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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险险合合一一，，城城里里农农村村一一个个待待遇遇
青岛在全国率先实现就业、养老、医保、人社服务城乡一体化

本报菏泽1月14日讯（记者
邢孟 通讯员 王群） 菏泽一
男童到村卫生室治疗感冒，在打
屁股针时，神经出现损伤，并留下
了残疾。经法院判决，卫生室赔偿
孩子及家人14万余元。

2013年4月28日上午，4岁的
小华（化名）因感冒一直咳嗽、流
鼻涕，王某夫妇便带着孩子来到
村卫生室看病。医生张某在给小
华诊断后，开了一些西药并在小
华的左屁股上打了一针。没想到，
就是这一针，让小华的左脚落下
了残疾，也让小华的父母心痛不
已。

小华打完屁股针后就开始哭
闹，左腿也不敢站立。第二天，王
某夫妇就带着小华去医院就医，
随后辗转市医院甚至省里及外地
的医院住院治疗。经医院诊断，小
华被确诊为左下肢胫、腓神经损
伤，经过近半年的住院治疗及康
复治疗，小华的左脚仍然落下了
残疾。后经司法鉴定，小华左臀部
肌肉注射后出现左腓总神经损伤
遗留、左足各趾功能丧失及左踝
关节功能丧失，分别属九级伤残、
十级伤残。

法院审理后认为，被告卫生
室是经卫生局依法核准的卫生医
疗机构，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
的能力，张某是该医疗机构的医
师，其给原告实施的诊疗行为是
其履行职务的行为，由其所造成
的损害赔偿责任应当由被告卫生
室承担。最终，法院判决该村卫生
室赔偿小华医疗费、护理费、残疾
赔 偿 金 、后 续 治 疗 费 等 共 计
141862 . 16元。

本报潍坊1月14日讯（记者
赵磊 通讯员 孙丽丽） 青州
市的李某是个地道的彩迷，他怀
疑自己之前买的彩票中了头奖，
后来却发现装彩票的衣服被妻子
洗了，彩票也泡了，两人发生争
吵，并且要离婚。两人闹到派出所
后，民警查到大奖得主另有他人，
李某才消停下来。

2014年12月27日深夜，青州
市公安局东夏派出所接到群众报
警称，邻居李某家吵架声音太大，
严重扰民。民警来到李某家中时，
夫妻俩正吵得面红耳赤，还让民
警作证明天就离婚。耐心询问后，
民警了解到，小两口吵架的导火
索竟是一张彩票。

李某今年25岁，跟妻子林某
结婚不到三个月。李某已经连续
买了两年彩票，是一个地地道道
的彩迷，但却很少中奖，偶尔运气
好能中个十几二十块。

半个月前，李某机选了一注
彩票，随手放在衣服口袋里。27日
晚，李某下班回到家，一进门就兴
奋地告诉妻子，自己可能马上就
要成百万富翁了，因为他听同事
说他买的那注彩票的头奖到现在
还没人去领，极有可能是自己机
选的那注彩票中了头奖。李某一
边说一边找彩票，结果发现装彩
票的衣服已经被洗过了，彩票成
了一团纸浆。李某顿时着急了，便
大声质问妻子，林某被丈夫这么
一闹，平日里积攒的不满也一下
子发泄出来了，两人越吵越凶，邻
居难以忍受。

为了不打扰邻居休息，民警
只好把二人带到派出所“清醒清
醒”。民警上网一查，发现李某买
的彩票大奖已被人领走，李某这
才安静下来。

本报青岛1月14日讯（记者
李珍梅） 从今年1月1日起，

“三险合一”的《青岛市社会医
疗保险办法》正式实施，青岛822
万城乡参保者首次享受到城乡
一体化的医保制度。这也标志着
青岛在全国成为率先实现就业、
养老、医保、人社服务“四个城
乡一体化”的城市。

38岁的蓝先生是一名尿毒
症患者，已做了五六年的透析。
每次做完透析，蓝先生都要用
上一种辅助药物——— 左卡尼
汀。蓝先生是原新农合参保人，
2015年前，该药物不在新农合
的报销目录范围，一个月要自

掏500多元购买该类药物，对于
家庭经济困难的他来说，是一
笔不小的开支。从2015年1月1
日起，蓝先生再也不用自负这
笔费用了，因为这个药物也纳
入了报销范围。

自2015年1月1日起，青岛
执行新的医保政策，在全国率
先实施医疗保险制度改革，打
破城乡界限和制度壁垒，实现
城镇职工、城镇居民、新型农村
合作医疗保险“三险合一”，将
原有的三项医疗保险整合为职
工社会医疗保险和居民社会医
疗保险两项保险（其中，居民社
会医疗保险整合了原城镇居民

医疗保险和新农合两项制度），
构建起“基本医疗保险+大病
医疗保险+大病医疗救助”三
层社会医疗保障体系，惠及城
乡822万参保人。

新政策还规定，全市参保
人执行统一的医保待遇项目和
目录范围，包括住院、门诊大
病、门诊统筹、意外伤害、长期
医疗护理、特药特材救助、生育
医疗报销等待遇项目，改变了
城乡医保待遇不统一的现象，
消除了城乡医保的制度差异。
城乡参保人的保障额度也相应
提高，职工医保参保人年最高
保障额度达到90多万元，比此

