上平台，开启线上直播，借
助PPT、视频、图片等丰富的线上展示形式，围绕班级工作
小结、安全教育、家校合作等方面，向家长们详细汇报了一
学期以来学生的学习情况，并就如何引导孩子养成良好的
学习习惯进行了探讨。有的班级还邀请优秀家长代表讲述
育儿经验、分享学习方法，或邀请医生家长为大家详细讲
解寒假期间疫情防控注意事项，形成良好的互动氛围。

1月31日，峡江县仁和镇枥坑村村民肖长根，一大
早就忙开了。

“春节临近，过年的味道也越来越浓。”肖长根说，
作为保洁员，要把村里各个角落打扫得干干净净，与大
家一起过个欢乐祥和年。

三年前确诊为白血病的肖长根，一度很消极。
骨髓配型难，治疗费用高，怎么挺过去呢？30 岁的肖
长根正为此发着愁。很快，当地政府和医保部门通
过村委会了解到肖长根的情况，将他列入帮扶救助对
象，基本医保、大病保险、医疗救助三重保障，一个都
不少。

“2018年底，我住院花费 12 万多元，90%的费用都
报销了；2019年初，我做了骨髓移植手术，每月吃抗排
药还要花 2 万多元，一年医疗费用 76 万多元，报销比
例也有 90%。”肖长根说，去年，他病情稳定后，6 次在
浙江等地复查及本地门诊费用 1.5 万多元，个人支付
不到 2000元。肖长根的病好转了，村里安排他做保洁
员，其妻子在县城务工，全家生活一天比一天好起
来。

肖长根的“病根”没有变“穷根”，得益于我省打出
组合拳，织密保障网，让困难群众病有所“依”。省医疗
保障局有关负责人告诉记者，为解决群众因大病致贫
返贫，他们对全省 281.6 万农村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和
36.2万城镇贫困群众实现应保尽保，构建起基本保险、
大病保险、医疗救助三重综合保障梯次减负的格局，城
乡贫困群众住院医疗费用通过基本医保、大病保险和
医疗救助“三道保障线”，报销比例达73.58%（城乡居民
住院费用报销比例 72.00%），加上重大疾病补充保险
等，使相关病患者报销比例达到 90%的适度水平。去
年，居民参加基本医疗保险的财政普惠性补助达到人
均550元，而对于贫困人口参保其个人缴费部分的280
元，则通过医疗救助和财政资金全额资助，这意味着贫
困人口参保自己不用掏一分钱。

此外，我省把高血压、糖尿病等27种门诊特殊慢性
病治疗费用纳入医保统筹基金待遇保障范围。在此基
础上，我省系统集成20项医保扶贫“政策包”，如全面取
消贫困群众大病保险封顶线；对农村贫困家庭妇女宫
颈癌、乳腺癌，儿童先天性心脏病、儿童白血病等 10种

大病实行免费救治；对食道癌、胃癌、儿童淋巴瘤、骨肉
瘤等21种大病实行专项救治等。

医保政策红利持续增加，给百姓带来满满的幸
福。寻乌县南桥镇长江村脱贫户钟士芳对此有着切
身体会。他的妻子因患风湿性心脏病，常年需要住
院、化疗、用药，花光了家中所有的积蓄，特别是看病
报销需要垫付，更让他压力剧增。享受医保系列政策
后，不仅交医保时不用自己掏钱，而且住院看病不用
交押金，报销不用自己垫付，出院时在医院窗口就能
一次性报销结清，这让钟士芳无比高兴。有了好政策
托底，钟士芳全家过上了新生活。目前，他养了100多
只鸭子、50多羽鸡，还挖了2亩多塘养鱼，年收入有5万
多元。

我省还依托“赣服通”平台，实现一网、一窗等“六
个一”服务模式，贫困患者住院费用“一站式”结算更加
方便快捷；推行掌上办、网上办、电话办等“十个办”不

见面办理服务，推动实现一次不跑或最多跑一次便民
服务。同时，简化异地就医备案程序，参保群众可通过
网上或电话直接办理。目前，有 11个统筹区正式接入
国家异地就医备案小程序。

值得一提的是，目前我省医保结算等服务延伸到
村，群众看病报销可“足不出村”。今年 78 岁的廖日
林，是安远县浮槎乡长河村村民，长期患有高血压，
一年花费 3000 多元，自费只需 200 多元。廖日林为
此特别高兴：“在村里医务室就能结算报销，方便又
少花钱，现在政策真好！”据了解，目前全省 2259 个
县域内定点医疗机构均实现“先诊疗后付费”和“一
站式”结算，1686 个定点乡镇卫生院均开通门诊统
筹，极大方便了城乡居民就近看病、及时报销结算。
由此，让群众看病报销少跑腿、少花钱，打通了城乡
医保联网结算“最后一公里”，实现了群众家门口方
便快捷乐享医保。

