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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景泊 郑一云 戎琳 陈
宏霞）听障儿童医保“礼包”来了！自
2022年 6月 1日起，我市调整听力残
疾儿童部分诊疗服务项目和特殊医
用材料医保支付政策，进一步维护特
殊群体医疗保障权益，提升听障儿童
健康水平和生活品质。

此次调整将《江苏省基本医疗
保险诊疗服务项目和医疗服务设施
目录》中，听力言语康复项目及特殊

医用材料儿童助听器的限定支付范
围从 0-6岁听力残疾儿童调整为 0-
14岁听力残疾儿童。同时，将电子
耳蜗植入术项目中的特殊医用材料
电子耳蜗的限定支付范围从 0-6岁
听力残疾儿童调整为 0-14 岁听力
残疾儿童。

据了解，我市人工耳蜗手术费用
已纳入医保支付范围，手术相关费用
包括术前检查、手术及术后5次调机

（含开机）所需费用。按规定进行医
保报销后，其他费用由残联按照每人
不高于 12000 元的标准据实报销。
助听器和电子耳蜗等辅助器具适配
费用由个人先行自付50%，再按医疗
保险规定执行，儿童助听器（双耳佩
戴）医保支付最高限额1300×2元，电
子耳蜗医保最高支付限额1.5万元。

“我园共有35名听障儿童，其中
0-6岁 25人、7-14岁 10人。”在市启

明星幼儿园，负责人张伟老师告诉记
者，这次针对听障儿童年龄设置相关
政策的放宽，将更好地助力听障孩子
回归社会。

市医保部门相关负责人表示，
我市将及时更新维护医保信息系
统，确保经相关部门审核评估后符
合适配条件的听力残疾儿童按规定
享受医保待遇，切实减轻残疾人员
家庭负担。

本报讯（记者 杨佩佩） 今天是
国际儿童节，经过一段时间精心筹
备，今日镇江客户端小记者频道正式
上线了。作为镇江报业传媒集团特
色活动品牌“镇江小记者”成立已近
20年。“老品牌”主动拥抱融合“新发
展”，今日镇江客户端小记者频道上
线后，将通过开展各类采访实践活
动，为小记者们留下独特而极具价值
的成长回忆。

“镇江小记者”是镇江报业传媒
集团面向全市中小学生的课外实践
活动品牌。春日，走进蚕桑基地看蚕
宝、摘桑果，到茶叶基地采摘春茶，与
书画家一起观展写生；暑假，走进博
物馆、党史馆、碑刻博物馆，感受镇江
悠久的历史文化；秋日，南湖泛舟与

父母一起感受亲子皮划艇的魅力……
去年以来，镇报集团小记者活动中心
带领近6000名镇江小记者深入社会
生活，在丰富多彩的社会实践中不断
进步成长。

今日镇江客户端小记者频道整
合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资源，构建提
高学生综合素质的大网络、大平台。
以小记者活动、小记者作品展示等栏
目宣传平台为主，让小记者亲自参
与，用孩子独特的视角，讲述身边发
生的事，展示他们的新闻作品、绘画
作品及小记者个人风采。为了丰富
小记者的课余生活，小记者频道还将
组织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课外活
动，让小记者参与其中，寓教于乐，激
发潜能拓宽新视野。

今日镇江客户端
小记者频道正式上线

5月31日上午，贺家弄幼儿园
举行第22届艺术节活动，根据不同
年龄幼儿的特点，精心策划并组织
开展了一系列丰富多彩的活动，共
迎五彩斑斓的“六一”儿童节。

章茜 舒俊 李佳 摄影报道

本报讯（孙晨飞 袁青） 在
“六一”儿童节到来之际，5月
31日，润州区南山街道五凤口
社区联合“三结三定”单位润州
区委区级机关工委开展关爱困
境儿童活动，为他们送去慰问
金、学习大礼包和节日祝福。

“谢谢你们的关心，还惦记
着我们，给我们送温暖，快谢谢
叔叔阿姨们。”慰问中，困境儿
童雯雯（化名）的爷爷高兴地
说。雯雯今年 12岁，家住官塘
绿苑小区，多年来和爷爷奶奶
相依为命，十分聪明懂事。润
州区委区级机关工委副书记陈
璐详细了解了雯雯的学习生活
情况以及在日常生活中所遇到
的困难，鼓励雯雯要好好学习，
快乐成长，长大后做一个对社
会有用的人，有需求及时告知
社区，他们将尽力给予帮助。

五凤口社区相关负责人表
示，一直以来社区都高度重视
和关心困境儿童的健康成长，
今后将大力整合资源，坚持党
建带群建，推动群团组织深度
参与基层治理，进一步优化困
境儿童生存发展环境，深化困
境儿童帮扶活动，切实打通关
爱困境儿童的“最后一米”。

关爱困境儿童
让爱守护成长

5月31日，丁卯街道西苑社区联合南京师范大学附属镇江
幼儿园开展“与爱同行 暖心六一”主题活动。通过讲故事，播放
视频等方式，让孩子们进一步了解山区贫困学校的生活、学习条
件，并举办助学捐赠活动。 武家骏 马镇丹 摄影报道

