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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势低洼道路被淹
立即平整方便村民出行

本报讯（记者 宋雪）“夹江县新场镇四棱碑处，出村的道路由于
地势很低，最近一个月经常被水淹，村民出入时十分苦恼。”7月24
日，市民李先生拨打12345心连心服务热线，希望相关部门能帮助疏
通道路，方便村民通行。

接到热线后，市心连心服务中心将事项交夹江县人民政府办理，
新场镇分管领导及工作人员进行了实地调查处理。据悉，李先生反
映的道路位于新场镇新新社区，该路段处于高速公路施工的红线内，
是满足群众出行而临时修的一条便道，确实存在地势低而出行困难
的问题，反映情况属实。

对此，新场镇分管领导立即联系了高速公路施工的项目部，项目
部于7月26日派出工作人员将道路积水抽排干净，并安排车辆运输
砂石对该路段进行了平整，确保村民安全方便出行。看到问题得到
解决，李先生表示感谢和满意。

楼房防护栏存在安全隐患
全面排查尽快整治

本报讯（记者 宋雪）“市中区碧山路2687号前几年进行了外观风
貌改造，现在该处楼房的防护栏即将掉落，我担心会砸到行人。”7月20
日，市民李先生拨打12345心连心服务热线，希望相关部门进行处理。

接到热线后，市心连心服务中心组织市住房城乡建设局、乐山城
投集团、市中区住房城乡建设局、市中区全福街道办事处等，前往现
场查看、并达成了解决方案。

根据方案，为了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同时便于集中整
治、及时消除安全隐患，由市中区住房城乡建设局第一时间牵头中心
城区的各街道和镇，对进行过风貌改造的房屋进行全面摸排，截至7
月23日共排查出存在安全隐患点位48处。随后，排查情况立即报送
市住房城乡建设局，下一步，将尽快按既定计划开展安全隐患的整治
和排除工作。

电话里，工作人员向反映人说明了办理的进展情况，反映人表示
满意。

医保无小事，枝叶总关情。今年以来，乐山
市医疗保障局把学党史、悟思想自觉融入“我为
群众办实事”的医保工作中，推动党史学习教育
往深里走、往心里走、往实里走，以问题为导向，

“织密网、建机制、兜底线”，积极建设“温暖医
保”。以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痛点堵点难点问题
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全面落实参保人员“健康有
人管、患病有人治、治病能报销、大病有救助”的
措施，确保群众看病有“医”靠，持续提升着民生
的温度、幸福的质感。

为民办实事 就是要办到心坎上
“感谢市医保局为民办实事，切实减轻了患者

家属的经济负担。”今年3月，一群苯丙酮尿症患
者家属来到市医保局，感谢医保部门为特殊疾病
患者家庭减轻负担。

据了解，苯丙酮尿症是一种罕见的先天性遗
传疾病，患儿从出生起只能吃特殊治疗性食品。
这种病症虽然已纳入了我市特殊疾病管理，但患
儿需长期食用的奶粉属于食品，费用未纳入医保
报销范围，患儿家属经济压力巨大。

得知这一情况，市医保局立即行动起来，对全
市的罕见病群体进行走访调查，积极向上做好政
策对接，争取支持。在乐山医保部门的努力下，今
年3月，乐山市将苯丙酮尿症儿童门诊检查、药品

费用及治疗用低苯丙氨酸食品费用、特殊奶粉费
用，由医保统筹基金按70%支付，全市苯丙酮尿症
患者的家庭负担得到有效缓解。

如今的乐山，已建成了以基本医保为主体，补
充医保、大病保险、医疗救助和商业健康保险共同
发展的多层次医保体系。完善的医保制度，不断
提高着医疗保障水平，确保乐山医保资金合理使
用、安全可控，统筹推进医疗、医保、医药“三医联
动”改革，更好地保障人民群众病有所医，为“嘉
人”幸福加码。

为群众服务 就是要让办事更方便
作为民生部门、窗口单位，市医保局坚持“刀

刃向内”，破除固有思维方式。改进管理模式、提
升服务水平，重担在肩不放松，认真守护医保“绿
水青山”，收获民生幸福“金山银山”。

积极打造优质窗口，积极推进综合柜员制，
70%以上政务服务事项实现了“一窗”分类受理。
为军人、残疾人、嘉州英才开通了绿色通道，设立
异地就医参保人“办卡、卡鉴权、备案”一站式服务
窗口。协调商业银行进驻医保大厅现场办公，提
供快速制卡服务，实现了参保人换卡、补卡、新办
不足10分钟立等可取。清理规范医保政务服务
事项，优化服务流程，逐项编制办事指南。对参保
人员反映的问题，及时处理、精准回应。推出医保

“八办”便民服务，优化办事流程、拓宽服务渠道、
精简办理环节，减少群众跑腿次数……

尤其2021年4月22日“自助开通异地就医直
接结算服务”上线运行，让乐山参保人外出甚至连
医保卡都不用带，只需在手机上下载“国家医保服
务”APP，按照要求填写相关信息，就可以在线上
自助开通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服务，在29个省
（自治区、直辖市）符合条件的医院实现普通门诊
费用跨省直接结算。如果想在药店买药，只需在

“国家医保服务”“乐山市医疗保障局微信公众
号”、支付宝等APP上领取医保电子凭证，就可在
全市1858家医院、药店“扫码”结算，实现了医保
服务由“实体卡”向“二维码”的转变。

