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拒绝无偿的援助
勤工俭学还贷款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陈希子

“每个人的成长环境不一样，我不会怨天尤人，自己
奋斗才最重要。”近日，家住咸安阳光社区的蓉蓉从邮局出
来，她刚刚还完了自己的最后一笔助学贷款，很是开心。

蓉蓉2014年考上了大学，无奈家里经济情况比较拮
据，大学四年的学费和生活费是很大的问题。知道蓉蓉
家的困难后，社会上有爱心企业伸出援手，捐款资助蓉
蓉上大学。出乎意料的是，蓉蓉表示感谢并婉拒了：“有
很多人比我家还困难，他们更需要无偿的援助，我可以申
请助学贷款的。”

靠着助学贷款上大学后，蓉蓉尽量不向家里要钱，一
边刻苦学习，一边通过勤工俭学和兼职做家教，慢慢凑自
己的生活费，还获得了奖学金。“蓉蓉是我们班的励志榜
样！”谈起蓉蓉的事迹，老师和同学们都竖起大拇指。

2018年，蓉蓉大学顺利毕业，找到了一份稳定的工
作。每个月，蓉蓉都会从工资里划出一部分，分期还助学
贷款，自己还学着怎么理财。“有压力才有动力，这些经历
都是我人生中宝贵的财富。”蓉蓉笑着说。

出租微信为赚钱
供人行骗被刑拘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葛利利 通讯员 甘仕友

有出租房屋的、出租车辆的，你听说过出租微信号
的吗？近日，通山籍男子小郑就以40元/天的价格出租
自己的微信号，可惜他最终等来的不是大笔的钱，而是
因涉嫌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被咸安警方刑事拘留。

小郑经朋友介绍，了解到可以租借微信，40元一天，
每天日结。“自己不用干任何事，每天就可以获利40元。”
小郑一听就心动了，便让朋友帮忙牵线，加了一个自称

“珍珍”的人，将自己的微信号电脑端提供给对方操作（手
机端依旧自己使用）。与此同时，还将自己的支付宝账号
提供给对方用于每天收租费。

此后一个多月时间，对方在电脑端登录小郑的微信
号，在多个微信群聊中发布虚假招聘信息。在手机微信
上，小郑看到对方与好友的聊天内容，发现了这些兼职信
息。期间，小郑的微信还因此被冻结2次，但因自己每晚
都会准时收到对方转的40元报酬，小郑就没有进行阻
止，微信解封后，小郑又继续将微信出租给“珍珍”使用。
直到咸安公安分局十好桥派出所民警找上门，小郑才知
道，自己所使用的微信号涉及一起诈骗案件，受害人被骗
5万余元。目前，小郑已被咸安警方刑事拘留，案件正在
进一步侦办中。

小偷白天闯空门
谁知户主竟在家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焦姣

“现在的小偷太猖狂了，大白天就来偷东西，还好户
主在家，没有让他得逞。”说起最近发生的一件事，桂花路社
区添地缘小区的住户们是既感到气愤又觉得啼笑皆非。

原来，这天中午，家住该小区二单元三楼的徐先生一
家正在家午睡，此时，他家的门却被敲响了，睡的正香的
徐先生没有在意，翻了个身继续睡。

“没一会儿，我好像听见了门锁打开的声音，有人进
来了。”一家人都在家，没有任何人出门，感到疑惑的徐先
生无奈起身一看，在客厅与一身穿紫色睡衣的陌生男子
撞了个正着。“他一见我，转身撒腿就跑，我这才意识到家
里进小偷了。”徐先生说。经过仔细翻找，确认自家并没
有任何东西失窃后，徐先生来到了小区门卫室，通过调取
监控录像，确认了该陌生男子的面容，将视频截图发到小
区物业群，提醒居民注意安全。

“还好徐先生在家，小偷不仅什么都没偷着，还被吓
了一大跳，估计最近不敢来了，但临近年底，大家还是要
注意防火防盗，将门反锁好再出门。”小区保安提醒道。

女子怀孕九个月
公司让她办辞职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朱亚平

“没见过这样欺负人的。怀孕九个月，公司却突然要我
提前辞职。”近日，花坛社区居民刘女士跟邻居哭诉道。

刘女士介绍，自己预产期是1月20日，早在半年前，
公司老板就找她谈话，问她休产假后，手上的工作准备怎
么安排。她当时提了两个方案：一是在预产期到来前提
前半个月请产假，产假期间只拿生育津贴，社保个人和单
位各自承担应该承担的部分，休完产假后就回公司办离
职；另一个就是产假工资按劳动合同上的工资金额发放，
由单位补足差额部分，休完产假后再办离职。当时老板很
爽快的选择了第一个方案，并要求新人来了让她带一下。