我省持续推进困难群众病有所“依”

医保网密 百姓福长
本报记者 洪怀峰 文/图

1月28日，蓝天白云下的上饶市信州区沙溪镇向阳村显得格外秀美。近年来，在秀美乡村建设过程中，该镇结合古街风格、田
园风格、渔村风格和徽派风格，着力打造一个历史文化悠久的饶东渔村形象，使昔日村落成为今天的乡村旅游精品点。

本报记者 梁振堂摄 两人非法诱捕画眉鸟被判刑
本报泰和讯（记者余红举 通讯员郭廷良）近日，贵州

籍两青年王某才、陈某祥因犯非法狩猎罪，被泰和县人民
法院分别判处拘役5个月和4个月的刑事处罚。

去年 11 月 22 日，泰和县公安局森林分局民警在林区
摸排时，发现该县苑前镇巷口村机砖厂有人驯养的画眉鸟
无合法来源。随后，民警经过深入调查，一举查获了贵州
籍王某才、陈某祥在泰和县境内连续 6次非法诱捕画眉鸟
的犯罪事实。经司法鉴定，王某才、陈某祥所猎捕的画眉
鸟被列入国家保护的有关陆生野生动物名录，属江西省重
点保护野生动物。泰和县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嫌犯王某
才、陈某祥违反国家狩猎法规，在禁猎期内，使用禁猎工具
猎捕野生动物，属于非法狩猎情节严重的行为，已构成非
法狩猎罪。

我省3个品种获全国优质稻
食味品质鉴评金奖

本报讯 （记者徐黎明）记者近日从有关部门获悉，全
国优质稻品种食味品质鉴评活动共评出粳稻和籼稻各 15
个金奖品种，我省籼稻品种“万象优982”“万象优双占”“野
香优海丝”3个品种喜获金奖，其中前两个金奖品种为我省
自主选育品种。

据悉，这一活动已连续举办3届，是国内最具权威的水
稻食味品质鉴评活动，旨在加快推动我国水稻种业实现

“品种－品质－品位－品牌”梯次转变。本届活动由5位院
士和全国 29 位水稻知名专家担任评委。此次 3 个品种获
得金奖，表明我省育种水平得到大提升。连续两届获金奖
的红一种业，是以经营水稻良种为主、具有较强研发能力
的“育繁推服一体化”高新技术企业，被列为2021年度我省
重点拟上市后备企业。而蝉联两届金奖的“万象优 982”，
去年在全国推广种植面积已过 100万亩，该品种不仅食味
好，而且产量高。

1月29日，在乐平市接渡镇接渡街临近接
渡大桥的朱海华香烟糖作坊内，香烟糖手艺
人正在制作纯手工香烟糖。春节临近，该作
坊日益繁忙。作坊选用本地土芝麻、土蜂蜜、
麦芽糖、桂花等优质原料，通过十多道传统工
艺加工的香烟糖独具特色，产品供不应求。

特约通讯员 朱定文摄

1月29日，新余高新区一休闲食品生产企
业的员工在赶制蛋卷、沙琪玛等休闲食品。
春节临近，休闲食品销量大增，食品企业开足
马力，加大生产力度，抢占市场份额。

特约通讯员 凌厚祥摄

“赣溯源”入驻国务院客户端
冷链食品追溯服务专区

本报讯（记者林雍 实习生李瑞）近日，经国务院办公
厅新媒体平台审核，江西省食品安全溯源平台“赣溯源”成
功入驻国务院客户端冷链食品追溯服务专区，为“赣溯源”
的推广应用起到很好的宣传普及效果。

“赣溯源”是省市场监管部门以进口冷链食品为重点
品种，运用信息化手段创新监管模式打造的全面覆盖、全
链贯通、全程追溯的冷链食品安全智慧监管平台，于 2020
年 12 月 31 日正式上线运行。冷链食品生产经营者、政府
监管部门、消费者可分别通过“赣溯源”相应端口进入并使
用相关功能，有助于疫情防控常态化下推进人物同查、人
物共防，助力科学精准防控，更好地保障广大人民群众生
命健康和消费安全。

1月22日，我省医保部门有关专家现场对峡江慢性病申请者进行资格评定。

秀美乡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