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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贺丽华）在
苏州一家职介所的推荐下，湖北
小伙张亮和好友王燕来到我市
打工，到目前已有一个月。最
近，两人得知公司要发工资了，
心里别提有多高兴。然而，还没
等到发工资，王燕却突然被公司
辞退，理由是她隐瞒了个人的真
实信息，而其一个月的工资也有
可能“打水漂”。两人无奈之下，
向本报求助。

为何公司称王燕隐瞒了她
的个人真实信息？张亮告诉记
者，之前他和王燕在苏州，在网
上找到了一家当地的中介公
司。中介在向他们推荐现在的
工作时，因为王燕并不符合招工
条件中年龄这一项，所以两人本
打算放弃，但中介却说他们有办
法。“除了我们两个，中介还推荐
过其他人到这家公司上班，所以
中介就借用了另一个人的身份
证给王燕，这样王燕才顺利到这
家公司上班。”张亮说，当初他们
也质疑过这种做法是否行得通，
但中介再三保证称不会有问
题。张亮告诉记者，从上个月10
号开始，到现在满一个月，王燕
一直是正常上、下班，直到公司
财务统计员工工资，才发现两个
员工用了同一张身份证。

事情暴露后，公司立即辞退
了王燕，也没发工资给她。“被辞
退这事，其实我们是可以理解
的，因为我们隐瞒了事实，但王
燕毕竟在这里工作了一个月，工

资应该还是要发给她的。”张亮
说，公司的说法是要工资找中
介，而中介的说法是被公司开除
就没有工资。如今两人最后悔
的是，他们并未和公司签订劳动
合同，和中介之间也只有微信转
账押金的记录。“进公司那会，人
事部原本让我们去签订劳动合
同，但后来由于种种原因被耽误
了，原本我们想打打工应该不会
有这么多复杂的事，所以也就没
有追问公司签合同这件事。”张
亮说，中介也特别不靠谱，当初
他和王燕，还有公司里通过这家
中介进来的许多员工，都曾向中
介缴纳了一定的押金，本来承诺
说工作半个月内就退还，但到时
间了却又百般推诿，不肯兑现。
张亮告诉记者，据他所知，押金
的金额从300元到1500元不等，
他自己缴纳的 800 元押金至今
也没能拿回来。

对此，丹凤律师事务所律师
钱卫新的观点是，虽然王燕向用
工单位隐瞒了自己的真实信息，
但她与用工单位之间存在事实
的劳动关系，而且用工单位也存
在审查不到位的责任，所以用工
单位应该给予王燕一定的劳动
报酬，至于多少，双方可以进一
步协商。钱律师认为，在这件事
中，用工单位和中介之间存在合
同关系，中介负责给用工单位寻
觅劳动者，用工单位则负责接收
中介提供的劳动者，所以用工单
位可向中介追究责任。

不过，钱律师提醒，在这件
事中，最关键的一点还在于张亮
所说的“中介”，究竟是劳务中介
机构还是劳务派遣单位。钱律
师强调，这二者有很大的区别，
近些年来，因劳动者分不清两者
关系而造成官司难打的例子数
不胜数。钱律师说，劳务派遣是
指用工单位将岗位外包给劳务
派遣公司，劳动者与劳务派遣公
司签订劳动合同，由劳务派遣公
司负责发放工资福利等，但是在
用工单位的指定岗位工作。劳
务中介则是指用工单位向劳务
中介机构提出岗位需求等要求，
劳动者向劳务中介机构提交个
人资历等资料，由劳务中介机构
负责从中牵线搭桥，最终劳动者
是与用工单位直接签订劳动合
同，由用工单位负责工资福利
等。而根据张亮的说法，他的确
不清楚这一点，他和王燕与任何
一方都未签订合同，也不确定究
竟是哪一方给他们发工资，所以
很难追责。

