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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图 本报记者 翁韬

天色将晚，暮色四合。刚刚遭遇几十年最
强降雪的豫南地区，寒气逼人。记者踏入平舆
县东和店镇卫生院一楼的健康扶贫爱心病房，
屋内却暖意融融。

刚刚结束输液，年近八旬的和店村六组村
民李选民，穿了件薄毛衣正靠在床头跟医生沟
通病情。

“今年冬天特别冷，老毛病——慢性支气
管炎又犯了，喘不上气来。住了五六天院了，
快好差不多了。”老人向记者打开了话匣子。
一旁查房的东和店镇卫生院副院长孟新生说，
老李家是贫困户，入院时就开通了绿色通道，

“免押金、先住院、后报销”，出院的时候才结算
费用。新农合再加上国家贫困户的报销政策
优惠，两个政策叠加，老李自己要掏腰包的钱
可能只有几十块钱了。

说到这里，同病房第二天就要出院的 86
岁的后楼村村民李文平接过了话茬，“俺活大
半辈子了，这可是第一次住院，原来一直担心
出不起费用。孟医生给俺算了下账，住了十来
天，新农合可以报销大部分，最后自己最多掏
1000多元，俺这才踏踏实实住下来”，说到这
里，一屋子的病友都会心地笑了起来。

欢声笑语中，天色暗了下来。隔着病房玻
璃望出去，一层雾气让寒夜的灯光也多了一丝
暖意。

“现在的东和店镇卫生院已经今非昔比”，
扎根基层，在东和店镇卫生院工作 40多年的
孟新生十分感慨。东和店镇卫生院现有建筑
面积超１万平方米，开放床位 200张，专业科
室齐全，年门诊量9万余人次，年住院量9000
余人次。

在孟新生的记忆里，上世纪 80年代初的
东和店镇卫生院由于种种原因曾经几近倒

闭。东和店镇距离平舆县城将近 30公里，地
处两省三市四县的接合部，是一个偏远的贫
困乡镇。当年连条像样的路也没有，村民进
城要走一条坑洼的砖渣路，群众就诊、转诊非
常困难。

1991年，县里为了解决周边群众看病难
的问题，投资建设了新的东和店镇卫生院，病
房楼、设备都不比县城的医院差，“县级的诊疗
水平、乡镇的诊疗费用”。渐渐地，东和店镇卫
生院成为周边9个乡镇30多万群众的区域疾
病防治中心。

但是，在多年的基层诊疗过程中，孟新生
也发现，基层医疗人才的培养和流失是最大的
问题。

“很多刚从大学毕业的学生往往来基层卫
生院待上两年，等拿到相关的执业医师资格
证，几乎是‘前脚拿，后脚走’。”孟新生痛心地
说，“每年招聘来十个毕业生，能留下来三四个
就不错了。”

不仅是乡镇卫生院，村医的人才断层问题
也是一个普遍的现象。“收入低、责任大、工作
辛苦”，很多年轻人都不愿意留在乡镇、村的基
层医疗机构工作。以东和店镇为例，下辖的
12个行政村，还有两个村没有村医服务，而在
职的村医也大多年龄偏大，六七十岁的老村医
还是其中的主力军，三四十岁的年轻医生屈指
可数。

他建议，实施乡村一体化的人才体系，乡
镇卫生院和村卫生室携手共建，互助联动。乡
镇卫生院的医生要多下去，帮助村医提升业务
水平；村医要多上来，可以到乡镇卫生院学习、
进修。

“国家应该鼓励学医的大中专毕业生多到
基层工作，给予待遇和发展上的扶持，这样才
能解决基层医生紧缺，大量医学毕业生资源流
失的双重矛盾。”孟新生说。5

□文/图 本报记者 韩春光

让广大城乡居民享有基本医疗保险，
是党和政府的一项重大惠民举措。城乡居
民基本医疗保险缴费可以选择通过银行、
微信、支付宝、地税局办税服务大厅服务窗
口及自助办税终端、地税局网站等方式，确
实方便了广大城乡居民。可在经历了为孩
子重新办卡、缴费的过程后，郑州市民王先
生发现,由于信息不能在部门间及时共享，
便民服务有时并不便民，还会让人跑断腿、
磨破嘴，来回折腾。

