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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家这
年

百姓说变化

圆梦幸福的十年

爱牙护牙
从小做起

□ 川流
新时代是圆梦的时代，是幸福
的时代。这幸福是一个个活生生的
例子，是一桩桩惠民实事，是一天天
舒心的日子。新时代的幸福是全民
共享的幸福，我家同样是新时代的
受惠者，我家每个人都是新时代的
见证者。
二哥喜迁新居
二哥和二嫂都是下岗工人，自谋
职业开个小店。他们生育了两个儿
子，生活不易。
二哥家早期因孩子小，夫妻双
方下岗，政府为他们发放了低保金，
生活得到基本保障。2014 年，二哥
到了退休年龄，开始在社保领取退
休金，家庭生活进一步改善。但二
哥二嫂还有个最大的烦恼，那就是
房子不够住。
早年二哥在湖口老县城自建了
一套私房，因经济条件差，加上老城
土地紧张，他家房子占地只有 30 平
方米，建了三层，夹在周围居民房中
间，一年四季晒不到太阳，阴暗且潮
湿。两个侄子小时勉强够住，随着侄
子们长大了，家里显得更加拥挤。大
侄子成家后在外面租房住，小侄子也
即将成家，房子问题成为二哥二嫂的
心病。房价一天比一天贵，以二哥家
的经济状况，
买新房根本不现实。
2016 年，国家实行棚户区改造政
策。二哥的房子因年久陈旧，被列为
棚户区改造对象。政府派工作人员
丈量了二哥的房子，根据他家现状，
按政策可以分配两套 90 平方米的住
房，除拆迁房以面积换面积外，超出
部分只需以建设成本价购买。二哥
一算账，决定换两套房，他带头签订
了拆迁协议。
新房装修好后，大侄子一家住一
套，二哥二嫂和小侄子住一套。如今
二哥二嫂正在筹备小侄子的结婚事
宜，整天笑得合不拢嘴。
妻子治病享受异地医保
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
2017 年，妻子得肾病，需要转至上海
医院治疗。
最初县医院医生告诉我，妻子的
病情严重，县医院条件有限，必须转
至上海医院治疗，我如雷轰顶。以前
听人讲过，去上海医院治病的人很
多，挂号要排队、检查要排队、入院要
等床位。关键是医疗费用贵，去上海
医院治病，得先垫付现金，回来再走
医保报销程序，
周期长，麻烦得很。
我拿着县医院开具的《转诊转院
就医证明》赶到县行政服务中心医保
窗口咨询。我以为转院去上海治病，
还像以前一样麻烦。没想到，我到医
保窗口一讲，工作人员看了县医院的
转诊转院就医证明后，立马在电脑上
帮我办理了医保异地就医结算手续，
几分钟操作完并说：
“ 出院时直接在
治疗医院报销。
”
妻子在上海经过一段时间治疗，
病情好转，出院时按医保异地就医直
接结账，又方便又快捷。
医保异地就医结算，让妻子得到
很好的治疗，也为我们解决了资金困
难。妻子大病一场，我们家庭虽然为
此付出了不少资金和精力，但得益于

今年 9 月 20 日是第
34 个全国爱牙日。9 月
19 日，九江学院附属口
腔医院、九江市口腔医
院的口腔科主治医师走
进九江小学，教给孩子
们爱牙知识，从小养成
护牙健齿好习惯。
（本报记者 李涛渊 摄）

医保异地就医结算，没有借债，也不
用到处求人。
母亲领取补贴
母亲一生辛苦，抚养了我们 6 个
儿女。上世纪 60 年代末至 70 年代
初，母亲曾带着我们下放农村，度过
了 7 年农村时光，那是一段艰苦的
岁月。如今母亲老了，儿女们也都
成人，母亲有我们赡养，吃穿不愁。
但母亲心里始终存着一个遗憾，那
就是，她当了一辈子家庭妇女，没有
工作，也没有退休金，每次看到邻居
老人按月领取退休金，她就会黯然
神伤。
作为城镇居民，母亲每月可领取
政府发放的 60 岁以上城乡居民养老
保险，到 2022 年母亲每月领取标准
达到 140 元。前些年，居委会找母亲
了解情况，告诉母亲国家出台了政
策，对当年城镇下放居民可发放返城
知青未参保人员生活补贴，母亲符合
政策可以领取一定的补助。居委会
叫我们提供了母亲当年的下放证明，
并填写了相关表格。不久，人社部门
就给母亲每月下发下放补贴，补贴标
准从最初的每月 180 元，逐年增长，
现在每月 435 元了。
母亲 80 岁那年，政府每月给她
下发了 100 元的高龄津贴，如今母亲
90 多岁了，高龄津贴也增加到了每月
200 元。居委会干部说，等我母亲活
到 100 岁，那每月就有 500 元的长寿
津贴领。
女儿喜迎二胎
我和妻子当年因为计划生育政
策规定，只生育了一个女儿，如今我
们年纪大了，女儿工作又忙，平时两
口子在家总有些孤独。特别是妻子
生病住院期间，我忙上忙下，女儿心
挂两头，更是觉得当初要能多生几个
孩子多好。
女儿结婚后，2016 年生下了大外
孙，带给我们许多的快乐。这一年，
适逢国家放开二胎政策，我们暗暗欣
喜，便做工作劝女儿过两年再生一个
孩子。但女儿考虑到工作忙，一直犹
豫不决。
随着大外孙进入幼儿园，女儿工
作也进入稳定期，看到身边的朋友同
事不少都生了二胎，她也动了生二胎
的念头。女儿打听到，国家鼓励生育
二胎，产假由正常产假 98 天，加上江
西 省 计 划 生 育 条 例 规 定 奖 励 假 60
天，一共可以休假 158 天，而且还可
以领取生育津贴。
我和妻子还有亲家也都鼓励女
儿生二胎，正好亲家夫妇俩退休在
家，我妻子也有时间，大家可以帮着
他们带孩子。各种条件都具备，女儿
终于在 2021 年再次怀孕，并于当年
11 月份顺利生育了二外孙。
每天，我们和亲家轮流帮着女儿
接送大外孙去幼儿园，回家抱着二外
孙逗乐，家里热热闹闹，
其乐融融。
近十年，真是翻天覆地的十年。
国家政策一项项都是那么实惠，那么
接地气，那么为百姓着想。新时代的
中国，由富起来到强起来，新时代的
中国百姓，全面脱贫，进入小康，正跨
步迈入幸福富裕的新生活。

