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3月3日讯 今天是第21
个全国“爱耳日”，主题为“保持听
力，终生受益”。目前正处于阻击
新冠肺炎疫情的关键时期， 孩子
们居家隔离及学习期间， 该如何
保护好听力， 哪些听力损伤的危
险信号值得家长关注? 记者带着
这些问题采访了湖南省儿童医院
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副主任、 主任
医师黄敏。

【案例】 人工耳蜗助聋哑
女孩听见声音

“我在家学习，谢谢医生阿姨
和护士姐姐的帮助，你们辛苦了，
武汉加油！中国加油！” 3月3日上
午，黄敏通过手机视频对7岁的小
患儿妍妍（化名）进行“远程会诊”。

7岁的妍妍出生在湖南祁东
县，父母都是聋哑人，她也是一名
极重度感音神经耳聋患儿。 两岁
之前，她生活在无声的世界里，听
不到外界的声音， 也不会用言语
与人交流。幸运的是，在妍妍两岁
半时成为了“天使分贝”救助计划
的受益者， 她在湖南省儿童医院

进行了人工耳蜗植入。 经过积极
的康复训练， 她已经能够正常交
流，如今是一名一年级的小学生。

受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黄
敏只能通过手机对妍妍追踪了解
人工耳蜗的使用及学习生活情
况， 并指导妍妍和家长继续做好
相关语言训练。

【建议】 孩子出现这些因
素要早就医

中国第二次残疾人抽样调查
显示， 全国听力语言残疾达2780
万， 其中0-6岁听障儿童约13.7
万，每年新生听力残疾儿童2.3万。

黄敏表示，保护好听力，除了
做好优生优育和孕期保健， 婴幼
儿期要避免躺着喂奶， 应取半卧
位哺乳，以免奶液呛咳误吸，或是
外溢流入耳道。给宝宝淋浴、洗头
或游泳时，如果有水进入耳朵，把
头偏向该侧， 小心牵扯耳廓让水
流出。 在儿童及青少年期主要是
要注意预防感染、避免外伤、避免
噪声污染、 警惕药物毒性等几个
方面。

黄敏提醒， 对于学龄前期或
学龄期孩子，在日常生活中，如果
家长发现孩子经常会问“什么”或
者表现出没有听清的状态； 孩子
与人交谈时， 习惯眼睛紧盯着对
方的嘴；孩子发音不准确，讲话不
清楚等现象，一定要及早就医。

■记者 李琪 通讯员 姚家琦

律师说法

A06
2020年3月4日 星期三 编辑/黄海文 美编/胡万元 校对/苏亮

扫
码
看
本
报
更

多
精
彩
报
道

随着疫情防控工作进入决胜
阶段， 为准备全面复工复产有序
进行，衡阳福彩2月22日晚召开中
层干部视频会议， 认真部署开展
各项工作，为复工复产做好准备。

认真摸排，全面管控
建立疫情防控工作档案，设

立防控专线联络员，以各部室为
单位，每天进行人员情况统计上
报，重点关注有无发热、咳嗽、乏
力、呼吸道感染人员；市场管理
员每天通过微信群，掌握业主状
况；明确责任到人，中心班子成
员及各部室长各联片两个县市

区，加强对各分管区域的防控工
作督导，对瞒报、漏报、谎报信息
的严肃问责。

全员下站、现场指导
从2月24日开始，由中心负责

人带头，成立4个服务小分队全面
走访站点，给全市所有投注站、视
频票销售厅， 配送疫情防控物资
口罩、酒精、抗菌液、医用洗手液、
84消毒液、艾香条等；现场指导站
点业主复工复产，听取业主心声，
掌握时事动态，解决实际困难；加
强视频票销售厅消毒作业指导，
确保场所全面消毒，不留死角。

贴心关怀，凝聚人心

通过申报审核， 对全市符合
条件的28个建档立卡贫困户、因
疾病或重大变故造成家庭困难的
站点业主， 进行节后慰问， 每人
1000元； 紧急调配7.8万余元生活
物资，给全市500多个站点送上米
和油。 ■肖庆 经济信息

孩子居家上网课，如何保护好听力
第21个“爱耳日”，听专家教你如何护耳

阳曙文的办公场所位于长
沙市长房中庭国际 1301至
1305室，早在2015年8月，他就
与5位房东签订了房屋租赁合
同，将这5套房联通后作为办公
室使用。3月3日，记者来到该办
公室，发现1301室内的家具、电
器均已被搬空。阳曙文说，他特
地腾出一间小会客室， 当作自
己的办公室，“就怕房东真锁
门， 存在1301室内的案卷取不
出来，就影响工作了。”

