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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脚医生扎根农村
乡医补贴无故被扣

“虽然我们生活在大都市里，
但我们是实实在在的村民。 如果
倒退20年，我们还有地可种，有羊
可放。 尽管村里已经没有一丁点
儿旧乡村的气息了， 谈起我们这
些当年的乡村医生， 村民们还习
惯说我们是赤脚医生。 ”康丽说，
从医20多年来她一直没有离开过
生她养她的这个村子。

“近些年社会上很少称呼赤
脚医生了， 但我心里一直把自己
当成是赤脚医生。 因为， 与我自
始至终打交道的对象都是村民乡
亲。” 康丽说： “现在， 村里的
年轻人很多外出打工， 留守老人
和孩子疏于照顾， 很多疾病也需
要及时治疗。 与以往比， 我也比
从前更忙了。”

虽然更忙了， 可是， 从2017
年开始康丽的收入不仅没涨反而
降低了， 而且降幅很大。 与原来
相比， 整整降低了一半还多。

说起工资降低的原因， 康丽
说， 她1997年入职时每月只能从
村里领到200元补助。 后来政府
发补贴， 她的收入才有所提高。
随着补贴标准的提高， 她的收入
也涨到了3000多元。 但是， 当补
贴标准提到每人每月3500元后，
她的收入开始急剧下降。

为此 ， 康丽曾找村里问原
因， 得到的答复是： “村里有权
统筹调整村民的收入。” 其收入
远高于其他村民就应将高出部分
交给村里 。 她对这个答复不满
意， 在屡次交涉无果后， 她与村
里打起了官司。

国家补贴只给医生
村里认为分配不公

近年来， 找康丽看病的人越
来越多。 她治疗的病人也不再是

简单的头疼脑热了， 而是有一定
技术难度的疑难杂症了 。 康丽
说， 到卫生室工作后总感觉到自
己的医学知识不够用， 于是就自
考医学专科并参加各种形式的医
学培训。 由于勤奋努力， 她很快
取得了乡村医生职业资格证， 从
一名赤脚医生成为了一名正式的
乡村医生。

为稳定乡村医生队伍， 方便
农民就近看病， 北京市从2008年
起实施乡村医生补助政策， 标准
为每人每月800元 。 2013年7月 ，
原北京市卫生局、 北京市财政局
又联合出台政策， 将这一补助标
准提高到每人每月1600元， 并明
确规定该部分费用专款专用， 严
禁任何单位和个人克扣。

2013年8月 ， 原国家卫生计
生委印发 《关于进一步完善乡村
医生养老政策提高乡村医生待遇
的通知》， 要求各地采取先预拨、
后结算的方式发放乡村医生补
助， 由县级财政部门直接将补助
经费的80%以上按月拨付乡村医
生， 余额经考核后发放， 不得挪
用、 截留。

“看到这些政策后， 我非常
高兴。” 康丽说： “我工作了10
多年， 工资才涨了1800多元。 没
想到政府出台这么好的政策， 工
资一下子又涨了1600元， 一个月
能拿到3600多元了。”

然而， 到了2017年事情发生
了变化。 因为补贴提高到了3500
元， 康丽的收入明显高过了其他
村民。

2016年 3月 ， 北 京 市 印 发
《关于加强村级医疗卫生机构和
乡村医生队伍建设的实施方案》，
将乡村医生补贴标准提高到每人
每月3500元。 针对山区、 半山区
的不同情况， 各涉农区在基本补
助基础上可再增加补助500元至
2000元。 此次调整后， 山区村医
的待遇水平可与乡镇社区卫生服
务机构持平， 月平均工资在5000

元左右。
“我的工资都是村里发放

的。 补贴款提高到3500元后， 村
里就找我谈话， 说我每月从村里
领3000多元的工资， 又领取3500
元的补贴款， 相当于领了双份工
资， 对其他村民不公平， 要求我
将补贴款交回。” 康丽说， 虽然
她很不满意， 但也无可奈何。 因
此， 在2017年1月前， 她向村里
缴纳了每月3400元的补贴款。

