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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料热线：

员工请假做手术后被公司开除

宿舍围墙发裂变
“危墙”
社区：
相关单位准备推倒重砌
本报讯（浔阳晚报记者 陈诚）近日，家
住浔阳区新公园社区南湖新村园林局宿舍
的 张 先 生 致 电 浔 阳 晚 报 热 线 8530000 反
映，园林局宿舍有一面墙壁向外倾斜，墙体
发裂，存在安全隐患。
张先生说，南湖新村路口的园林局宿
舍围墙已经裂了很久，墙体裂缝变得越来
越多、越来越大，而且还有坍塌的风险。浔
阳晚报记者在现场看到，张先生所指的墙
体的确有几道裂缝，
有的裂缝较大。
为此，浔阳晚报记者向新公园社区的
工作人员了解情况。新公园社区主任常道
霞介绍，张先生居住的宿舍实际是由几个
单位联合建造的，由于房改等原因，现在宿
舍内的房子都已经私有化，建宿舍的几个
单位表示墙体坍塌不属于其负责的范围。
然而，考虑到居民的安全问题，社区已向相
关部门反映情况，并多次联系建造宿舍的
相关单位。经过反复沟通，
“相关单位这周
准备把墙推到，
再重新砌起来。”常道霞说。

律师：用人单位应给予医疗期

发现，自己的工资被停发了。2 月 15 日，刘
先生还在家里养病，突然接到公司的电话，
要求他 2 月 20 日开始上班。
“因为病还没有
好，我就没有理会，结果休完病假回到公司
后，发现自己已经在 2 月 20 日当天被开除
了。”刘先生表示，他立即找到公司的负责人
讨要说法，但对方却不愿面对他。
随后，浔阳晚报记者跟随刘先生来到了
悦博广告公司的门店，找到了一名王姓负责
人，不过王先生不愿接受采访，只是表示
“开
除刘先生是因为他没有完成工作”
。
对此，浔城某律师事务所的一名律师表
示，根据相关规定，企业职工因患病或非工
负伤，需要停止工作医疗时，根据本人实际

本报讯（浔阳晚报记者 李超铭）因为动
手术和休养，市民刘先生向公司请假两个
月。
“没想到工资被停发了不说，回去上班的
时候还发现自己被开除了。”昨日上午，市民
刘先生向浔阳晚报记者反映，他因为生病被
公司开除了。
据刘先生介绍，他在悦博广告公司上
班。1 月 7 日，他突然感觉胃部很难受，便到
医院进行了检查。
“医生告诉我要动手术，两
个月内是没有办法工作了。”刘先生称，第二
天上午，他找到了公司的负责人，口头请了
两个月的病假，
“他当时也同意了，还嘱咐我
要好好养病”
。
不过，在做完手术的养病期间，刘先生

参加工作年限和本单位工作年限，给予 3 个
月到 24 个月的医疗期，对某些特殊疾病（如
癌症、精神病、瘫痪等）的职工，在 24 个月内
尚不能痊愈的，经企业和劳动主管部门批
准，可以适当延长医疗期。
“具体的医疗期需
要根据病情来判断。”律师称，在规定医疗期
内的，用人单位不得解除劳动合同，
“病假期
结束后仍不能上班的，用人单位可以解除合
同，但是要支付经济补偿金”。
“医疗期内停工治疗在 6 个月以内的，
其病假期间的工资也应该按照比例发放。”
律师称，用人单位在处理与员工的关系时，
应按照法律规定执行，
“否则不仅会寒了员
工的心，还要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居民家无故停水三天 原来是水表装错户了
供水所：
情况特殊，
将检修费作为预存水费返还住户

《新房装修质量不过关》后续

装修人同意上门整改
本报讯（浔阳晚报记者 李超铭）3 月 7
日，本报报道了市民方先生入住新房后，发
现吊顶上的木板脱落、盥洗台与墙面有缝
隙 ，但 装 修 人 许 先 生 只 同 意 修 复 吊 顶 一
事。12 日上午，浔阳晚报记者再次接到方
先生的电话得知，经协商，装修人许先生同
意上门对所有瑕疵进行整改。
“因为盥洗台与墙面有缝隙，水会顺着
缝隙流进去，以后肯定会发霉。”方先生说，
经过多次协商，许先生同意会在下周安排
工人上门，对所有的装修瑕疵进行整改，
“包括盥洗台与墙面有缝隙、插座旁的腻子
粉没有刮平和吊顶木板脱落等”
。

本报讯（吕安琳）近日，
家住濂溪区德化
小区的余先生致电浔阳晚报热线 8530000 反
映，他家于 3 月 5 日开始无故停水，经过水务
公司及自己请的水电工检查后，均未发现问
题，最后发现原因是水表装错户。余先生表
示，除了之前多交的水费外，还有他请水电
工检修的费用也希望相关部门能解决。
余先生说，他于 2017 年 10 月入住德化
小区 T7 栋二单元 1104 室，从那时他便按时
缴纳水费，从未拖欠。今年 3 月 5 日，
家里无
故停水了，
第二天他联系水务热线 12319，
当
天下午，
市水务公司一位维修人员上门检查，
并表示水表水压没有问题，可能是水管的问
题，需要住户自行维修；3 月 7 日，余先生找
来一位水电工查找水管有无问题，同时还把