最后，钱律师也提醒，劳动
者在求职时应该选择专业的劳
务中介机构或者是劳务派遣单
位。

记者随后又咨询了市劳动
监察大队的工作人员，工作人员
也强调劳动者需分清劳务派遣
和劳务中介之间的区别，二者性
质有很大不同，追究的责任主体
也截然不同。同时，劳动者应切
记与责任方签订合同，一旦发生
纠纷，可便于维权。就王燕的遭
遇来说，主要责任还在于中介，
王燕作为劳动者应该获得相应
的劳动报酬，但由于自己隐瞒事
实在先导致被辞退，所以无法获
得补偿金。如果是用工单位恶
意辞退员工，应在支付其工资的
基础上，还需支付一笔补偿金。
他们建议，如果王燕对用工单位
或是中介的做法有异议，可申请
劳动仲裁。

（应当事人要求，文中人

物均为化名）

通过中介找工作，中介想“办法”帮其隐瞒个人真实信息，结果事情暴露——

工作没了，工资也有可能“打水漂”
相关部门及律师提醒：劳动者要分清劳务派遣和劳务中介的区别，切记签订劳动合同

不到半小时，接了四个推销茅台酒的电话——

“茅台”如此廉价，
还会缺乏销路？

本报讯（记者 李潇）“茅台
酒这么便宜，竟然还缺乏销路？”
11 日，市民姜女士拨打本报民
生热线 86983119 反映，不到半
小时，她就接到了四个推销茅台
酒的电话，一方面，她怀疑这些
茅台酒的真假，另一方面，她不
知道对方是怎么知道她的电话
号码的。

姜女士告诉记者，对方自称
是贵州茅台联合酒厂的，目前正
在做市场推广，在全国选取了
500 名幸运客户，可享受 198 元
购买 6瓶价值 1196元茅台原浆
酒的资格。198 元能买 6 瓶“茅
台”，姜女士本想买酒孝敬父亲，
但是朋友却告诉她这是骗人
的。姜女士告诉记者，接下来的
半小时，对方通过不同的几部电
话打过来进行推销，让人觉得很
是厌烦。

昨日，记者采访了开发区经

营烟酒生意十余年的王先生，他
告诉记者，经营白酒至今，还没
听说过“贵州茅台联合酒厂”，不
少酒商为了卖酒，将茅台镇生产
的白酒冠上了“茅台”之名。王
先生表示，白酒市场“鱼龙混
杂”，品质参差不齐，建议市民从
正规渠道购买品牌白酒，切勿贪
小便宜买到劣质白酒。

关于对方是如何知道被推
销对象手机号码的，记者咨询移
动公司，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这
种推销电话都是按照号码段随
意拨打的，另外，还有一些是借
助网络软件，他建议市民下载相
关软件，自动屏蔽推销电话。

图片新闻

铁树喜暖畏寒，温度低于0℃时即受冻害，因此，养护时除了
剪去病叶外，还要注意防冻保暖。连日来，开发区园林处开始全
面展开对铁树树冠、树干的收拢工作，利用草绳和草席捆扎的方
法保护铁树，防止其被冻坏。（记者 陈晓玲 通讯员 李溶 摄）

生产·销售·售后
业务详询

17712826666
地址：丹阳农商批发大市场A区5栋
400-1616-114(生产/售后）400-0511-758（销售）

三倍智能厨房设备
您身边的专业商用厨房设备供应商

内科是二院重点临床科室之一，
拥有一支业务能力强、技术过硬的医
疗护理队伍，其中具有中高级职称医
师8名。拥有进口呼吸机、动态心电
图机、心脏多普勒彩超、电子胃镜、高
档血液透析机、血滤机、多参数心电
监护仪等一系列先进设备。目前内
科除了对常见病、多发病，如慢性支
气管炎、肺气肿、高血压、心脑血管疾
病等治疗有着十分丰富的临床经验，
还在综合实力全面提高的基础上开
设了心脑血管内科、消化内科、血液
净化、肿瘤内科、风湿科等特色专科，