5月31日，在句容宝华镇育禾幼儿园，“小勇士大闯关”的游
园闯关活动代替了“六一”庆祝演出，幼儿园变成了闯关大舞台。
老师们精心准备了“鲤鱼跳龙门”“小猫钓鱼”“活力保龄球”“趣味
担球”等十个游戏，孩子们每完成一项闯关，就可以获得一个印
章，集齐十个印章就可以兑换儿童节礼物。 潘晓庆 摄影报道

镇江听障儿童医保“礼包”来了
部分诊疗服务项目和特殊医用材料医保支付政策有调整

本报记者 周迎 本报通讯员 凌芝

“孩子们大家好，马上就是六一
儿童节和端午节了，我们来给你们过
节，大家开心吗？”“开心！”日前，在句
容市仓头村党群服务中心，由市农机
推广站党支部和仓头村党总支共同
举办的“童心向党庆六一 粽香欢乐
中国情”活动十分热闹。

活动现场，10名头戴生日帽的
孩子和两个支部的叔叔阿姨间隔而
坐。围坐的桌子上，摆放着一份份牛
奶、蛋糕、粽子和精美的书包。孩子
们清澈的眼神在精美的蛋糕和漂亮
的书包间来回晃动，眼角和嘴角都涌
着喜悦。市农机推广站党支部和仓
头村党总支的两位“五星党支部”书
记为孩子们送去节日祝福，并勉励孩
子们学习袁隆平、赵亚夫，立志成长
为一名优秀的人，在未来为“三农”工
作贡献力量。

仓头村党总支书记赵贤财对两
个支部的“党建共建”感受颇深。“市
农机推广站党支部不但发挥业务优

势，在农业全程机械化方面帮助村里
迈出了一大步。同时，还积极帮助我
们提升支部水平，顺利建成‘五星党
支部’。此外，通过活动联办、队伍联
育，积极帮扶村里的困难党员，特别
是对留守儿童的关心和关爱，让孩子
们和他们的家长十分感激。”

其实，今年已是市农机推广站党
支部第七次在仓头村举办关爱农村
儿童成长活动。从 2016年开始，由
市农机推广站党支部牵头，会同该村
党总支部、铜山小学，合力共建农村
儿童服务平台，尤其是对留守在家，
父母因重病、重残等原因监护缺失的
农村儿童进行帮扶。

“在准确掌握帮扶家庭儿童生活
情况的基础上，支部党员与该村帮扶
家庭及时开展互动，定期关心孩子生
活和学习情况，逐一挂钩结对，建立
精准、长效的帮扶机制。”市农机推广
站党支部书记卞丽娜表示，在支部的
帮扶下，一批批孩子已经顺利完成小
学学业，但支部的关爱帮扶行动永远
不会结束，永远在路上。

7年守护，
让农村留守儿童笑容常驻

本报记者 张琼霞
本报通讯员 王玉龙 孙智芝

5月 28日，一场名为“苔花梦想
向未来·庆六一暨儿童关爱之家开
班仪式”的活动在大港街道伯先社
区儿童关爱之家举行，大港街道伯
先社区儿童苔花关爱之家将由市关
爱青少年校外活动实验中心承接运
营，以“儿童关爱之家”为阵地，通过
发挥“最后一米”的作用，助力未成
年人健康快乐成长。

苔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新
区有一群如小苔花一样的残疾、困
境儿童，他们虽然身处逆境，但是如
果有温暖的阳光、充沛的雨露，也可
以绽放出不一样的光彩。

为更好地关心、关爱困境儿童，
新区社会发展局 2021年 10月启动

“小小苔花梦飞扬——新区儿童综合
社会救助项目”，由市关爱青少年校外
活动实验中心运用专业社会工作理
念，按照“一档一计划、一案一服务、一
梦一飞扬”的“六一”工作法，连接社会
各方资源，帮助残疾、困境儿童筑梦
追梦圆梦，快乐成长，迈向希望。

一档一计划 筑梦有方向

在新区社会发展局的指导下，市
关爱青少年校外活动实验中心社工
联合专家、志愿者，对全区范围内的
困境、残疾儿童进行筛查、评估，最终
选取9名服务对象，随后对他们开展
入户建档、登记评估，根据走访评估
结果，确定服务对象的困境类型，搜
集服务对象成长需求，与服务对象及
其家人共同制定服务计划，建立个性
化的档案，提供有针对性的服务。

服务对象小彤 13岁，因智力缺
陷在交流表达上存在很大障碍。但

在社工走访时，她开心地与社工分
享她喜欢的故事和文章，通过进一
步沟通，社工了解到小彤非常喜欢
语文方面的课程，特别乐于表达和
分享阅读感受。发现了服务对象的
优势，在制定服务计划时，社工与小
彤及家人一起商讨，列出阅读书籍
清单，着重于表达能力方面的训练，
挖掘小彤的潜能。

