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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痘、流感等进入发病高峰期

筑好健康防线 冬季别让它们找上你

文/记者 金建武 项亚琼 通讯员 洪萍
图/记者 郭庚新

本报讯 一进入冬季，微信朋友圈总
是一片“孩子又发烧了”的叹气声——记者
昨日调查发现，城区几家医院的儿科门诊，
前来就诊的毛细支气管炎、感冒和流感患
者多了起来。

记者从区疾控中心了解到，除了流
感，目前水痘、诺如病毒性胃肠炎等传染
病也已进入高发期。专家提醒，市民要及
时做好相关的预防工作，学校、幼儿园、养
老机构等集体单位更应提高警惕。

进入流感易发季
及时接种疫苗

冷空气一波接一波，这几天，我区各
大医院的输液室里增加了不少病患。来
就诊的病人中，很多都有头疼、咳嗽、流涕
症状。

医生说，近期气温变化大，这样的病
人明显多了起来，有不少人患上的并不是
普通的感冒，而是流感，目前我区已进入
流感好发季节。

“流感是由流行性感冒病毒引起的急
性呼吸道传染病，临床上主要表现为高
热、头痛、四肢酸痛、乏力等症状。冬春是
流感的好发季节，由于流感病毒极易变
异，传染性强，一定要重视预防。”区疾控
中心专家说，预防流感最主要的是及时接
种流感疫苗，同时要加强体育锻炼，保持
规律生活，增强体质。

此外，冬季也要注意每天室内空气新
鲜，尽量少去人群聚集的场所，家庭和学
校等集体单位应经常开窗通风透气。

水痘病例增多
一旦感染要居家隔离2周

随着气温逐渐走低，近期水痘的发病
率也有增多。由于该病传染性强，周围易
感者接触患者后约90%概率发病，俗称

“见面传”，较容易引起聚集性疫情，可以
通过呼吸道飞沫及接触疱疹液或被污染
的衣物、用具等传播。

医生提醒，水痘在出现皮疹前1至2
天到疱疹完全结痂为止，都有传染性。而
学校人群集中，学生尤其是初高中学生没
有接种水痘疫苗，容易受到水痘-带状疱
疹病毒的感染。

接种水痘疫苗是最直接、最经济的保
护措施。水痘疫苗是自费疫苗，以前也没
规定必须接种，有些家长容易疏忽。目
前，杭州市水痘减毒活疫苗采用2剂接种
程序，推荐在12—18月龄接种第1剂，4周

岁接种第2剂。2014年开始，杭州新政实
行2剂次水痘疫苗接种，接种满2剂次才
叫全程免疫。

由于水痘的强传染性，一旦感染水
痘，需要居家隔离2周左右，待所有的疱疹
结痂脱落，方可凭当地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的返校证明回校。

诺如病毒性胃肠炎来袭
做好卫生是预防关键

诺如病毒是引起腹泻暴发疫情的主
要病源，每年10月到次年5月是我区诺如
病毒流行的高发季节。

区疾控中心专家说，由诺如病毒引起
的病毒性胃肠道疾病，具有发病急、传播
速度快、涉及范围广等特点。被该病毒感
染后的24至48小时内会出现症状，通常
持续2至3天。主要症状是恶心、呕吐、腹
痛和腹泻，其中儿童以呕吐为主，又称冬
季呕吐症，成人以腹泻为主。

诺如病毒传染性很强，健康人接触了
被病毒污染的水源、食品、玩具衣物等，都
可能感染。其中，5岁以下婴幼儿和50岁
以上老年人是诺如病毒的易感人群。

专家提醒，诺如病毒目前没有疫苗，
搞好个人卫生、食品卫生和饮水卫生是预
防本病的关键。市民平时应养成勤洗手、
不喝生水、生熟食物分开等健康生活习
惯。因诺如病毒性胃肠炎是自限性传染
病，2至3天即可痊愈。

冬季易发疾病

水痘是由水痘-带状疱疹病毒初次感染
引起的急性传染病，冬春两季多发，主要发生
在婴幼儿和学龄前儿童，成人发病症状比儿
童更严重。

◆接种水痘减毒活疫苗 ◆注意消毒与清洁
◆注意病情变化 ◆避免用手抓破疱疹
◆定时开窗 ◆退烧

流行性感冒是流感病毒引起的急性呼吸
道感染，主要通过空气中的飞沫、人与人之间
的接触或与被污染物品的接触传播。一般秋
冬季节是高发期。

◆保持室内空气流通，流行高峰期避免去人
群聚集场所
◆咳嗽、打喷嚏时使用纸巾等，避免飞沫传播
◆经常彻底洗手，避免脏手接触口、眼、鼻
◆加强户外体育锻炼，提高身体抗病能力
◆秋冬气候多变，注意加减衣服
◆接种流感疫苗