并长期聘请上海长海医院，江苏省肿
瘤医院等三甲医院专家来院门诊。

血液净化中心：中心拥有瑞典产
高档血液透析机、血滤机、多参数心电
监护仪等先进设备，年接诊血透3000
余人次。血透主要适应症：1.急、慢性
肾功能衰竭2.药物、食物急性中毒3.严
重的水、电解质代谢紊乱及酸碱失衡，
常规疗法难以纠正者4.急性重型胰腺
炎5.肝昏迷6.高胆红素血症。

内科主任：副主任医师，镇江市我
最喜爱的健康卫士张忠良

本周专家门诊

创伤外科拥有专业的医疗护理队伍，融合全国
著名的上海华山医院技术力量，创办多年来，已成
功开展各类手术数千例，给广大患者带来了福音。
加上和359医院军地结对协作，成为359医院（全军
肌体伤残治疗中心）协作医院后，359医院骨科专家
定期来丹门诊、手术和会诊，救治更有保障。此外，
359医院还为转诊开辟了绿色通道，以减少伤残、抢
救生命。

开展业务：（1）骨科创伤（2）人工关节置换（3）腰
椎间盘突出（4）断指（趾、肢）再植（5）拇指再造、肌
腱、血管、神经损伤修复（6）手足外伤畸形矫正、先
天性畸形纠正等手术。 咨询热线：86982636

骨科（创伤外科）

近日，有媒体报道，武汉一名9岁的女
童，咳嗽了 5天，看诊说是肺炎要住院，妈
妈却认为医生小题大做，在家又拖了几天
后竟然发展成重症肺炎。丹阳市妇幼保
健院儿科主任医师丁晓燕表示，感冒孩子
高烧三四天不退，且伴有持续咳嗽，很可
能是肺炎，必须及时到医院就诊。

丁晓燕主任告诉家长，肺炎和感冒要
注意分别。支原体肺炎属非典型性肺炎，

发病较隐匿，初期没有特别典型的呼吸道
症状，仅表现为咳嗽，粗心的父母往往会
认为孩子是伤风感冒，致使感染的时间较
长，病情较严重时才就诊，从而使病情复
杂，治疗困难。由于肺炎支原体感染后没
有终身免疫（一般免疫期为 6个月左右），
目前也没有疫苗接种来预防，受感染的因
素主要是自身免疫低下和接触了病原，肺
炎支原体主要为飞沫或接触传播，勤洗手

对肺炎支原体有较好的防范作用。
丁晓燕主任提醒家长，如果孩子有乏

力、咽痛、咳嗽等上呼吸道症状，家长要密
切关注，特别是 10天以上的咳嗽，要及时
就医排查，很可能是支原体肺炎。

更需要大家注意的是，支原体肺炎在
大中小学校和集体单位可引起小范围的
暴发和流行，因此市民要加以提防。

预防措施：预防支原体肺炎，一定要
多到户外活动，以增强体质；外出回来及
用餐前一定要用洗手液或香皂洗手；咳嗽
或打喷嚏时用手绢或纸掩住口鼻，尽量减
少飞沫向周围喷射，以免传染他人。

（二院）

肺炎和感冒要注意区别
拖几天当心发展成重症肺炎

内科：技术过硬 经验丰富 特色明显

12月 8日上午，本院门急诊病房大楼正
式投入使用，这是丹阳二院面向社会、服务广
大患者的新起点。

市民朋友就诊时，请从二院原大门进院，
按标识指引停车后进入新门急诊综合大楼。

祝愿各位患者就诊顺利！早日康复！

时间 专科 医院、专家、职称
周五 妇产科 上海红房子医院
周六 骨科（上午） 解放军359医院专家

如遇特殊情况，专家门诊时间或有变
动，预约咨询电话：86989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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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将对下列财产进行公开拍卖，现将有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拍卖标的：丹阳市开发区迎宾路 99号 1-4086号、1-4087号、

