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79岁退休女医生去世后捐献角膜
生前和老伴儿达成一致，并希望对遗体进行病理解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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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董昊骞

12月30日临近中午，张慧生

的遗体躺在山东省千佛山医院

太平间内，接受着来自家人、同

事、朋友等众人的告别。这位年

近八旬的老人，生前为山东省千

佛山医院特检科副主任医师，作

为医生，这是她最后一次“救人，

她的老伴儿告诉记者，“我们都

商量好了，我今后也会捐献自己

的角膜以及遗体，为我们从事一

辈子的医学事业做点贡献。”

两老人一直想捐献角膜

“其实我们一家都是医务工

作者，一直都特别想为我国医学

发展做点什么。目前咱们国家遗

体捐献的太少，也是希望这种观

念能够被更多人了解接受，人虽

然没了，但身体还是可以帮助一

下别人的。”张慧生医师的老伴

儿，是山东省千佛山医院骨科主

任卢美源，30日上午在张慧生去

世的病房外，告诉记者，因为他

在6年前被查出癌症晚期，“原本

我以为没救了，就通过红十字签

订了角膜(遗体)捐献志愿书，没

想到我撑了下来，老伴儿却......”
卢美源说，在6年前他被查

出癌症晚期时，曾与老伴儿商量

过，张慧生医生也表达了自己身

后捐献器官的想法，“把器官留

给需要它们的人。”上了年纪后，

张慧生一直心律失常，一开始是

心脏跳动很慢，于2009年安装了

心脏起搏器，后来她的心律失常

又变成了跳动过快的房颤，“后来

我们就给她做射频，但是心房里

血栓形成了。”卢美源很庆幸老伴

儿被救回，只是左侧肢体发生了

偏瘫，直到8月份，她再次心律失

常，“后来她因为大脑神经的问

题，导致丧失了吞咽功能，总是发

生呛咳，引发了重症肺炎，也是因

为这个重症肺炎才去世的。”

老伴前一天工作到半夜

据张慧生的女儿卢鲁表示，

老人在临终前是想捐献角膜的

同时，做尸体解剖的，“但是国家

没人要。”她说，与普通心律失常

不同，妈妈的病比较特殊，同时

伴有心肌坏死。“必须病理解剖

才知道怎么回事。”

其实，张慧生的女儿卢鲁也

是一名医务工作者，对于母亲角

膜捐献，她非常支持，“我们全家

都信基督教，又都是医务工作者，

都想为社会和医学做点贡献。”