前提高了10万元；居民医保参
保人达到88万多元，比原城镇
居民医保提高了10万元，比原
新农合提高了40万元。

青岛市还出台了全市城乡
养老保险转移接续制度，允许
参加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和城乡
居民养老保险的人员办理跨制
度养老保险关系转移衔接。并
在全国率先建立起城乡均等的
就业政策体系，打破城乡区域
界限、人员身份界限和户籍地
界限，实现同城同域同待遇。全
市10个区（市）及129个街道

（镇）全部建立人力资源社会保
障服务平台。

“妈妈是坏妈妈，

不给我买玩具”

“啾……”14日，在烟台毓
璜顶医院儿内科三病区，7岁的
翘楚躺在杀菌隔离床上，把自
己的手当成手枪，比划成各种
自认为很帅的姿势。他并不明
白自己的生命有多危险，只知
道吃下的饭很快就吐出来了。

长期陪床，母亲于女士已
经一脸颓废、无奈。她说，“很害
怕，已经看到病房里好几个和
儿子一样情况的孩子走了，医
生说儿子化疗失败，现在唯一
的出路就是骨髓移植。”

翘楚心里对白血病、死亡
并没有概念，唯一想要的就是
玩具。“喜欢姐姐和爸爸，不喜
欢妈妈，妈妈是坏妈妈，不给我
买玩具，我喜欢刀枪类的玩
具。”翘楚说，将来长大了自己
要开个玩具店，这样就会有好
多玩具。

虽然翘楚嘴上说不喜欢妈
妈，但是每当看到于女士掉眼
泪，他总会安慰说，“妈妈，别
哭，我马上就好了。”

为凑百万手术费

家里变卖房产

小翘楚的父亲刘先生正忙

着在栖霞老家筹钱，他把家里
房子以30万元的价格卖了。“也
有人劝我放弃，但就因为这100
万放弃治疗，这不是父母能做
出的事。”于女士说。

翘楚最近总想爸爸，但是
刘先生来回一趟要60多块钱，
他舍不得，不能说来就来。“饭
都是邻床病友给点，儿子也就
吃几口，我经常是忍着不吃。”
于女士给丈夫打电话说，最近
儿子想吃韭菜馅的饺子，你来
了多看儿子几眼。

“当妈的怎么能忍心看着
孩子有病不治？”于女士说，至
少有一分力尽一分力，即便到
最后孩子去了，还可以说：“孩

子，爸妈尽力了。”
“能用的办法都用了，全村

能借的钱都借了，转了三天借
来510块钱。”刘先生电话里颤
抖着声音说，不是不知道儿子
最喜欢刀枪类的玩具，只是相
对于让儿子开心，他更想要儿
子在世上多活一段时间，一分
钱都不能浪费。

让翘楚活下去是父母的愿
望，但对翘楚来说，有了玩具，
他可以开心度过每一天。

如果您家有类似的玩具，
愿意与孩子分享，您可以联系
本报记者15063831079或者于
女士13573583253。

本报青岛1月14日讯（记者
刘腾腾 通讯员 武锋 乔

俊杰） 大学毕业后工作不顺
心，男子李某就想靠抢劫发财。
14日零时许，该男子持刀抢劫
两名夜行的六旬老人时，没想
到其中一人是足球运动员出
身，扭打过程中李某被摁倒在
地，随后被巡逻民警抓获。

1月9日、11日凌晨，在市北
区南丰路与开平路上接连发生
两起抢劫案，被抢者均是深夜
独行的单身女性。14日零时左
右，水清沟派出所民警巡逻至
辖区雍翠花园小区附近时，听
到小区门口传来叫喊声和打斗
声。“现场两名男子扭打在地

上，站在旁边的女子大喊抢劫，
一名男子手里有刀。”两名民警
迅速上前，将持刀男子制服。

今年26岁的李某来自吉
林，身无分文的李某觉着抢劫
来钱快，1月9日和11日，他盯上
两名深夜独行的女子，两次共
得手300余元。

14日零时，他又盯上了一
男一女两名夜行的老人。“他以
为两名老人年纪大，没有反抗
能力，殊不知被抢的男性老人
是足球运动员出身，身强力壮，
李某根本无法从对方手里抢过
财物，还被摁倒在地。”

目前，李某因涉嫌抢劫已
被警方刑事拘留。

患感冒去打屁股针

男童神经受损致残

妻子洗衣泡了彩票

“彩迷”丈夫要离婚

抢抢劫劫六六旬旬老老人人，，反反被被摁摁倒倒在在地地
该劫匪之前已抢劫两名女子，没想到老人曾是足球运动员

白白血血病病男男孩孩想想要要一一把把玩玩具具枪枪
治好后未承想病情复发，父母变卖房子为他治疗

新年·心愿

本以为灾难已经过去，
不承想命运再次向他们伸
出了魔爪。两年前，栖霞的
于女士东拼西凑30多万元，
为儿子翘楚治好了白血病。
可是好景不长，翘楚的病复
发了，这次只有骨髓移植才
可以救命。

为凑费用，家里变卖了
房产，但幼小的翘楚还不能
理解父母的难处，他的愿望
就是能拥有一把玩具手枪。

本报记者 宋佳

14日，李某因涉嫌抢劫被刑事拘留。

没有什么玩具，7岁的小翘楚躺在床上，用自己的手比划成玩具。本报记者 宋佳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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