但是 ， 在 2017年 2月份后 ，
村里不再要求康丽上交补贴款，
而是从她工资里直接扣除 3300
元。 这样一来， 她的工资不仅打
了折， 而且锐减至2700元左右。

村里扣款缺乏依据
法院判令全部归还

“村里的解释也有道理， 我
也觉得自己有理。” 康丽说， 由
于双方在如何扣款、 该不该扣、
是否应当返还问题上争执不断，
她 决 定 向 劳 动 争 议 仲 裁 机 构
申 请 仲裁 ， 请求裁决村社区卫
生服务站退还她缴纳的乡医补贴
款， 支付按照乡医补贴款克扣的
本人工资。

为了稳妥起见， 同时做到有
理有据， 康丽申请北京致诚农民
工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给予法律
援助。 该中心指派张志友律师为
她提供免费法律援助。

在仲裁庭审阶段， 村社区卫
生服务站同意退还康丽缴纳的补
贴款， 但是， 不同意支付克扣的
工资 。 理由是按照双方劳动合
同， 康丽的工资标准不低于最低
工资标准， 村社区卫生服务站向
康丽发放的工资符合合同约定。

2017年12月， 仲裁委认可村
社区卫生服务站的理由， 裁决其
返还康丽上交的补贴款， 驳回康
丽 要 求 支 付 克 扣 工 资 的 仲 裁
请求。

康丽不服仲裁裁决， 向法院

提起诉讼。 在庭审时， 村社区卫
生服务站提交的考勤表显示 ，
康丽2016年每月应发工资为5500
元 ， 2017年 1月 又 调 整 为 6000
元 ， 2017年 2月工资突然 降 低
为2700元。

村社区卫生服务站表示， 根
据合同约定， 双方以北京市最低
工资标准作为工资， 以经营状况
和康丽工作情况计算奖金， 最终
合并结算工资和奖金。 2017年康
丽应发工资降低的原因是， 其属
于非营利机构， 村社区卫生服务
站存在亏损， 故降低了康丽的奖
金数额。

张律师指出， 根据 《关于工
资总额组成的规定》 第4条规定，
工资总额由下列六个部分组成 ：
计时工资、 计件工资、 奖金、 津
贴和补贴、 加班加点工资、 特殊
情况下支付的工资。 因此， 奖金
也是工资的一部分， 单位不能单
方面降低康丽的工资。

法院审理认为， 虽然劳动合
同中约定康丽的工资标准不低于
最低工资标准， 但村社区卫生服
务站提交的工资表显示， 康丽的
应发工资在 2016年是固定不变
的， 且时间较长， 应视为双方已
就工资标准达成一致意见。 2017
年1月康丽应发工资为6000元 ，
但是2017年2月至2017年8月期间
降低为2700元， 而村社区卫生服
务站对此的解释缺乏依据， 故不
予采信。

最终， 法院判决村社区卫生
服务站返还康丽2016年3月28日
至2017年1月31日期间乡村医生
补 贴 款 3.4万 余 元 ； 支 付 康 丽
2017年2月至2017年8月期间工资
差额2.3万余元。

村社区卫生服务站不服一审
判决， 提起上诉。 近日， 二审法
院终审判决， 认定村社区卫生服
务站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
回。 目前， 康丽已经拿回了本应
属于自己的钱。

案情简介：
崔村镇某村范某与丈夫张某

于2015年6月结婚，因没有小孩两
人就此事经常吵架， 感情日趋危
机，于2018年9月二人办理了协议
离婚手续。离婚后，2018年10月范
某才发现前夫张某早就与他人同
居生活了，自己一直蒙在鼓里，于
是范某自己搜集了一些证据保

存了起来 ，来到崔村法律援助工
作站咨询， 拿这些证据去法院起
诉，请求损害赔偿，能够得到法院
的支持吗？

法理解析：
根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

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 若
干问题的解释 （二）》 第27条规
定 “当事人在婚姻登记机关办理

离婚登记手续后， 以婚姻法第46
条规定为由向人民法院提出损害
赔偿请求的 ， 人民法院应该受
理， 但当事人在协议离婚时已明
确表示放弃该项请求， 或者在办
理离婚登记手续一年后提出的，
不予支持。”