据了解，受疫情影响，阳曙
文的公司无法在年后正常复
工，未能在合同约定时间支付房
租，“经过与其他4位房东沟通，
他们均表示理解， 只有1301室

的房东通知我们搬离。为此，公
司上班后，腾空了1301室。”

2月 18日， 阳曙文通知
1301室房东收房，可从1万元押
金中扣除疫情期间的10天房屋
租金， 但剩余的押金需退还给
公司。

“房东不但不退还押金，还
提出家具家电不得搬离等无理
要求，无奈之下，我们只能走法
律途径。”阳曙文说，其公司诉
求法院判1301室房东免除其受
疫情影响、 完全无法办工的
2020年1月31日至2月17日房
屋租金1863.6元， 加上退还的
押金、装修损失费等费用，共计
退还21130元。

办公室因“疫”被退租，公司起诉房东
长沙市芙蓉区人民法院受理首起因疫情引发的减免房租案，原告诉求免房租退押金

“疫情期间不允许办公， 导致我们公司推迟了10多
天支付租金，没想到房东叫我们搬离，还以恢复原状、家
具家电不得搬离等理由，拒绝退还剩余押金，我们只能打
官司来维权。”3月3日，湖南淘法法律服务有限公司负责
人阳曙文向三湘都市报反映， 公司已将涉事房东起诉至
法院，欲索回押金、装修损失等共计21130元。

目前，长沙市芙蓉区人民法院已受理此案，这也是该
院受理的首起因疫情发生的减免房租案。

■记者 杨昱

湖南万和联合律师事务所
李健律师认为，依据《合同法》
规定， 因不可抗力不能履行合
同的，根据不可抗力的影响，部
分或者全部免除责任， 但法律
另有规定的除外。 当事人迟延
履行后发生不可抗力的， 不能
免除责任。本法所称不可抗力，
是指不能预见、 不能避免并不
能克服的客观情况。因此，当前
疫情影响大部分租赁场地使
用，属于典型的不可抗力情形。

李健说， 根据湖南省高院
司法出台的解释，要求审判机关
应根据具体案情作出相应处理，
可以结合合同约定的租期及履
行方式、受疫情影响程度等因素
综合考量，按照公平原则妥善处

理。如因出租人主动限制或房屋
所在地采取管控措施导致承租
人实际无法使用房屋，承租人提
出减免租金请求的，一般予以支
持。如疫情不影响承租人居住使
用房屋，承租人提出减免租金请
求的，一般不予支持。

在商业用房租赁中， 如受
疫情影响，房屋无法正常使用，
承租人以此要求出租人减免房
租的，一般可予支持。如疫情并
未影响承租人实际占有使用房
屋， 仅基于疫情期间客流减少
等原因造成承租人营业收益受
到影响的， 一般不免除承租人
的租金给付义务； 如对承租人
营业收入产生重大损失的，可
依据公平原则酌情调整租金。

纠纷 因疫情影响办公室被退租

随后， 记者联系了涉事房
东的父亲蒋先生， 被告知房屋
的租赁事宜都是其妻子杨女士
在负责。

对于阳曙文的做法杨女士
表示愤怒 。“我们每月要交
9000余元的房子按揭，本身经
济压力也很大。 疫情期间并没
有刻意催缴房租， 直到过了合
同约定时间才联系他。”杨女士
告诉记者， 阳曙文从未主动联
系过自己， 也没回复信息说明
情况，“作为租客， 不和法定出
租人联系， 没有任何协商的意

图， 完全不知道他们逾期不付
租金是什么意思。”

杨女士表示， 自己并未要
求其搬离， 只是提醒其不要逾
期违约，“我说话的前提是‘如
租请付租金’，‘如不租了或拒
付租金请搬离’。只要他说明情
况、给予回复、履行约定，一切
按合同办。 他是在双方并未交
接、 达成解除租赁合同的情况
下私自搬离的。”

杨女士说， 愿意通过协商
的方式解决这个纠纷。

目前，该案尚在审理之中。

调查 双方各有说法，房主愿协商解决

遇到不可抗力，是否可以减免租金？

3月3日，在
长沙市长房中
庭国际内，阳曙
文表示，芙蓉区
法院已经受理
了该起因疫情
发生的减免房
租案。

记者 杨昱 摄

衡阳福彩疫情防控从严从细 为全面复工复产做好准备

湖南“天使分贝”已资
助102名听障孩子

由湖南省儿童医院发起
的“天使分贝”救助0至6岁感
音神经性耳聋贫困儿童计划，
目前已开展5期，已注资375万
元资助102名孩子。

“天使分贝”救助计划仍
在进行，家中有听力障碍的患
儿可来院检查，符合救助条件
的手术患儿在享受医疗保险
6.75万元报销的基础上，每人
可再享受1万元费用减免。

延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