1-4122号、1-4123号，起拍价：697544元。拍卖时间：2018年1月15日
10时至 2018年 1月 16日 10时止（延时的除外）举行第一次拍卖竞价
会；2018年2月10日10时至2018年2月11日10时止（延时的除外）举
行第二次拍卖竞价会。如拍卖成交，将不再进行下一轮拍卖活动。

二、拍卖标的：苏 LF8461 江淮牌中型厢式货车，起拍价：35000
元。拍卖时间：2017年12月30日10时至2017年12月31日10时止（延
时的除外）举行第二次拍卖竞价会。如拍卖成交，将不再进行下一轮
拍卖活动。

三、咨询展示时间：即日起至开拍前(节假日除外)。咨询电话
0511-86703064。

四、拍卖平台：江苏省丹阳市人民法院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
(网址：http://sf.taobao.com/0511/08，户名：江苏省丹阳市人民法院)。

详细信息可在江苏省丹阳市人民法院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
和人民法院诉讼资产网(www.rmfysszc.gov.cn)上查询。

江苏省丹阳市人民法院拍卖公告
为确保振兴路（丹金路——

齐梁路段）改造工程顺利进行和
周边道路交通安全，根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五
条、第三十九条规定，决定对振兴
路部分路段实行交通管制。现将
有关事项通告如下：

一、管制时间 2017 年 12 月
18 日零时起至 2018 年 8 月 31 日
24时止。

二、管制路段 振兴路丹金路
路口——齐梁路路口段。

三、管制措施
1、振兴路丹金路路口——邓

家桥西侧段实行半幅封闭施工，
半幅双向通行；邓家桥东侧——

齐梁路路口段实行全封闭施工。
2、封闭路段除施工车辆外禁

止其它机动车、非机动车、行人通
行。

请机动车、非机动车驾驶人、
行人行经管制路段，自觉遵守上
述交通管理措施，服从交警和交
通管理人员的指挥，按照施工现
场交通标志指示注意安全，减速
慢行、有序通过。违者，将按照道
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
予以处罚。

特此通告。
丹阳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
江苏省丹阳市公路管理处

2017年12月12日

关于振兴路部分路段实行交通管制的通告

戳穿日本右翼否认南京大屠杀的五大谎言

吉田裕：据南京市政府
1937年11月23日致国民政府军
事委员会的信函，当时南京特
别市有约 50万人。此外，守卫
南京的部队也有约 15万人。因
此，说南京只有 20万人肯定不
对。

南京大屠杀历史学者、日

本铭心会会长松冈环：所谓只
有 20万人其实是指南京的“难
民区”（国际安全区）。右翼分
子谈及这点时却丝毫不提“难
民区”这回事。其实“难民
区”只是南京城的一小部分，
并不能代表整个南京。

森正孝：当时处理尸体的

崇善堂和红万字会的记录显
示，仅这两个团体就处理过约
15 万具尸体。考虑到大量集体
屠杀都在长江边进行，许多尸
体被抛入江中无从统计，最终
受害人数近30万人。

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副会
长朱成山指出，日军南京屠城

30 万人的暴行是经远东国际军
事法庭和南京审判日本战犯军
事法庭认定的法定事实。根据
后来发现的各种资料，大屠杀
遇难者肯定超过 30 万，而且

“只会多，不会少”。

今年是南京大屠杀
80周年。80年前的那个
寒冬，侵华日军攻占南京
后，烧杀奸淫，无恶不作，
杀害中国军民30万人，
惨绝人寰，震惊世界。

历史，早就把日本军
国主义的这一暴行钉在
耻辱柱上。但在日本国
内，总有一些势力妄图否
认南京大屠杀。尤其是
近年来，随着日本政坛和
社会右倾化加剧，否认南
京大屠杀的言行再度甚
嚣尘上，且手段更加多
样。

2015 年，在联合国
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工
程国际咨询委员会评议
《南京大屠杀档案》期间，
日本当局以威胁停缴会
费等手段百般阻挠。

