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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3000万为困难家庭大病救助

历下低保家庭 大病将零花销

本报1月17日讯 (记者
殷亚楠) 44岁的高艳萍

在历下区解放路环卫所工
作了15年，曾多次获得市、
区优秀保洁员的称号。去年
11月10日工作时，她突然晕
倒入院，被发现是脑动脉瘤
破裂，做了手术。19万多元
的医药费对她家来说是个
大数，不过幸好2012年历下
区城管局统一为环卫工人
购买了五险一金，因为有医
疗保险，她的医药费报销了
12万多，占了六成。

日前，记者来到解放桥
北侧公厕旁的一间保洁员
宿舍内，这是高艳萍和丈夫
李富强住了几年的小家。高
艳萍此时仍然躺在床上，气
色看起来不错，李富强说医
院的医生说她这样算是恢
复得好的。“住院、做手术已
经花了19万多，要不是有保
险能报销，我们借的外债真
不知道什么时候能还上。”
李富强看着躺在床上的妻
子，皱了皱眉说。

解放路环卫所负责人
介绍，去年3月份，历下区城
管局为全区的环卫工人统
一购买五险一金，其中就包
括医疗保险，“高艳萍是我
们所第一个受益的大病患
者，”她生病治疗期间不能
工作，但是工资照发，他们
家的生活可以得到保障了。

高艳萍和李富强两口
子是河南睢县人，15年前来
济南打工干起了保洁。刚成
为保洁员时，他们的月工资
每人只有200元，“以前根本
不敢想什么福利待遇、保险
的事”，李富强感叹，近几年
历下区大力改善他们这些
环卫工人的福利待遇，高艳
萍因为工作表现优秀，成为
了管段队长，每月收入能达
到一千七百元左右，他也有
一千出头。

历下区城管局相关负
责人表示，局里每年都会出
台针对困难保洁员的救助
政策，近期也有人提出了针
对少数保洁员给予大病救
助的建议，目前局里正在研
究。

本报1月17日讯(记者
林媛媛 实习生 武青)

近日，历下区出台2013年一
号文件《低保及低保边缘居
民重大疾病救助办法》，设
立3000万元专项资金，为低
保居民和低保边缘居民进
行大病救助。办法同时规
定，向低保及低保边缘户人
员分别发放每人每年200元
和100元门诊医疗卡，用于
解决其平时小病的吃药问
题。

“这一政策救助的对象
是全区2200户低保家庭和
1681户低保边缘家庭。”历

下区民政局局长刘玉海介
绍说，救助对象患重大疾病
发生的医疗费用，经医疗保
险报销或补偿后，低保居民
不设自负基数，低保边缘居
民个人自负基数一年超过2
万元以上的部分按比例进
行救助。

据了解，具体的救助标
准为：属救助对象的患者在
定点指定医疗机构的医疗
费用，低保居民按100%救
助，低保边缘居民超过自负
基数的部分按90%的比例
救助；经指定医疗机构研究
确需转诊至上级医院的医

疗费用，低保居民按80%救
助，低保边缘居民按60%的
比例救助；在二级及二级以
上市医保定点医疗机构医
治的费用经定点医疗机构
确认后，低保居民按5 0%
救 助 ，低 保 边 缘 居 民 按
3 0%的比例救助。历下区
本着就近从医和对资金合
理使用负责的原则，将历下
区人民医院确定为定点指
定医疗机构。

“根据政策，如果救助
对象患病，我们建议他先
到历下区人民医院就诊，
这样能最大限度地享受这

一政策的补助。”历下区卫
生局局长杨彩云介绍说，
大病救助的内容包括各种
恶性肿瘤(包括血液病 )、
器官移植及抗排异治疗、
血液透析患者、安装心脏
支架、起搏器或内固定材
料 患 者 和 确 需 持 续 治 疗
的疾病(高血压、糖尿病、
冠心病及精神疾病 ) 。医
疗费用救助范围为：在济
南 市 城 市 居 民 基 本 医 疗
保险、济南市城镇职工基
本 医 疗 保 险 规 定 的 定 点
指 定 医 疗 机 构 发 生 的 与

《细则》规定的住院医疗

费用和门诊大病费用。
“目前，为了配合这一

政策的实施，历下区人民医
院正在做一些相关的准备
工作。”历下区人民医院院
长王振东介绍说，现在门
诊医疗卡正在制作阶段，
计划将于2月1日发放到居
民手中。“对于大病救助的
病种，目前历下区人民医
院绝大部分都有诊治的条
件，而且历下区人民医院
也一直在积极跟省立、齐
鲁等医院的名医开展会诊
机制，尽量让前来就医的
患者得到最好的治疗。”