家里的墙都凿开了，均未发现问题，水电工
按天收费，
每天 300 元，
两天花了 600 元。
3 月 8 日，余先生找到十里供水服务所，
一位曹副所长告诉他，无故停水可能有两个
原因，一是水压不足，二是水表装错户，于是
联系了该区域的抄表员，查询 3 月 5 日关了
哪些水表。经查询，关闭的水表有 1102 室
和 1404 室，于是余先生和小区物业经理开
始寻找这两块水表，经过一番查找，终于发
现原来 1102 室的水表，连接的是他家水管，
真的是水表装错户了。之前他一直在帮别
人家交水费，
1102 室水表当时显示只用了 79
吨水，而 1104 室水表当时显示用水 381 吨。
余先生说，当时供水所曹副所长表示，由于
水表装错户造成了水费错收，多交的水费虽

无法退回，但可以当作他的预交水费，直到
水表显示为抄表员最后一次抄的吨数 351
吨后，他才需要交费，余先生同意了，但是对
于他请水电工花费的 600 元，供水所表示是
开发商的责任，供水所无法承担这笔费用。
3 月 12 日上午，笔者与余先生一同来到
十里供水服务所，供水所刘所长表示，由于
开发商建设方施工时水管安装对接错误，导
致水表安装错户的现象，对于余先生多交的
水费问题，一定会解决，但是对于余先生后
期产生的检修费，情况较特殊，需要向九江
市水务公司反映。当日 17 时，余先生联系
笔者说，十里供水服务所向市水务公司反映
情况后，考虑情况较特殊，同意将 600 元检
修费作为预存的水费返还给他。

用特别的爱温暖迷失的心
——记九江市第五人民医院精神二科护士长林桂红

□ 浔阳晚报记者 易兴
“虽然他们有各种各样的病症反应，
有时
发作起来对我们连踢带打，但我选择依然要
做好护士的本职工作，因为精神病患者非常
痛苦，
他们更需要同情和爱护……”
这是九江
市第五人民医院精神二科护士长林桂红来自
内心的独白。
作为精神科的护士，必须拥有一颗对患
者如同对孩子一般宽大温暖的爱心，林桂红
就是长期以来把精神病患者当家人一样来照
顾，她的这份爱心在市五医院工作的 26 年
里，没有因工作劳累和心情厌烦而有丝毫褪
色。

让病区成为患者最温馨的家
“住在我们医院的患者与普通
患者不同的不仅仅是他们生的病不
一样，而且更加缺乏来自家人的温
暖，来自家庭的关怀。”林桂红称，工
作这么多年，她见过太多的人间冷
暖。很多长期住院的患者，他们的
家人除了过年接回家吃顿饭再送回
医院之外，平时基本不会来看望，有
的即使已经到医院缴纳住院费了，
却连患者面都不愿见。
“其实他们都极其想念家人，也

希望出院后能融入社会，
但现实却很
残酷。
”
为了安抚病人的情绪，
弥补家
人冷漠带来的伤害，
建立对生活的信
心和希望，林桂红总是劝慰患者，帮
助他们排遣内心的痛苦，
有时则以家
人的名义买来一些物品、水果，并每
天带领她的团队，
组织安排一些娱乐
活动，如猜谜语、跳绳、打乒乓球、做
健康操以及一些团体小游戏，
同时挖
掘患者的才艺，让他们写字、画画或
是做些纸艺、饰品类的手工，以丰富

住院生活。此外，每年医院的 7 个病
区会共同组织一次迎新春联谊活动，
期间的节目基本都是由患者表演。
“让患者尽量不要滞留在没有
家人、朋友关怀的思想中，这都是我
们应该做的。”26 年来，林桂红始终
坚持待患如亲，很多病人清醒时无
不感慨地对她说：
“ 你就像我的妈
妈”，更有一些患者在康复出院后，
还会经常回医院来看望林桂红和病
友，
并坦言还是医院的氛围好。

付出只因患者的信任和需要
精神分裂症、抑郁症、躁狂症、
发育迟滞……林桂红所在的精神二
科，主要收治的是各类重型女性精
神病病人，很多病人发病期间都丧
失了基本生活能力，比如月经期不
知道更换卫生用品，身上血迹斑斑；
有些“三无”病人满头風子、脏臭不
堪；有的刚生完孩子，乳房胀痛不
已，每每遇到这样的情况，林桂红连
眉头都不皱一下，带头给这些病人
洗头、洗澡，更换干净衣裤和卫生
巾，买来中药百部酊和酒精帮病人

灭虱子，
帮病人按摩退乳。
多年来，
为了确保患者活得体面
有质量，
林桂红操碎了心。曾经有位
患者，
因患有被害妄想症而出现拒食，
并拒绝输营养液。眼看着病人一天
天消瘦下去，
林桂红尝试了各种办法，
比如当着病人的面，
拆封或清洗食物，
并与之分食，
待建立起一定的信任度
后，
耐心地哄劝，
一勺勺不厌其烦地喂
食。在林桂红的精心照料下，
患者大
多都比初来院时身体健康壮实得多。
抚平患者的不安，让患者看到

希望，感受到温暖和快乐，更让社会
多一份安宁与保障，林桂红认为能
通过辛勤地付出换取病患的身心康
复，即便是再苦再累也“值”。多年
来，林桂红无怨无悔地付出，不仅赢
得了病人、家属的好评，领导的肯
定，同事们的爱戴，也收获了无数荣
誉：曾被评为“江西省优秀护士”、
“九江市创新女标兵”，在全省开展
“加强职业道德，提升服务效能”活
动中获先进个人，多次获得“优秀共
产党员”
和
“优秀个人”
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