2020年12月17日时，公司新招的人来了。一个星
期后，老板突然找刘女士谈话：“你要辞职干脆早点辞职
算了，津贴补给你，那个差额就不补了。”

刘女士为此气愤不已。她说：“说实话如果老板好好
跟我说，我会考虑提前走的，毕竟我也怀孕九个月了。但
老板的态度让人很难过。之前他说的话跟没说一样。我
在公司工作了6年多，最开始是考虑到年底公司不好招
人，所以才提了两个方案。现在就感觉老板要将我扫地
出门了。说着违背劳动法的话，脸不红心不跳的。”现在，
刘女士每天照常上下班，准备再坚持10天再请产假。

“阿姨，您挑选的这种零食刚刚成
为特价副食，机器价格还没调过来，您
等一等，我得把新价打出来。”当天，47
岁的超市打价员李愿边说边从电子秤
下面的一个柜子里取出了几捆新的打
印纸，给机子重新换上。

李愿在电子秤上敲打了一番，随着
“滴”的一声，一张带有粘性的条形价格
签从电子秤“吐”了出来，李愿熟练地压
装封口，再将机子里出来的单子贴在了
一袋饼干上，微笑目送老人离开。

李愿每天都不断重复着这样的工
作，为了让这简单的工作更出彩她做足
了功课。“超市打称员工作挺锻炼脑力
的，在外人眼里这么多散装商品价格，
价格条码要记得准确无误确实有难
度。”李愿说，超市很多同事都说这工作
不仅琐碎，责任还大。

临近元旦，有很多商品的价格都在
变动，为了提高工作效率，做到精准无
误，所以每天李愿都要利用早到的半个
小时，将当天的副食价格先迅速记一
遍，做到熟记于心里。

“这么多副食种类，条码上面的数
字那么长，我记不住怎么办？”记者问

道。李愿回答说：“实在记不住的，便将
条码单贴在身后的墙上，想不起来的，
回头看一看。对于有些临时变动的价
格，我就干脆用红色的笔修改更正贴在
墙上。”

临近中午时，超市里需要打价的顾
客接踵而至，络绎不绝，再加上一些打
折做活动的副食价格变动，记者和李愿
一起加入了“战斗”中。

记者负责去关注新的商品变动，李
愿则呆在电子秤旁边给居民做服务。

记者拿着小本子，将李愿负责的副
食价格全部抄了一遍，发现有3种副食，
销售员刚刚贴出了新的价格。记者迅
速往回走，回到李愿旁边时，这里已经
排成长队。

为了不让顾客多等一秒钟，李愿动
作麻利，不停在电子秤旁操作着。

“小妹啊，你这袋瓜子的袋子破了，
我给你再套个袋，不然收银员那边不会
给您结账的。”“您来的真是时候，这个
牌子的零食正在做特价……”李愿一边
打价一边微笑的和顾客打招呼，笑容中
透出了温暖和真诚。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朱亚平）

采访时间：2020年12月22日
采访地点：中百仓储
体验职业：超市打价员

超市打价员李愿：

送出精准的服务

与你同行与你同行

5年前，为了陪母亲完成游新疆的
梦想，我俩背起了背包，来到了新疆。多
数女人都对玉有着天生的向往，在不得
不逛的新疆和田玉原石市场里，我俩挪
不动脚步，被眼前的各种石头所吸引。

当时，我俩没人懂玉，但出于喜欢，
我们怀着莫大的期盼，现场买了3个最
大码的箱子，装了50多块石头回来。回
到咸宁后，我们发现只有 2块开出了
玉。就这样，我和我母亲在没有任何人
的指导下赌了第一次石。

在中国，玉器从旧石器时代至今已
有5000多年的历史了，它记录了人类生
活，社会的变迁。在古代，玉器的佩戴代
表着身份地位。在现代，玉也颇受大家
喜爱，市场上无论是佩饰还是摆件，都透
露出玉的收藏价值。

为了搜罗到质量好的和田玉，我和
母亲先后十几次去往新疆、河南南阳、江
苏苏州、广州揭阳交学费，与销售石头的

商贩一起，现场学习玉石的知识。
为了提高玉石的收藏能力，我考了

鉴定师证书，买了仿古玉做标本，方便收
藏古玉时，可与其进行比较。

玉石收藏既复杂又专业。翻看过很
多书籍后，我学会了从白度、细度和润度
分辨玉石的好坏，给玉石分等级。

一件好的和田玉以体如凝脂，精光
内蕴，质厚温润而著称。从玉本身的天
生丽质，再到后期加工的工艺，一件和田
玉的题材、形态、工艺、比例都会影响整
体效果，量才而做、依材而成是和田玉创
作和工艺形态的重要基础，而“巧夺天
工”则是大师追求的境界。