诺如病毒，又称诺瓦克病毒，诺如病毒感
染性腹泻在全世界范围内均有流行，全年均
可发生感染，感染对象主要是成人和学龄儿
童，寒冷季节呈现高发。

◆目前，针对诺如病毒尚无特异的抗病毒药和疫苗，主
要采用非药物性预防措施——
◆对诺如病毒感染人员进行规范管理
◆保持良好的手卫生 ◆加强食品安全管理
◆加强水安全管理 ◆加强健康教育

12月1日上午，萧山区“美好生活分类时尚”垃圾分类达人挑战赛海选赛现场，参赛
选手各展才艺，活动最终将选出20组入围选手。

记者 唐柯 通讯员 陈袁帆 摄

■记者 周颖 通讯员 萧司

案例：

小王是某公司员工，有着不错的岗位
薪资。今年7月，小王与几位好友一起吃
夜宵，喝酒正酣时与边上喝酒喝高了的客
人起了口角，甚至拳脚相向……

最后，小王等人因涉嫌寻衅滋事被公
安机关依法刑事拘留，在看守所里待了30
天后终于被取保候审，重获了“自由”。

事发当月，恰恰是小王所在公司业务
最旺的一个月。公司等了10天不见小王
出现，觉得他严重不负责任，于是以小王
连续旷工10天为由，要求单方解除劳动合
同且不支付经济补偿金。

公司将该意见报请工会同意后，就将
单方解除劳动合同书邮寄到了小王之前
确认的送达地址。

小王重获自由后收到了公司这份单
方解除合同通知，十分不悦，去跟公司人
事管理人员交涉，称自己不是不想来上
班，而是被公安部门刑事拘留了，自己想
继续留在公司工作。

公司人事管理人员则认为，按照公司
的规章制度规定，小王未经公司批准不来
上班，旷工达3天即可对其解聘。且小王
还参与了打架斗殴并被刑事拘留，在《劳

动合同法》第三十九条中也规定了用人单
位可以解除劳动合同的情形，包括了“劳
动者严重违反用人单位的规章制度的”以
及“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因此公司有
权单方解除劳动合同。

由于双方协商不成，今年9月，小王向
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提起了“要求确认公
司违法解除劳动合同并要求公司支付经
济补偿金”的仲裁请求。

那么，小王提起的仲裁请求能否得到
支持呢？

律师说法：

浙江法君律师事务所胡桂红律师说，
小王是因为被公安机关刑拘而不能到岗，
无法到岗应该说是“有正当理由”的：在被
国家机关限制人身自由的情况下，公司要
求小王到岗，小王明显做不到。

所以，公司以“小王被刑事拘留，导致
旷工10天”为由，认为其严重违反公司规
章制度或者违反劳动纪律而单方解除劳
动合同，在法律上并不能得到支持。

公司人事管理人员也理解片面了
——我国《刑法》《刑事诉讼法》有一个基
本原则，即“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
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小王的案子还未
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小王在法律上就不

是罪犯，还没有“被追究刑事责任”，故用
人单位以此为由单方解除与小王的劳动
合同也是没有法律依据的。

综上分析，小王的仲裁请求能够得到
支持。

律师提醒：

当用人单位遇到员工被刑事拘留、行
政拘留的情况，可以怎么做？

朱律师提醒，公司的规章制度规定务
必合法、合情、合理。公司在制定规章制
度时，对于员工的日常品行要求可适当参
考《治安管理处罚法》等法律法规，对于员
工有严重违反治安管理的行为且被公安
机关依法处理的，可视为严重违反公司规
章制度而依据制度进行处理，这是公司的
合法自治权利。

公司如果发现员工出现上述被国家
机关限制人身自由的情况，采取暂停发放
该期间工资、暂时停缴社保等手段是有法
可依的。但如之前所说，在人民法院没有
判决之前，不能认定员工有罪，也就不能
据此单方解除合同且不赔偿。

■记者 周颖 通讯员 萧公宣

本报讯 因为骑车没戴头盔，萧
山一年轻男子被交警拦下批评教育，
并要求今后改正。事后，他竟然在新
浪微博上发表了一篇言辞不堪入目
的帖子，用恶毒的语言公然辱骂萧山
交警。

究竟是什么仇什么怨？警方随
即介入调查。

经查，该微博博主姓彭，29岁，江
西人，硕士毕业，在杭州某公司工作，
住在宁围。面对民警，彭某道出了原
委：当天早上他骑电动车上班没有戴
头盔，在机场城市大道附近被交警拦
下批评教育。按理说也不是什么大
事，可彭某到达单位后发现自己迟到
了，认为是交警的检查耽误了自己时
间，一气之下就拿出手机发了带有侮
辱言辞的微博。