一个个创新之举、一项项惠民政策、一件件利
民实事。接下来，市医保局将继续深入调研医保
领域制度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积极探索完善医疗
保障制度、创新医保支付机制、织密基金监管制度
笼子、优化医疗保障管理服务等改革举措，持续推
进医保治理体系不断完善，用坚持应保尽保、坚持
稳健持续、坚持促进公平、坚持治理创新、坚持系
统集成这“五个坚持”推动我市医保制度改革进一
步细化落实，通过大统筹打造“大医保”，大集中建
立“大数据”，大整合构建“连心桥”，让居民医保利
好政策广泛覆盖乐山全市。

记者 罗曦

医保为民 群众看病有“医”靠

本报讯（记者 张力）“培养一个
学生成才、带动一个家庭脱贫、影
响一个民族进步”，这是乐山一中
美姑班为美姑县培养贫困优秀学
子的美好愿景。今年，该校第二届
美姑班49人参加高考，一本上线5
人，本科上线41人。

其中，该校高2021届美姑班理
科学生吉克哈布，以高考526分的
成绩，在提前批医学定向被西南医
科大学中医学（美姑县）专业录
取。7月19日，西南医科大学录取
通知书送达吉克哈布家中，这让在
深圳打暑假工的他欣喜不已。

“以前放假在家我的脚扭伤
后，到村里的卫生服务站医治时，
发现村里医生并不多，从那刻起我
就萌生了学医的念头，想要成为村
里的一名医生。”吉克哈布说，2018
年，他怀揣着梦想离开家乡，只为
在乐山一中学到真本事，考上大
学，走出大山。

吉克哈布说：“进入大学后，
我会努力学习，立志学有所成，回
到家乡，服务家乡。”在未来经过5
年的大学学习后，吉克哈布将回
到美姑为家乡的医疗事业贡献自
己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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岷江边的呓语或镜像（组诗）
岷江一苇

【作者简介】
罗学平，笔名岷江一苇，现居犍为，四川省作家协会会员。

习诗多年，难以舍弃。在各级纸媒发作品多篇（首），出版诗集两
部，获过数次诗歌奖。

【创作感悟】
一晃，习诗好像有些年头了。然诗到底该怎么写，写什么，却

从未思考过，因为这似乎是个无解的谜。我始终秉持一个原则：
必须有感而发，对得起良心。有时我想，诗应该是针灸老师手里
那根针，为病体保留一种舒筋活血的可能。

◎被遮蔽半张脸的镜子
那年，打马从你窗前走过
风乍起，吹动窗帘
遮住镜子里半张脸
就像今夜一轮玉盘
被云彩镶上花边
水中的嫦娥
犹抱琵琶半遮面

儿时跟父亲去赶集
父亲带我到摆摊的盲人面前
要他算算我的命
盲人抛出一枚硬币
然后用手蒙住
要我猜正面还是反面
也许是当时猜错了
至今我的人生
仍坎坷曲折，举步维艰
站在中年路口
不知是该顾后还是瞻前

莽莽大地，滔滔寰宇
上下五千年，朝代更迭
谁能窥得历史全貌与真颜
就连当年的梁元帝
也只看见徐妃半张脸

◎从前慢
老牛拉着破车
在坑坑洼洼的土路上颠簸
猪要出栏
至少要喂一年

没有名目繁多的化肥农药
没有催长素催红剂
地里的庄稼与蔬菜

像缺乏营养的孩子
长得很慢
却阳光雨露，自自然然

夕阳西下
炊烟从烟囱里冒出来
飘向小河边或屋后的山坡
一盏煤油灯
燃烧着夜的心事
和叨不尽的家长里短
也照着母亲手里的针线
缝补日子露出的破绽
奶奶的纺车
纺着月升月落蛙声虫鸣

那时的邮车很慢
投出的信件
很久才能抵达
那时的爱情害羞得
像伸出又缩回的手
迟迟不敢握到一块

◎圈子
十月怀胎
母亲的子宫是你的圈子
呱呱坠地
温暖的家庭是你的圈子
上学读书
学校是你的圈子
踏上社会
朋友是你的圈子
进入仕途
官场是你的圈子
一命呜呼
坟墓是你的圈子
你一生都痛恨圈子
但到死都没绕出圈子

唯几棵小草
在坟墓上招摇

◎我只想在岷江边独坐
我只想在岷江边独坐
看江水奔腾或默默流淌
看夕阳西下
夜色将天边的晚霞慢慢侵蚀
没有孔圣人“逝者如斯夫”的无奈
没有“浪花淘尽英雄”的慨叹

我只想在岷江边独坐
不去商场，不去闹市
不看衣衫单薄的美女
我只想在岷江边独坐
坐成一叶芦苇
伴四季轮回
在岷江边老去

◎今夜梦回
今夜梦回
穿越时光隧道
我是你远征塞外归来的良人
你是我独守深闺懒于梳妆的妇人
苦修为莲的娇躯已为我绽放

我要和你在天籁般的音乐中缓缓起舞
舞一曲阮郎归，舞一曲琐窗寒
舞一曲好事近，舞一曲烛影摇红
在声声慢中彼此深情凝望
然后，我要信步走遍每一寸河山
流连、流连、流连……

亲爱的，今夜梦回
我要和你像两头恩爱的鲸
在夜幕下的大海
尽情嬉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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