献出一份爱心
托起一片希望
9 月 22 日 ，彭 泽 县
志愿者协会新时代文明
实践站携手浔暖益童工
作室在黄花中心完小举
办捐赠图书活动，捐赠
了《寄小读者》
《雷锋的
故事》等价值 3000 余元
的文学作品书籍 300 余
册。（查本础 方霞 摄）

浔阳区全力打击
“黑车”
本报讯（记者 吕安琳）近期，市交通运
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浔阳区大队联合高速
交警二支队五大队等部门，在九江东收费站
路口连续开展联勤联动联合执法行动，重点
对非法营运“黑车”
“ 旅游包车客运”加大执
法整治力度。
据统计，
9月1日至9月21日期间，
共查处
各类客运违法行为9起，
货运违法行为3起，
其

中非法营运
“黑车”
8 起，
紧急调集转运车辆 2
台次，
转运旅客20余人次，
有力净化了客运市
场秩序，
消除了
“黑车”
带来的交通安全隐患。
国庆假期将至，交通运输执法人员提醒
广大市民，出行乘车应提高自我保护意识，
自觉抵制“黑车”，拒乘“黑车”，如遇“黑车”
可及时拨打交通运输服务监督电话 12328
进行举报。

九江市中医医院

脑病科中医特色突出 手术技术精湛

江西省中医
脑病区域治疗中心

长期聘请北京天坛医院、宣武医院、东直门医院、玉泉医院专家坐诊，中西医并重。
医疗特色：三叉神经痛、面肌痉挛、中风康复、脑瘫、癫痫、帕金森病及常见神经系统疾病
的中西医结合治疗。
地
址：九江市德化路 555 号（南院 9、10 楼）
健康热线：13576209437（谭主任 神经脊柱方向） 13879212241（钟主任 神经外科、脑瘫方向）

13970242353（汤主任 神经内科方向） 15807929984（陈主任 中医康复方向）

中医医疗广告审查证明文号：
（九）中医广【2021】第 12—23—01 号

九江配网 2022 年第 38 周停电预告
停电时间
9 月 23 日
5：
00-11：
00
9 月 23 日
8：
00-18：
00
9 月 23 日
8：
00-17：
00

停电用户
浔阳区（四厂 2#公变）
浔阳区（百岁坊 1#公变、百岁坊 2#公变、华宝西区 1#公变、华宝西区 2#公变、龙翔 1#公变、龙翔 2#公变、龙翔
3#公变、华宝东区美变、煤球厂公变）
浔阳区（县物资局变压器、华安幸福里公变、中房浔阳城基建专变 2*800KVA）

9 月 23 日
7：
00-18：
00

开发区（3128 赵洲公变、3172 王家堡赵洲 2#公变、3224 王家堡 7 组公变、3163 徐湾赵洲 16 组公变、赵洲 16 组
2#公变、3134 四分场公变、华纺实业专变、红鹤纺织专变）

9 月 23 日
7：
00-18：
00

濂溪区（新港村 8.9 组、融翔置业、翰林府基建、越盛燃油、庐兴化工、鑫桥钢构、江西思地美、九江市新华电
子、新港大道路灯、九江乘双、九江沃金、华农恒青、九江天泰食品有限公司、天泰食品宿舍、沿江工业基地 1#路
灯、临港新城 B 区 4#、5#、9#、10#；鲁花食用油、九江田缘美食品、青岛啤酒路灯、宝美制衣、封缸酒业博物馆、封缸
酒厂、九江德宝机械、细山村仓储中心、江西中嘉粮油、康华不锈钢、滨江 II 期路灯、沿江工业基地办公室 630kVA
专变、江西耀烨、江西杰邦、江西天道、江西丰和泰、江西智诚、九江盛泰物资、江西鼎峰、江西勇越、江西亚欣航
空、江西健浔、江西深大机械、鑫发家庭农场、沿江工业基地 2#路灯、益鑫科技、二仓路延伸线 2#、九江龙昕、九江
正圣科技、江西艺模、江西响福、九江浔成肉联厂、九江市中超科技、沿江工业基地 3#路灯）

9 月 23 日
5：
00-9：
00

9 月 23 日
5：
00-17：
00

柴桑区（熊畈#2 台区、煤山熊畈台区、三桥村部#2 台区、三桥村部、竹林高台区、三桥太阳山台区、三桥太阳
山#2 台区、割猪老台区，
割猪老#2 台区、三桥孟垅台区、三桥孟垅#2 台区）

濂溪高垅乡区龙湾台区、关帝庙台区、马家畈 I 台区、马家畈 II 台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