我发现现在有很多藏家入手玉石后
便将其束之高阁，而好的玉石需要经常
触摸、把玩，久而久之才能提升玉的温
润、光泽度，进而在价格上有所保障。

在玉石收藏方面，我觉得首先要先
有兴趣。在对玉石的特性、文化有所了
解后，我也悟出了商机。

通过一件玉器做为切入点，去研究
它的时代特点、用途，进而去研究玉文
化，我还在为成为一位真正的玉石藏家
而努力学习中。

和田玉收藏爱好者周琴：

敲开商机的石头

中乐在其

采访时间：2020年12月29日
采访地点：浮山办事处双龙社区
采访人物：今年45岁的周琴，在

双龙社区开了一家玉石销售店。5年
前，她去新疆旅行时，带回来 3 箱石
头，她的和田玉收藏之路也正式开始。

口述整理：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朱亚平

“很多案子多数都卡在了一个理
字。先讲理、后讲法、再讲人情，案子
才能办好。”樊启寅说。

2018年春，一位孕妇在我市一家
医院待产，4个多小时后顺产一男婴，
因脐带缠颈一周，新生儿无哭声呼吸
弱。随后转了几家医院治疗，诊断意
见均为新生儿缺氧缺血性脑病，俗称
脑瘫。此后，新生儿家属10余人与接
生医院发生争执。樊启寅接到调解申
请后，综合研判认为医院在接生过程
中有瑕疵，患儿需长期接受康复治
疗。樊启寅迅速召集医方、患方及患
儿所在社区干部协商，最终患儿家属
如愿拿到了10万元的治疗费。

医学是专业领域，涉及的病例、用
药都非常专业，外行的人看不出来问
题，医疗纠纷在责任划分上特别难，老

百姓在医疗纠纷中维权难度很大，调
解员起到中间环节，从法律层面出发
解决矛盾，解决问题。每年樊启寅要
调解医患矛盾50起左右。最近两年，
有不少居民慕名前来找樊老师请求调
解民事问题。

2011年，曾在双溪高中、永安中
学任教的樊启寅进入司法系统工作。
2014年，樊启寅退休后通过注册法律
工作者考核。2015年，他进入刚成立
的医患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工作。为
了不断适应新岗位，樊启寅成为经常
挑灯夜读的“学生”，他先后用了3年学
法律，又用了5年学医学。

记者随手翻开樊启寅桌上的一本
书，上面密密麻麻标注着很多问号和心
得。樊启寅说他经常会买书看书。他最
近在看一本麻醉科诊疗常规的书，有

好多地方都看不懂。
“人民调解是个学习的平台。有

学习目标就会有学习动力。我一边
学法律一边学常规医疗，一边从书本
学习一边从案件中从医生那里学，才
能对案件有个较专业的预判。”樊启寅
说。

樊启寅家中有两个孙女需要照
顾，大的上幼儿园，小的还只有两个多
月，老伴一个人根本照顾不过来，为了
支持攀启寅的调解工作，老伴将家姐
接到家中同住，帮忙照顾孩子。

“退休后能做点事，说明社会还
需要我。用现在时髦的话说，我在这
里刷存在感。现在关注我的人很
多。被需要的感觉是一件很快活的
事情。”樊启寅说，“会一直做到身体
不允许了为止。”

他是挑灯夜读的“好学生”

咸宁微观

近日，中央政法委、最高法、最高
检、国家卫健委等10部门联合通报表
彰2018-2019年度全国平安医院工
作表现突出地区、集体和个人。咸宁
市医患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员樊
启寅被评为“全国平安医院工作表现
突出个人”。他是我市唯一入选者。

今年67岁的樊启寅，2011年改
非后从事人民陪审员工作，2015年开
始人民调解工作，帮居民调解民事案
件达200多起。他以法律为茅，以知
识为盾，维护法律公正。

一张调解桌上放着调解主持人、
医方当事人、患方当事人三个牌子，桌
上烟缸里满是烟灰，书架上放满了厚
重的法律书籍，一本本案卷整齐摆放
在档案柜里，一张张手写的案情分析
稿堆放在桌面上……2020 年 12 月
27日下午，在咸宁人民调解中心樊老
师工作室内，记者见到了满头白发的
樊启寅。