2016 年，日本文部
科学省审定的一些高中
教科书回避南京大屠杀
遇难人数，仅以“大量”这
一表述模糊处理。

今年年初，日本APA
集团被曝在其旗下连锁
酒店内公然放置否认南
京大屠杀的书刊。近期，
媒体又曝光日本派遣议
员游说阻挠加拿大安大
略省议会设立“南京大屠
杀纪念日”。

不仅日本当局，日本
社会对南京大屠杀的历
史真相也讳莫如深。右
翼学者、政客大肆散布似
是而非的“论据”以支撑
其谬论，一些所谓意见领
袖和右翼媒体推波助澜，
让原本就对侵略历史不
甚了解的许多日本民众
信以为真。

然而，日本也有一批
长期致力于调查和研究
南京大屠杀历史真相的
正义人士，与右翼势力否
认南京大屠杀的谎言作
着坚决斗争。新华社记
者日前走访了多名有代
表性的南京大屠杀问题
专家和历史学者，他们以
无可辩驳的事实和论证，
戳穿了日本右翼势力竭
力编造和散布的五个主
要谎言。

日军侵华战争历史学者森
正孝：东京审判中，有 11名南京
大屠杀幸存者出庭作证，还有来
自“难民区”（国际安全区）的“第
三者”作证，如美国牧师马吉、医
生威尔、金陵大学教授贝茨等。
除出庭作证者的证言外，还有众

多证人的宣誓证词，以及来自
“难民区”的资料、法院尸检报
告、慈善团体埋葬记录、犹太教
拉比的书状等，证据充分。

一桥大学历史学教授吉田
裕：印度法官帕尔主张判被告无
罪，是因为他认为英法等战胜国

没有资格审判战败国。但实际
上，帕尔也承认日本在占领地进
行了战争犯罪。日本右翼对帕
尔的主张断章取义，蓄意简化，
其目的是想说明“日本无罪”。

东京审判中国检察官向哲
濬之子、上海交通大学东京审判

研究中心名誉主任向隆万指出，
东京审判强调人证物证，被告人
也享有充分的权利，检方和辩方
人员都是国际化的。审判中，有
关南京大屠杀的人证物证数量
众多，其中外国人的证词尤具说
服力。

森正孝：当时在南京的外
国记者目睹日军暴行后立刻撰
写了报道。屠杀开始后几天，
就出现了相关报道，如《纽约
时报》《芝加哥每日新闻》等媒
体都有报道。到 1938 年 1 月，
世人都知道了南京大屠杀的存
在。中国人也知道这一情况。
1938 年 2 月，中国在国际联盟
的代表顾维钧在国联发表演讲

时提到南京大屠杀，并呼吁全
世界关注这一事件。这证明中
方在此之前已掌握了具体情
况。日方也并非在东京审判后
才知道南京大屠杀。现在能够
查到的大量资料证明，当时日
本外务省通过各种渠道已经知
道日军在南京的暴行。因此，
当时无论中方、日方还是全世
界，都知道南京大屠杀的情况。

历史学家、东京大学名誉
教授石井明：事实上，南京大
屠杀经当时留在南京城内的外
国媒体记者报道，引起了国际
社会对日本的谴责。问题是，
在日本国内，由于舆论受到严
厉管制，日本媒体对事件真相
完全没有报道，所以当时日本
民众对日军的残暴行径完全不
知情。

南京大屠杀史与国际和平
研究院学者胡卓然最新发现的
史料显示，时任美国海军部长
诺克斯 1943年已对南京大屠杀
表达了国际反法西斯阵营的共
同愤慨，还将其与纳粹对犹太
人的大屠杀并列。这证明，南
京大屠杀在发生后就已成为中
外公认的日军严重暴行。