多名专家建议截肢

舟曲女孩宁死不从

1月15日晚，一名特殊
的女孩飞抵济南，准备在省
立医院手足外科做治疗。她
就是曾经的新闻人物———
舟曲女孩苏凤蕾。

2010年8月7日晚，甘肃
舟曲发生特大山洪泥石流，
家住城关镇的17岁女孩苏
凤蕾与父母一同被泥石流
冲走。父母不幸遇难。而苏
凤蕾在泥浆里翻滚、跌爬了
十几个小时后，幸运获救，
但右腿受重伤。

苏凤蕾先从舟曲县医
院转往天水市第二人民医
院，后因伤情严重，又转到
兰州大学第二医院，是舟曲
灾后转院伤员中伤情最重
的一位。因右下肢局部感染
坏死十分严重，国内众多专
家现场多次会诊，一致主张

“截肢”。
“叔叔，求求你们，别锯

我的腿，否则我宁可去死。”
当时，得知自己的右腿将被
截掉，已经成为孤儿的苏凤

蕾嚎啕大哭，陷入绝望。
当时，正在沈阳出差的

省立医院手足外科主任王
增涛接到上级通知，直接飞
往兰州。在查看了苏凤蕾的
伤情后，王增涛力排众议，
主张“保肢”。

作为主刀医生，经过近
一天的手术，王增涛和国内
其他专家一起，终于成功为
苏凤蕾保住了右腿。“保肢只
是一期手术，按照治疗方案，
后续还要进行血管修复、皮
瓣移植手术以及功能重建手
术。”王增涛告诉记者，他一
直和苏凤蕾保持着联系，这
次是特意邀请她来济南做进
一步的检查和治疗。“对于苏
凤蕾，心里一直是个牵挂。”

如今已可独立行走

后续治疗费用全免

女孩如今恢复得怎么
样了？17日，记者在省立医
院东院见到了刚刚住进手
足外科病房的苏凤蕾。19岁
的她扎着马尾辫，走路看起
来与常人无异。“比想象中
恢复得要好。”王增涛说。

“父母没了，自己还要
重新生活，还得照顾弟弟，
所以不想截肢。”苏凤蕾告
诉记者，做完保肢手术，大
约半年后，自己就能拄着拐
杖下床了。

现在，虽然终于摆脱了
拐杖，但苏凤蕾走上坡路或
台阶时，右腿还是使不上
劲。每逢上体育课，她都会
请假，不能跑步。

苏凤蕾正在兰州新区
舟曲中学读高三，平时住
宿，假期就回舟曲老家。这

次放寒假后，她在堂姐的陪
伴下，从舟曲老家先坐客车
到了兰州，后乘飞机经西安
抵达济南。“面对困难和挫
折，她非常坚强。”苏凤蕾的
堂姐说。

记者注意到，苏凤蕾不
太爱说话，但聊到开心事，
也会笑得很灿烂。如今，苏
凤蕾和弟弟在生活和学习上
的费用，都由政府补助。她
说，当王增涛主任邀请她来
济南复查时，感觉很开心。

“我希望自己的腿能够早日

康复，和原来一样。”
王增涛告诉记者，住院

后，苏凤蕾将接受一系列的
检查，之后根据检查结果决
定是否进行二期手术。“所
有的费用，包括往返路费均
由我们手足外科的爱心基
金承担。”

苏凤蕾说，她感谢社会
上的好心人。她今年参加高
考，当记者问她将来想做什
么时，她笑着回答，“也想做
一名医生，回报社会，帮助
更多的人。”

保洁员患大病

医药费报六成

这得益于历下

区城管局为环卫工

购买了五险一金

特大泥石流中失去双亲，右腿重伤又险被截肢

舟曲女孩来济接受后续治疗
文/片 本报记者 李飞 实习生 刘青

2010年甘肃舟曲泥石流灾害中失去父母、腿受

重伤的女孩苏凤蕾，15日晚来到济南，准备做进一

步的治疗。17日，记者在省立医院看到，当初差点截

肢的苏凤蕾，如今腿伤恢复良好，已经可以独立行

走。据悉，苏凤蕾来济的所有费用均由医院手足外

科的爱心基金承担。

17日，记者在省立医院见到了苏凤蕾，如今她腿伤恢复良好，已经可以独立行走。图
为苏凤蕾(右)和堂姐在病房里。 本报记者 李飞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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