一案一服务 追梦有力量

“新型留守儿童和困境儿童普
遍存在家庭关爱缺失、教育引导缺
乏、社会经验积累断层等问题。”新
区社发局副局长于晓飞介绍，该局
通过 50余次的一对一个案辅导，为
9名服务对象及其家庭提供资源链
接、个人成长及家庭发展的支持，
在社工和志愿者们高效的学习辅
导、专业的个案访谈服务及无微不
至的陪伴与支持下，服务对象在学
习习惯、就业态度、生活能力、人际

交往能力、社会融合等方面均有了
较大进步。

服务对象小宇 16岁，初中毕业
辍学在家，和父亲一起生活，父亲残
疾无劳动能力，家庭经济条件不佳，
生活环境也比较脏乱。社工通过链
接社会资源，在今年春节期间送去
米油等生活物资，解决家庭生活上的
燃眉之急。与此同时，社工通过多次
上门沟通，针对小宇的个人情况制定
技艺学习职业规划，通过嫁接各种资
源带领小宇参观糕点、焊接点技艺学
习现场，让小宇选择适合自己的技
艺，资助其完成技艺学习，重拾生活
信念。“我要学好手艺，照顾爸爸和家
里，做一个真正的男子汉！”这是小宇
心里一直坚持的信念。

一梦一飞扬 苔花向阳放

经过6个月的工作，新区儿童综
合社会救助项目已进入中后期阶
段，“苔花筑梦”小课堂也即将展开，

围绕服务对象需求，课堂将开展人
际交往、情绪管理等小组活动以及

“苔花行”微研学活动，以提高服务
对象的人际交往能力、情绪管理能
力和知识水平，提升自我认同感，激
发自身潜能。

与此同时，课堂将组织服务对
象及其监护人参加“苔花美”亲子工
坊监护支持活动，不断提高家长和
家庭教育能力水平，让监护人学习
正确的家庭教育方法，用良好的沟
通方式增强与孩子之间的交流，改
善亲子关系。

新区社发局相关负责人介绍，
新区儿童综合社会救助项目为期一
年，将通过项目服务实现残疾困境
儿童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提升生
活能力、营造良好的家庭及社区环
境等目标。小小苔花向着阳光慢慢
生长、悄悄开放，期待一切美好如约
而至，愿孩子们的未来日日长安乐，
所历皆风景。

小小苔花梦“六一”齐飞扬

新区：社会救助让困境儿童“筑梦追梦”

新
区
社
发
局
供
图

为进一步营造干事氛围，勉励大家鼓足干劲、乘风破浪，全力冲刺半年度
各项经营目标，日前，大港股份工会组织“同心奋进 奔跑前行——粽情端午暨
员工集体生日会”活动。 赵雅芳 摄影报道

本报讯（陈莹）近日，镇江新区科
信局举办新区节能新技术新产品推
广活动，邀请市节能监察中心为年用
能1000吨标准煤以上的70余家制造
业企业解读了节能监察工作要求，同
时组织镇江太古电力、南京宜热纵联
等6家节能技术产品推介机构，苏州
银行、工商银行等3家绿色金融服务
机构，介绍了适用于新区制造业企业
的节能技术产品和金融产品，从节能
法规、节能方向、节能资金等方面，为
新区重点用能企业送上节能服务大
礼包，鼓励企业实施节能改造，帮助
企业解决改造技术、资金等难题。

“我们是智慧能源平台服务商，
近年来随着政策导向以及企业自身
对节能降碳的重视，越来越多的企业
通过能源监测系统来更精准地掌握
工况。”活动刚刚结束，镇江太谷电力
推介人就匆忙赶去新区一家企业，为
客户解决问题。

“活动还没结束，就有一家企业
向我这边了解这个热交换产品。”南
京宜热纵联公司推介人员会后第一
时间告诉科信局工作人员。

能源危机、环境问题当前已切实
影响到制造业企业的生存发展，近年
来各产业链上下游也对制造业企业
的绿色制造提出了更高效、更智能、
更集约、更规范的发展要求，绿色制
造已然成为当前制造业企业转型升
级的重要路径之一。新区科信局围
绕制造业企业绿色化升级主题，以服
务制造业企业节能改造为重点路径，
深入企业了解需求，着眼企业节能改
造项目实施这条主线，通过节能新技
术产品推广系列工作，结合该区企业
行业特点、能效水平、实际需求，寻求
专家资源，坚持输出节能新技术新产
品，鼓励企业采用新技术新产品实施
节能改造，同时为企业对接绿色金融
资源，为企业绿色化升级提供金融支
撑，解决企业资金后顾之忧。

近三年来，新区科信局举办节能
新技术新产品推广活动3场次，累计
推介服务企业200余家次，鼓励制造
业企业实施绿色改造项目 70余个，
帮助企业加快实现绿色化发展，确保
新区能耗强度控制在合理区间，助力
新区经济社会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

节能新技术新产品推广
助推制造业企业绿色化升级

大港股份组织
“粽情端午”员工集体生日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