去年6月份，一酒店的员工突然死
亡。案子一直拖了半年多，死者母亲
先后到信访部门哭诉很多次，因为涉
及面广，负面影响较大，12月10日，樊
启寅被邀请参与该案的调解工作。

第一次见面会上，共有两个办事
处、两地信访部门、村委会、家属等18
位相关人员参与调解，细心的樊启寅
发现，该案主要卡在了由谁赔偿和赔
偿多少的问题上。员工家属说，要赔
60万元，酒店却说自己没有过错，不
愿赔偿，双方一直就此僵持不下。

从法律层面上，案件已被警方定
性为民事案件。梳理案情时，樊启寅
发现，过去几个月，家属都是以侵权
责任法关系来确定死亡赔偿额度，而
这个案子却不适应于侵权责任法，而

是适应于劳动法。死者虽是酒店员
工，也住在酒店里，但他是在休假期
间，出事地点也不是酒店，在非工作
时间、非工作地点、因非工作原因而
死亡，根据劳动法相关规定这叫非公
意外死亡。

调解桌上，樊启寅确定了案件适
用的法律关系。调解中，酒店仍然坚
持说自己没有任何责任，而樊启寅却
认为这个案子酒店要承担替代赔偿
责任，理由是酒店没有给员工买社
保。如果给员工买了社保，这笔赔偿
应由社保部门承担。

从“天理、国法”的层面来看，酒
店应付替代赔偿责任。从“人情”来
看，按劳动法的相关规定这起案子赔
偿数额较小，死者家庭比较困难，出

于人文关怀，企业应体现企业的社会
责任给予适当补偿。最后，该案经过
樊启寅三天内三次的协调，双方最后
达成赔偿协议。

“樊老师，我想请您到村里给村
民们讲一讲法律课。”该案结束后的
第三天，参与调解的一村委会主任郑
重邀请樊启寅去村里讲课。

这并不是樊启寅接到的最难的
案子，也不是最轻松的案子。2016年
十月一日，正在家里休息的攀启寅接
到了一起医患纠纷案，调解协调工作
整整进行了9天。调解现场有医生、
有律师，整个协调过程犹如一场激烈
的学术辩论会。最终，在樊启寅的调
解下，责任明晰，双方握手言和，患方
家属顺利领到赔偿金。

他是据理力争的辩论手

“谁来了也没用，今天医院必须
要给我家一个说法……”2020年十一
假期期间，城区一医院的门诊处围满
了人，一位患者家属坐在地上大声哭
诉，久久不肯离去。

傍晚6时多，负责来接送樊启寅的
工作人员皱着眉头一路简单的将事情
介绍了一下：该医院里出了一起精神
病患者坠楼身亡案，公安等有关部门
已经调解多日，一直没有结果。这显
然又是一个比较难的案子。

“你好，我是人民调解员樊启寅。
医院这边跟我介绍了情况，但是我想
听听你们的想法。”推开人群后，樊启
寅走到了一位姑娘的面前，面对对方
的焦虑心情，樊启寅表示了同情。

姑娘情绪稳定后介绍道，她的父

亲刘爹爹是医院的住院病患，有精神
疾病史，三天前，在该医院接受治疗时
突然坠楼身亡，她要求医院给个说法。

樊启寅综合各方陈述后提出“刘
爹爹是想离开医院而意外坠亡”的说
法。逃离医院与离开医院，坠楼身亡
与意外身亡，虽然与之前的调解说法
只有4字之差，但这让患者家属的态度
有了改变。

樊启寅解释道：刘爹爹身亡前，将
医院的卫生间窗户弄了一个洞，将床
单撕扯成一条条绑成一根长绳，想从
四楼窗户溜下楼，意外发生有可能是
打结的地方松了，也有可能是手滑
了。这一系列行为都证明刘爹爹是有
目的有行动能力的，在正常人思想动
力下进行的离开行为。而根据刘爹爹

生前留下的东西，他至少需要半个多
小时以上做缜密构思和思想准备。刘
爹爹在离开的准备过程中，医院工作
人员完全可以发现并制止，所以医院
有监管责任。

在得到双方认可后，樊启寅提出
了两个解决方案：一种是院方先垫付
一笔费用，让患方家属先处理后事再
按责任调解；另一种是在医患调解委
员会的调解下，一次性达成赔偿协议。

协调工作一直开展到凌晨12时
多，烟缸外堆了一层又一层，樊启寅运
用所学说服双方达成共识：医院赔偿
家属精神补偿。

“樊老师，你这判断案情的能力
不是一般的厉害。”现场，对于调解结
果，双方均表示心服口服。

他是公正严明的协调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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