“卢主任昨晚还给我们指导

手术，在手术台待到晚上将近11
点。”30日上午，千佛山医院骨科

的张医生说，老人心态一直非常

好，即便是6年前被查出癌症晚

期，签了角膜(遗体)捐献志愿书

外，正常生活还是该干什么就干

什么，79岁高龄一直坚持在一线。

省内捐献无法满足需求

“人烧了就没了，还不如捐

出来有意义。”卢美源说，他和妻

子作为医务工作者，一辈子治病

救人，死后捐出遗体，也算是以

另外一种方式“救人”，同时希望

能为祖国医学事业做一点贡献。

据了解，山东是角膜病发

病大省。与庞大的等待移植的

角膜病患者相比，省内的捐献

量远远无法满足需求，几乎每

一对捐献出的角膜都有上百名

患者排队等候。“去年仅有170
人次的角膜捐献，与目前的需求

还相差甚远，但好在每年捐献者

都在逐渐增多。”省红十字会工

作人员说，截至2016年12月，全

省累计登记角膜捐献志愿者为

6267人，实现捐献903人。其中，

2016年角膜捐献登记志愿者为

478人，实现捐献153人。

□记者 王红妮

30日，省人社厅公布2016年度

全省劳动人事争议典型案例，涉及

用人单位改变工作地点、调整工作

岗位、签订劳动合同等多个方面，

有助于用人单位和劳动者了解劳

动人事法律法规政策。

员工嫌离家太远

拒绝上班遭辞退

案情概要：郭某2001年1月1
日到某电器销售服务公司A店

专柜从事销售工作，双方签订了

劳动合同，合同约定的工作地点

为某市。2015年3月31日，A店倒

闭，郭某在家待岗。2015年8月10
日，该公司安排郭某到B店工作，

郭某以离家太远为由拒绝到岗。

2015年11月11日，公司以郭某旷

工严重违反规章制度为由解除劳

动合同。郭某认为双方劳动合同

发生变更，公司未协商一致单方

解除劳动合同系违法解除，故申

请劳动仲裁，请求裁定公司支付

违法解除2001年1月1日至2015年
11月11日期间劳动关系的赔偿金

75000元。

裁决结果：驳回郭某的仲裁

请求。

案例点评：双方约定的劳动

合同地点是“某市”，虽然A店闭

店，导致郭某不能继续在A店工

作，但郭某并无证据证明劳动合

同无法继续履行，该公司将郭某

调岗至B店，实际工作地点发生

变化，但并没有离开劳动合同中

约定的“某市”的范畴，而郭某以

此为由长期旷工，公司基于规章

制度解除与郭某的劳动合同并

不违法，不应支付郭某赔偿金。

用人单位调岗不成

任意解除劳动合同

案情概要：2013年4月7日，

刘某与某公司签订了期限为7年
的书面劳动合同，合同中约定月

薪7000元。2015年10月20日，公

司对刘某优化调岗，向其送达了

调岗事宜通知，通知说如未能在

规定时间完成调岗，公司将与劳

动者解除劳动关系。在刘某未完

成调岗的情况下，11月17日，公司

以刘某严重违纪为由强行要求刘

某离开工作岗位。

11月20日，公司印发处罚通

知，以发现刘某窃取公司相关机

密文件，严重违反公司规章制度

为由与刘某解除劳动合同，经审

查，公司无证据证明刘某具备上

述情形，此后公司多次要求与刘

某协商解除合同，因经济补偿问

题双方未达成一致意见。11月21
日，根据公司规定，给予刘某严重

违纪辞退处理的决定。12月21日，

刘某申请仲裁，请求裁定公司支

付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51100元，

支付拖欠工资4826.11元。

裁决结果：刘某与某公司于

2015年12月21日解除劳动关系；某

公司支付刘某赔偿金51100元、拖

欠的工资4826.11元。

案例点评：工作岗位属于劳

动合同重要内容，欲调整工作岗

位，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应当协商

一致，不得任意为之。用人单位

与劳动者因调整岗位未能协商

一致而任意解除劳动合同，属于

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行为，应当支

付赔偿金。

两次固定期合同期满

可签无固定期限合同

案情概要：丁某与某证券公

司签订了二次固定期限劳动合

同，期限分别是2008年9月19日
至2011年9月18日、2011年9月19
日至2014年9月18日。2014年9月
18日第二次劳动合同到期后，该

证券公司向丁某出示《不予续签

劳动合同通知书》，丁某拒绝签

收，请求与证券公司签订无固定

期限劳动合同，遭到该公司的拒

绝。丁某于2015年9月17日申请

仲裁，请求确认双方自2014年9
月19日起存在无固定期限劳动

合同关系。

裁决结果：确认丁某与某证

券公司自2014年9月19日起存在

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关系。

案例点评：连续签订过二次

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第二次劳动

合同到期后，用人单位无证据证

明劳动者存在《劳动合同法》第三

十九条、第四十条第一项和第二

项的情形，无权单方面终止劳动

合同，劳动者提出签订无固定期

限劳动合同的请求应予以支持。

嫌上班地点离家远 员工拒绝到岗遭辞退
省人社厅公布一批劳动人事争议典型案例

□记者 王健 通讯员 曹大凡

2017年元旦假期为2016年12月
31日至2017年1月2日，铁路假期运

输期限为2016年12月30日至2017年
1月2日，元旦假期，旅客客流成份以

旅游、探亲、学生为主，且大多为短

途客流。从发售人数来看，客流小高

峰将出现在2016年12月31日，元旦

假期首日，预计发送旅客7 . 5万人。

12月30日下午开始，济南去省

内青岛、烟台、威海、荣成等短途方

向的车票非常紧张，省外除北京、上

海方向车票仅剩少量余票外，去往

长沙、深圳等其他方向的车票还很

充足。为应对客流高峰，济南火车站

增开了济南到荣成方向动车组列车

1趟，荣成到北京南高铁1趟。

今日火车站将迎客流小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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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籍华人杨大利任山大
公共治理研究院院长

日前，山东大学公共治理

研究院院长签约仪式在中心校

区举行，美籍华人政治学家杨

大利教授被聘任为公共治理研

究院院长。该院由山东大学与

芝加哥大学合作成立，位于山

大青岛校区。杨大利教授毕业

于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国际关系

与比较政治专业，曾任芝加哥

大学政治科学系主任、东亚研

究中心主任等。 记者 杨璐

山大(章丘)在线教育
研究院揭牌

日前，山东大学(章丘)在线

教育研究院揭牌，北京超星尔雅教

育科技有限公司等首批5家企业签

约入驻。山东大学(章丘)在线教育

研究院，是由山东大学与章丘市人

民政府共同出资创建的非营利性

事业单位，不纳入机构编制管理，

项目位于章丘文博中心规划馆一

层，主要依托山东大学在线继续教

育，充分利用章丘市的产业优势，

构建政产学研紧密结合的文化科

教创新平台。 记者 杨璐

济南基本殡葬费减免
元旦起实施

济南市民政局、济南市财政

局日前印发《济南市居民身故后

基本殡葬费用减免补助实施办

法》，确定对2017年1月1日以后

身故的济南市居民(具有济南市

户籍或持有济南市居住证的人

员)给予基本殡葬费用减免补

助。对于身故后火化的，一次性

减免基本殡葬费用630元，因特

殊情况在外地火化的，以及不实

行火化政策的少数民族居民，一

次性补助630元。记者 郭学军

811路公交线
元旦起恢复原线

卧虎山水库南岸道路施工

结束，自2017年1月1日起，济南

公交811路公交线恢复原线运

行。811路恢复后由仲宫开往杨

而，沿仲宫宏福路、龙山路、327
省道、103省道、卧虎山水库南岸

向西恢复原线，恢复原仲宫、仲

宫街道办事处、宏福路、金宫山

庄、并渡口村、营而村、东平坊、

西平坊、北草沟、杨而站点。

记者 王健 通讯员 赵东云

山大外语类保送生报名
须学校推荐

30日，山东大学2017年外国

语言文学类专业保送生招生简章

出炉。外语类保送生选拔将分为

笔试和面试，考试时间为1月6日。

需要注意的是，2017年山大外语类

保送生必须由相关中学根据该校

分配的名额进行推荐，未经中学推

荐的考生报名无效。该校2017年只

招收外语语种为英语的考生。网上

报名时间为2016年12月30日—

2017年1月5日。 记者 杨璐

30日下午，济南火车站进站口排起长队。 通讯员 供图

山东英才学院位居
中国民办大学排行前三位

2016年12月29日，中国校友会

网《2017中国大学评价研究报告》

公布最新2017中国民办大学排行

榜150强。山东英才学院以99 .69分
位居第3，这是该校连续5年位居该

排行榜前3名。艾瑞深中国校友会

网是目前中国持续开展大学评价

和创新创业研究时间最长的研究

团队，至今已近30年历史。

记者 董广远 通讯员 张希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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