吉田裕：所谓“百人斩”竞赛
最初由《东京日日新闻》（今《每
日新闻》）报道，也有其他媒体报
道。内容是日军两名少尉向井
敏明和野田毅在向南京进军途
中比赛谁先斩杀中国人过百。
两人在紫金山战役中得出了

“106比105”的结果，但因无法判
断谁先斩杀超过百人而又开始

“150人斩”竞赛。上世纪七八十
年代，《朝日新闻》记者本多胜一

在其著作中记述南京大屠杀，其
中就包括“百人斩”竞赛。后来，
向井和野田的后人起诉《每日新
闻》《朝日新闻》和本多胜一损害
先人名誉，最终被判败诉。

森正孝：有人宣称，向井和野
田的“百人斩”竞赛是一种战斗行
为，而且被媒体夸大了，并非事
实。还有人称，日本刀根本斩不
了百人就会坏掉。本多胜一和
《每日新闻》（在上述诉讼中）主张，

杀人并非都发生在战斗中，很多
俘虏或被抓来的农民在无法反抗
的情况下被斩杀，因此斩杀超过
百人并非难事。原告方的辩护律
师就是前防卫大臣稻田朋美，她
也宣称南京大屠杀子虚乌有。但
法庭判决原告败诉。

松冈环：不仅当时媒体有报
道，两名当事人回国后也曾亲口
告诉家人，自己“在战斗中杀了
超过百人”。根据我多年探访日

本侵华老兵获得的信息，当时日
军虽然也在战斗中用刀杀死过
中国军人，但更多情况下，所谓

“战斗中杀敌”其实是抓当地农
民“试刀”的残忍暴行。

朱成山指出，南京审判日本
战犯军事法庭对“百人斩”的判
决具有法定的严肃性、有效性和
正义性。日本法院判决战犯遗
属败诉，使日本右翼为侵略历史
翻案的图谋未能得逞。

吉田裕：学界对“便衣
兵”的说法其实早有定论。当
时日军仅凭“眼神凶恶”等所
谓特征甄别“便衣兵”。但当时
军纪规定，如果怀疑敌军伪装
成平民，要经过军事法庭程序
才能作出判定。

森正孝：当时有一些弃军
装换便服的士兵，但其目的不

是为战斗，而是为逃过日军的
暴虐处置。这些人已经丧失反
抗能力，被日军俘虏。当时日
军对俘虏不留活口，会立刻处
死，其中多数人在长江边被屠
杀。有关这方面的记录、证言
数不胜数。日本当时已加入
《海牙公约》，其中明确规定对
俘虏应给予人道待遇，日军的

做法完全违反了这一公约。
石井明：有史料证实，日

军曾闯入当时由欧美管理的国
际安全区，抓走并杀害了很多
士兵和平民。在南京城区，日
军也无差别地杀害了很多士兵
和平民。国际法规定不能杀害
俘虏和平民。日方声称杀的是
伪装成平民的便衣士兵，这完

全是为逃避责任而进行的狡辩。
朱成山指出，根据《海牙

公约》，当时中国军人只要放下
武器就应被视为俘虏，不管其
是否换成便装。尤其是，国际
安全区是不允许携带武器者进
入的，因此日军在那里抓走并
杀害所谓“便衣兵”是完全违
反国际法的。（新华社）

南京大屠杀是战胜国为报复日本而在“东京审判”（远东国际军
事法庭审判）中捏造出来的，参加审判的印度法官主张判被告无罪。谎言一：

谎言二： 南京大屠杀当时就没人知道，中国国内和世界舆论当时也没什
么反应，都是后来编出来的。

谎言三：当时南京人口只有20万，南京大屠杀的被害人数不可能有30万。

谎言四： “百人斩”杀人竞赛是当时的日本媒体杜撰的，不能成为南京大
屠杀的例证。

谎言五： 中国军人穿上便衣化装成平民，是反抗日军的游击队员，日军
杀害他们不违反国际法。

《《东京日日新闻东京日日新闻》》刊载的刊载的
““百人斩百人斩””竞赛报道竞赛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