“我当时只想发泄一下，没想那
么多。”在派出所里，彭某悔恨交加，
却为时已晚。民警明确告诉他，微博
属于网络公共空间，不是法外之地，
其在上面公然侮辱交警的行为已涉
嫌违法。

最终，彭某因寻衅滋事被警方依
法处以行政拘留5日的处罚。

骑电动车不戴头盔，交警有必要

这么较真吗？据了解，一旦发生事
故，电动车驾驶人头部最易受伤，往
往承受不住巨大的冲击力产生致命
伤，而戴头盔可大大降低死亡率。头
盔对于骑行者来说，相当于轿车驾驶
员所系的安全带，是人们遇到交通事
故后的最后一道防线。无数惨痛教
训表明，关键时候它能救命。

比如今年3月9日晚，曹某驾驶
二轮电动车在晨晖路与市心南路路
口与一辆左转弯的小轿车发生碰
撞，万幸曹某戴了安全头盔，虽头部
受伤但没有危及生命。 再如60多岁
的宋大妈骑着电动车与小周驾驶的
小轿车撞到了一起，宋大妈伤势严
重，当场倒地昏迷。宋大妈因为年纪
较大，又没戴头盔，伤得很严重——
颅底骨折，胸部外伤，四肢骨折等多
处损伤，仅是医疗费就花了13万元。
后经鉴定已构成了五级伤残，下半辈
子都需要人护理。

区交警大队的陈警官表示，不戴
头盔最根本的原因是驾驶人并没有
把戴安全头盔与交通安全挂钩，其防
范意识比较淡薄。事实证明，头部是
人体最脆弱、最容易受到致命伤害的
部位，交通事故中，不戴头盔的致死
率远远高于其他因素。本报提醒市
民，骑行安全，一定要从“头”做起。

■记者 周颖 通讯员 萧公宣

本报讯 “这么多年了，我还是逃
不过。”萧山男子朱某潜逃云南5年，
没想到家乡的警察还是找上了门。

事情还得从十几年前说起，当时
朱某在萧山开了个鞋厂，生意挺红
火，和妻子育有一女，一家三口过着
幸福的小日子。到2014年，因为经
营不善，朱某把所有的身家都赔了进
去，一时负债累累，还欠了厂里不少
工人的血汗钱，共计30多万元。为了
逃避债务，朱某抛弃了父母妻女，出
逃到云南中缅边境，这一逃就是5年。

从出逃的那天起，朱某就过上了
担惊受怕的日子，他有家不能回，在
云南当地租了一间房，刚开始不敢在
白天出门，看到警车如惊弓之鸟，整
天躲在出租房里，生怕警察找上门。

随着时间的推移，朱某认为风头
已经过去，开始承担当地的工程业
务，怀着侥幸心理希望生活重新开
始，可是朱某忘了，曾为他打工的工
人们一直没有拿到自己的血汗钱。

在这五年里，萧山警方一直没有
放弃对朱某的追捕，经过了大量的走
访调查和分析研判，今年10月终于发
现了朱某的落脚点。进化派出所随
即派出民警丁炜杰、孙益锋等人组成
抓捕行动小队，出发前往云南。

到达朱某所在的云南中缅边境

某小区后，担心夜长梦多，丁炜杰、孙
益锋等人顾不上休息，立即行动。因
为对当地地理环境不熟悉，交通也不
便利，抓捕行动进行得十分艰难。为
了避免打草惊蛇，队员们选择蹲守，
大家把朱某的模样刻画在脑海里，目
不转睛盯着小区出口。

4小时、12小时、28小时……时
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仍然没有发现朱
某的身影。闷热的天气，蚊虫的叮
咬，打架的眼皮，饥肠辘辘的身体，队
员们连续蹲守，精神高度紧张，已经
筋疲力尽。

功夫不负有心人，在蹲守了30个
小时后，一个熟悉的身影出现在眼
前，大家一下子就来了精神：“是不是
他？”“就是他！大家准备准备。”队员
们按照事先分配好的行动计划，迅速
实施抓捕。在民警表明身份后，朱某
并不意外，很配合地伸出双手让民警
把手铐带上。

将朱某抓获后，队员们乘坐最近
班次的火车将其押解回萧山，回派出
所途中，几名队员实在撑不住了，靠
在座椅上轮流获得短暂的休息。

据朱某交代，他潜逃到外地后，
内心一直很煎熬，整天担惊受怕，在
潜逃的五年里，他一直在后悔当初的
选择——曾经美满的家庭，现在落得
妻离子散。

目前，案件还在进一步侦办中。

员工被刑事拘留 公司能否单方解除劳动合同？
律师：未经法院判决员工不是罪犯 公司单方解约不获法律支持

骑车不戴头盔被交警拦下
男子网上“开骂”被行政拘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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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如病毒
肠胃炎

抛妻弃女潜逃异乡为哪般
经营不善欠下工人30万元血汗钱

垃圾分类也时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