尽管范某与张某协议离婚，
但是协议离婚时间在一年以内，
协议离婚时也并没有放弃损害赔

偿请求， 范某作为无过错的一方
仍然有权要求损害赔偿。

扎根农村20年 乡医补贴无故被扣

补补贴贴提提高高工工资资反反降降
北北京京一一村村医医维维权权获获赔赔

协议离婚后，还可以提出损害赔偿要求吗？

编辑同志：
一家建筑公司为走出人

手不足的困境， 在限期内完
成承建的大楼， 而将项目肢
解， 以分包的名义分别转包
给他人。 包工头李某虽没有
建造资质， 但分包到了外墙
装修业务。

五个月前， 我丈夫在受
雇 于 李 某 给 外 墙 贴 瓷 砖
时 ， 因脚手架断裂摔伤， 虽
保住了性命， 但花去23万余
元医疗 费 用 并 落 下 二 级 伤
残 。 由于我丈夫没有办理工
伤保险 ， 无 法 从 工 伤 保 险
机构获得赔偿， 而李某又无
力担责 ， 只好向公司索要
赔偿。

而公司认为我丈夫受雇
于李某， 与公司不存在劳动
关系， 故其没有为我丈夫办
理工伤保险的义务， 自然也
就无需作出赔偿。 请问： 公
司的说法对吗？

读者： 黄莎莎

黄莎莎读者：
公司的说法是错误的 ，

其同样应承担工伤赔偿责任。
一方面， 公司与李某之

间的承包关系违法。
《建筑法》 第二十八条、

第二十九条第三款分别规定：
“禁止承包单位将其承包的全
部建筑工程转包给他人， 禁
止承包单位将其承包的全部
建筑工程肢解以后以分包的
名义分别转包给他人。” “禁
止总承包单位将工程分包给
不具备相应资质条件的单
位。” 而公司不仅将工程肢解
分包， 且分包的对象是根本
不具备相应资质的李某个人，
明显与之相违。

另一方面， 公司必须对
你丈夫作出赔偿。

《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关
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
通知》 第四条规定： “建筑
施工、 矿山企业等用人单位
将工程 （业务） 或经营权发
包给不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
组织或自然人， 对该组织或
自然人招用的劳动者， 由具
备用工主体资格的发包方承
担用工主体责任。”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
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
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十一
条第二款也指出： “雇员在
从事雇佣活动中因安全生产
事故遭受人身损害， 发包人、
分包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接
受发包或者分包业务的雇主
没有相应资质或者安全生产
条件的， 应当与雇主承担连
带赔偿责任。”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
理工伤保险行政案件若干问
题的规定 》 第三条第 （四 ）
项则进一步明确： “用工单
位违反法律、 法规规定将承
包业务转包给不具备用工主
体资格的组织或者自然人 ，
该组织或者自然人聘用的职
工从事承包业务时因工伤亡
的， 用工单位为承担工伤保
险责任的单位。”

正因为李某不具备相应
资质和用工主体资格， 所以，
你丈夫虽然不是公司所聘 ，
与公司不存在劳动关系， 但
公司也必须按照 《工伤保险
条例》 所规定项目和标准给
予赔偿。

颜东岳 法官

工人虽是包工头雇请
单位仍须对伤害担责

从30岁进入北京一城中村卫生室工作到50岁办理退休手续， 康丽20年间从
没离开这个现在称之为社区卫生服务站的地方。 在这里，她的职务是医生。 但与
各大医院医生不同的是：她既是村民又是医生！

由于有这种身份的不同，前些年收入低时村委会与她之间相安无事。从2013
年国家拨专款直接补贴乡村医生开始，村里越来越关注她收入的变化。当补贴提
高到每月3500元时，村里认为她既在村里领工资又拿补贴等于是双份工资，对其
他村民不公平。 于是，要求她将补贴款交到村里，随后，又从工资中直接扣除补
贴，使其月收入由6000元锐减至2700元。

康丽按照村里的要求做了，但觉得不合理。于是，她申请劳动争议仲裁，要求
返还被扣款项并支付工资差额。 近日，法院终审判决支持了她的请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