王先生说：“我女儿 2001 年底出生。
2007 年 8 月,社区工作人员通知让参加基
本医疗保险、办理社会保障卡时，我积极响
应。2007年 9月，社会保障卡发了下来，上
面显示孩子姓名（小名）、性别、卡号及发卡
日期、身份证号等。快上小学时我给孩子
起了大名，并到辖区派出所户籍室为孩子
更改了名字。尽管改了名，身份证号不会
变，且公安户籍档案和户口本上均显示名
字更改信息。之后，尽管年年持卡缴费，由
于孩子未生病住院，从来没有用过社保
卡。”

孩子参加2017年中招考试需要身份证，
2016年 8月,王先生到辖区派出所给孩子办
理了身份证。2017年，社区通知换新社保卡，
同时考虑需要将社保卡上孩子的名字改一下，
2017 年 9 月，王先生给孩子办理了新社保
卡。新社保卡上显示孩子的姓名、社保号码
（即身份证号）、卡号、发卡日期（2017年 9月
15日）等。

“孩子的新社保卡办好了。可是谁知
道，随后的缴费环节，却让我跑断了腿，磨
破了嘴，受尽了折腾。”王先生十分激动地
说，“拿到孩子的新社保卡几天后，我到市
地税局指定的银行去缴费。没想到，排到
自己办缴费业务了，银行工作人员却告诉
我，银行还没有收到我孩子的社保信息，所

以缴不上费，让我过个十天半月再来试
试。随后，我这样反反复复去了银行 3次，
几乎每次都是花费半天时间。直到 2017
年 10月底，在银行也没有将孩子的居民基
本医疗保险费缴上。”

王先生接着说：“这之后，我每隔十天
半月去一次，又去了 3次区社保服务大厅，
同时也去了市地税局的指定缴费银行。社
保服务大厅工作人员每次打开电脑查看我
孩子的社保信息后都向我解释：新社保卡
办好后，有时候会间隔一个月，到下个月信
息才会到银行，让我再等等。同时提醒我，
也可以通过手机微信搜索地税局的公众号
添加关注后，点击‘办税服务’，再点击‘社
保费申报’，然后输入缴费人姓名和身份证
号点击确认缴费。工作人员这样一说，我
觉得这样缴费实在太方便了。可是，我按
照此程序在手机上多次操作，依然无法缴
费。”

王先生无奈地说：“2017 年 11 月 30
日上午，我又来到区社保服务大厅 1 号
窗口和 9 号窗口分别询问，工作人员在
办公电脑上查看了我孩子的社保信息后
都说，在社保这一方面，孩子的信息没有
任何问题，如果有问题，根本办不成社保
卡。建议我再到区地税局问问，是不是
信息没有更正过来。当天我又来到区地
税局办税服务大厅，取号、排队等待。轮
到我时，我将遇到的问题向工作人员讲
述一遍。办税服务大厅的工作人员说，
在地税局这边，孩子的名字信息也需要
更改一下。于是，我又将孩子的新社保
卡、身份证交上去。终于，在区地税局办
税服务大厅，我将孩子的居民基本医疗
保险费缴了上去。”

王先生感慨道：“为了给孩子缴纳医
保费，前前后后，让我折腾了两个多月。
如果社保部门、地税部门、银行部门信息
共享及时，便民服务就会更便民。”5

□文/图 本报记者 汤传稷

今年 24岁的刘青山是方城县四里店乡
郭沟村村民。几年前，他随父母一起到新疆
打工。现在乌鲁木齐一家汽车维修店学习汽
车维修技术，很少回老家。不久前，为了考驾
照回了一趟老家。让他有些吃惊，回家的路
变了，变得让他差点认不出来了。兴奋之下，
他骑着摩托车去方城县境内几条新开通的大
路上兜风，转了好几个来回才觉得过瘾。

说到村前面的这条路，刘青山的话匣子
打开了:“我印象最深的是，就在几年前，俺们
村有个中年人喝了酒走这条路，一不小心摔
倒翻到路边的河沟里去了。相隔时间不长，
另外一个村民骑摩托车也翻到河沟里了。那
个时候的路啊，真是太差劲儿了。全是土路，
一到下雨天，泥泞很深，到处是很深的水坑、
泥坑。而且在村子西南方向的出口处，雨水
大的时候会把简易小桥完全淹没。我们只有
从邻村旁边的排水沟中蹚水过去，才能走到
大路上。”刘青山回忆到此处禁不住皱起眉
头。

让刘青山高兴的是，现在大不一样了。
如果选择从老家的北面回家，这一条线路也
非常快捷、便利。他说，方城县城附近新修了
几条宽阔的公路，县城也有畅通的环城公路
了。出了县城，沿省道S239线前往七峰山，
公路修得非常漂亮，道路宽阔，视线也很好，
两边还进行了绿化。过了七十二潭风景区，
继续前行，可直达四里店乡政府所在地。四
里店附近，转到县乡道路，虽然路变窄了，但

也都是水泥硬化过的道路，会车也不存在问
题。骑车在村庄和树林间穿行，路好，风景
好，心情特别爽。顺着这条路往前走，很快就
到家了。“现在的交通条件真是大大改善了。”
刘青山说，他在四里店乡上初中的时候，经常
从那条路上走过，那时连骑自行车都很困难，
大多数时候，上学要走七八里山路，只能靠步
行。

刘青山虽然常年在外，偶尔才回家一趟，
不过他也十分关心家乡建设。他从本地媒体
上了解到，这几年全县的交通投入不小。全
县各类公路总里程近4000公里，已经基本实
现了乡镇政府所在地10分钟上干线公路、30
分钟到县城的目标，形成了乡镇之间环线相
连、村与乡镇之间骨干线相连、村村之间公路
相连的公路网络。

刘青山发现，现在坐公交车也比过去方
便多了。他还了解到，县里成立了城市公共
交通服务中心，重新规划设置1、2、3、5、6、9
路 6条线路，形成了覆盖城区主要街道的公
交线路网络。县财政投资新购一批纯电动公
交车，已实现 6条公交线路高效安全运营。
在县内出行，比过去便利多了。

说起2018年的新年愿望，刘青山说：“新
的一年，俺们村的群众都有一个共同的愿望，
就是希望村子里面的土路能改成硬化路，如
果能把南边通往清河乡的乡道再维修一下就
更好了。这条路年久失修，原来平坦的柏油
路现在已经到处是坑坑洼洼的了。现在路好
了，乡亲们买小轿车的也多了，我还打算回家
乡搞汽车维修呢！”5

□文/图 本报记者 韩春光

“随着国家对农村教育投入的不断加大，
农村教育确实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以咱
村学校为例，20多年前，无论是教室还是教
师办公室，都是破旧低矮的平房，根本谈不
上有什么像样的教学设施和教学器材。”1月
13 日至 14 日，记者回家乡——省级扶贫重
点县原阳县齐街镇孟寨村探亲，已经任教 20
多年，在村小学任校长的韩武胜，和记者拉
起了家常。

“现在，不仅学生上课有了教学楼，教师
办公还有了办公楼，去年学校又新建了一座
教学楼。咱们农村学校的校舍，真的是越来
越漂亮了。教学设施、教学器材也很齐备。
图书室、医疗室、仪器室样样都有，各种体育、
音乐、美术器材一样都不缺。可以说，农村教
育的硬件设施已经达到了一定的水平。农村
教育取得的成就，有目共睹，确实应该给予充
分肯定。”

说到这里，韩武胜话锋一转：“对农村教
育进程中出现的问题也应该正视，给予关注，
不能忽视。咱孟寨村是个大村，有近4000口
人。前些年，村里既有小学，又有初中，光小
学生就有 500 多名。而如今，村里只剩下一
所小学，六个年级，每一个年级只有一个班，
学生剩下总共不到200名。”

韩武胜接着对记者说：“从前农村的校舍
差，甚至有的是危房，但学生的人数却很多；
眼下虽然校舍很好，教学设备也都很好，可是
生源却在大量减少。流失的生源，一部分是
随着在外地打工的父母到城市的学校上学去
了，一部分是被父母送到了乡镇或者县城上

学去了。这些家长认为，城镇尤其是大城市，
拥有比农村更加优质的教育资源。不只是咱
们一个村，其他的许多村庄也是如此，现在，
许多农村的学校普遍留不住学生。生源的不
断流失，是当下许多农村学校正在经历的无
奈的伤痛。”

“农村学校的确缺乏优质的师资力量。
咱村学校共有 10名教师，教师大都是中专师
范类毕业的，也有由民办教师转正的。其中
一多半教师年龄偏大，年轻教师占比很小，
农村学校最缺少的就是年轻教师。相当一
部分年轻教师嫌农村条件差、待遇低，在农
村当教师还不如到外面打工挣钱多，因此不
愿到农村尤其是偏远农村任教。”韩武胜一
边叹息，一边和记者聊着当下农村教育面临
的问题。

许多农村学校不缺语文、数学等主课老
师，但体育、音乐、美术等副科的专业教师，依
然还是相对缺乏的，由此就造成农村小学生
的综合素质普遍相对较差，而且难以提升。

韩武胜最后说：“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
报告中，提出了乡村振兴战略。我认为，乡村
要想振兴，必须振兴乡村教育。要想让农村
孩子接受与城里孩子一样的教育，政府及教
育主管部门首先应该出台鼓励年轻教师及优
秀大学毕业生到农村学校任教的优惠政策，
不断建立、健全、完善让城市里的优秀教师年
年分期分批到农村支教的长效机制。同时应
该多多培训体、音、美等特长教师，在特长教
师相对紧缺的情况下，各县（市）政府及教育
主管部门应为农村小学培训体、音、美等专业
特长教师，以弥补短期内特长教师不足的问
题。”5

扶贫爱心病房里话民生

一位农村小学校长的喜和盼

部门间信息共享及时才会更便民

出行大改善 细处待完善

孟新生正在给患者看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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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阳县齐街镇孟寨村小学孩子在上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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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新合作医疗实施以来，农
民受益多多，由原来看不起病，因
病返贫到现在能看起病，可以报
销一定比例医药费，这也是农民
积极踊跃按时缴新农合款项的主
要原因。2018 年已经启航，听说
城乡居民医保要统一标准，实施
一人一卡，比原来一家一册方便
多了。以前缴的新农合没花过，咋
办？原来缴存的上千元费用怎么
算？希望有关部门给一个明白的
答复。

安阳 乔光

林州市 如是雨林

以往政府部门门难进。随着政
务公开，服务态度也一天天跟了上
来。公厕改革，方便了群众上街如
厕。行政服务中心服务态度暖人心，
有的单位外墙储藏室放着旧衣物，方
便生活无着落的人。

电视台、报纸上天天说骑电动
车要走人行道，快车道危险，道路交
通事故每天都有发生。可还是有部
分市民依然我行我素，手机微信上
也每天发布小视频，警示市民注意
安全。我站在门口数了一下，三分
钟内在快车道骑行的市民多达 20 多
个。亲，传说中的猫有九条命，您有
几条命？

家长会上，校长连用三个“痛心
疾首”，说出了对当前教育的困惑：现
在孩子们认知能力差，有的孩子做作
业基本上靠手机、电脑，没有创新能
力，基本常识题都不能理解。呼吁家
长在孩子做作业时不要玩手机，建议
坐在一旁看书，树立好榜样。呼吁
家、校一起负起教育责任。

宝丰县 范军朝

随着机动车数量的剧增，眼下就
连一些乡镇街道也变得拥堵起来，给
人们的出行造成了诸多的不便和安
全隐患。在新的一年里，我期望公安
交管和交通等部门采取有效措施，强
化道路隐患排查整治和交通秩序整
治，破解交通拥堵难题，确保广大交
通参与者日常出行更安全更快捷。
同时，也希望人们都自觉提高安全意
识，切实做到文明守法参与交通，自
觉维护道路交通秩序，充分体现新时
代交通参与者良好的精神风貌。

邓州市 心声

我希望邓州市的农村各个小学
校要加快完成合并工作，以节约国家
教育资金，提高教学质量。如今邓州
市的许多农村小学校一个班级 10 多
个学生，一个学校也仅仅 70 多个学
生。同时为了下一代的教育质量，主
管部门要改进对教师的考核办法，让
教师队伍里都是那些称职的、有事业

心的老师。5

@所有人
【点评征集】下期民声民情版将就
一些民生话题谈新年新期待。请
各位就农村教育、便民服务、医疗
卫生、出行等话题发表看法。

河南日报群工部

走基层 听民声
每年的全省“两会”期间，民生问题都是热点话题。今年全省“两会”召开在即，又

有哪些话题最能反映群众的心声、最能聚焦民生的关切呢？近期，河南日报群工部在

群工部读者微信群里发起了“两会”热点话题调查，并从中选取网友最关心的热点话

题，收集朴素、本真的观点。群工部记者就这些话题，深入乡村、街道，与基层群众唠

家常，听民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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