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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何让致残工伤者重拾生活信

心，重新融入社会，过着正常人一样

有尊严的生活？这不但需要使工伤

者心理上建立起生活的自信和勇气，

更重要是身体损伤部位能得到康复

医疗，其功能尽可能地恢复，生活中

能够自理，社会上可以自立，乃至过

上自食其力的生活。 
  工伤康复者可以依法享受工伤

康复待遇，由工伤保险基金支付。但

我们发现，多数需要进行工伤康复的

工友对相关法规缺乏了解或一无所

知，以致于无法获得康复医疗。这里

我们做个简单介绍，希望能帮助有需

要的工友获得康复治疗的机会。 

工伤康复对象 

  根据 2007 年 7月 1日颁布实施
的《广东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关于工

伤康复管理的暂行办法》（下称“办

法”）规定，工伤者要进行工伤医疗

康复，需符合下列条件： 
  ① 因工伤（含职业病）致残或
造成身体功能障碍，具有康复价值，

需要进行医疗康复的； 
  ② 尚在工伤医疗期内，但伤病

情相对稳定，经确认具有康复价

值、需要早期介入康复治疗的； 
  ③ 工伤医疗期满后被鉴定
为达到伤残等级，经康复检查并

确认具有康复价值的； 
  ④ 被鉴定为一至四级，经确
认具有康复价值的。 

工伤康复的申请 

  若希望到工伤康复医院进行工

伤康复治疗，并享受工伤康复医疗待

遇，需要经过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确

认。按《办法》第 10 条规定，工伤
医疗康复由工伤者所在的单位、工伤

康复者本人以及直系亲属向单位所

在地的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提交工

伤康复医疗申请，并提交工伤医疗相

关检查材料。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根

据工伤者伤情及相关证明和检查资

料，交齐材料的，在 15 日内对申请
康复医疗的对象进行康复医疗确认，

并将确认结论书面告知申请工伤康

复的单位和个人。确认需要给予工伤

康复医疗的，按规定前往康复医院。 

工伤医疗康复期 

  工伤医疗康复期，是指进行工伤

康复医疗所需要的时间期限，由劳动

能力鉴定委员会按照《广东省工伤康

复诊疗规范》确认。在工伤医疗期内

进行医疗康复的工伤者，其工伤医疗

康复期与工伤医疗期合并计算为医

疗终结期，最长不超过 24 个月。终
结期满后进行医疗康复的，最长为 12
个月。 

 ☆ 职 业 健 康 ☆  

. 2 . 

工伤康复期间的待遇 

  工伤医疗康复期间的待遇包括

医疗费、工资、伙食费、就医路费、

护理费等社会保障。按照《广东省工

伤保险条例》第 23 条规定：在工伤
医疗康复期，享受工伤医疗费待遇和

停工留薪期待遇，工伤康复对象的原

工资福利待遇不变；被评定一至四级

伤残的，在康复期间继续享受伤残津

贴待遇；住院期间伙食费由用人单位

按当地因公出差伙食补助标准的

70%支付。一至四级伤残的，从工伤
医疗基金支付。经批准转往外地工伤

医疗机构进行工伤康复所需交通费、

住宿费由用人单位按因公出差标准

报销。一至四级伤残的，由工伤保险

基金支付；未参加工伤保险的，费用

均由用人单位支付。 
  以下是经广东省劳动

和社会保障厅评议确定的

18家工伤康复医疗机构： 

 

№ 名 称 地  址 电 话 
1 广东省工伤康复中心 从化市温泉东路 103号 020-87656232 
2 深圳市第二人民医院 深圳市福田区笋岗西路 3002号  0755-83366388 
3 深圳市宝安区人民医院 深圳市宝安区宝城龙井二路118号 0755-27788311 
4 深圳市福田区人民医院 深圳市深南中路 3025号 0755-83982222 
5 深圳市罗湖区中医院 深圳市友谊路 47号 0755-82203083 
6 深圳市盐田区人民医院 深圳市盐田区梧桐路 2010号 0755-25216068 
7 深圳市南山区人民医院 深圳市南山区桃园路 0755-26565348 
8 深圳市龙岗中心医院 深圳市龙岗区深惠路（龙岗段）

1228号 
0755-84806933 

9 深圳龙城医院 龙岗爱联社区龙翔大道晨光路 1号 0755-28944814 
10 广东省中医院珠海医院 珠海市景乐路 53号 0756-3359485 
11 中山大学附属第五医院 珠海市梅华东路 52号 0756-2528888 
12 珠海仁和骨伤医院 珠海市迎宾南路 2138号 0756-8136138 

0756-8837101 
13 佛山市第五人民医院 佛山市南海区西樵山旅游渡假区 0757-86891249 
14 惠州市中医医院 惠州市惠城区下角菱湖三路 1# 0752-2231548  
15 东莞市虎门医院 东莞市虎门镇则徐路 145号 0769-81510993 
16 中山市中医院 中山市石岐悦来南南安路 2号 0760-88807807 
17 江门市残联康复医院 江门市龙湾东路 40号 0750-3502782 
18 肇庆市中医院 肇庆市端州六路 20号 0758-2829724 

0758-28448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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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历已翻过了 2008，不经意间，
我们就被时间老人带进了 2009 年。
身边发生过多少事情啊！而我们又能

记住多少？但有些事是应该记住的，

尤其是关于那么多无辜的生命…… 

冰冷的数据、鲜活的生命 

  让我们先来看一看权威部门的

统计数据：2007年，据全国各地（西
藏、港、澳、台除外）报告，共诊断

各类职业病 14,296 例。其中尘肺病
10,963例，占 77%。急、慢性职业中
毒分别为 600例和 1638例，各占 4.2%
和 11.5%。职业性肿瘤及职业性耳鼻
喉口腔疾病也较为严重。从行业来

看，煤炭、有色金属和建材行业的病

例最多，分别占 46%、10%和 6.4%。 
  尘肺病：比 2006年增加 2180例，
死亡病例 875例，晋期病例 860例。
截至 2007 年底，累计报告的尘肺病
例为 627,405例。在报告的 10963例
尘肺新病例中，89%的病例为煤工尘
肺和矽肺。在广东省，每年至少有 100
人因尘肺病死亡。 
  职业中毒：2007 年，28 个省、

自治区、直辖市共报告各类急性职业

中毒 301起，涉及中毒 600人（比 2006
年增加 133 人，增加比例为 29%），
其中死亡 76 人，病死率为 13%。慢
性职业中毒 1638例（比 2006年增加
555人，增加比例为 51%），铅及其化
合物、苯和三硝基甲苯是最可恶的元

凶，分别为 849例、225例和 181例，
各占慢性职业中毒例数的 52%、14%
和 11%。其中，1262例慢性职业中毒
分布在中、小型企业，占 83%。 
  在这些冰冷的数字后面，是被扼

杀的活生生的生命，是千万人和千万

个家庭的不幸。 

吞噬生命的恶魔——尘肺病 

  一个来自湖南农村的 30 多岁的
女人，她叫菊。个子不高，清瘦的脸，

相信以前她的眼睛很美，感觉她像菊

花，有一种淡雅而并不张扬的美。但

如今，所有的光彩都消失了。菊不识

字，已婚，家里有 70 多岁的公公婆
婆和一对儿女，小的才两岁。不得已，

菊只能把这两个孩子丢给老人照顾。  
  90年代初，菊就和丈夫到广州一
家玻璃厂打工。丈夫做打磨工作，菊

干的是包装。她们只能靠苦力挣钱，

虽然很累，但夫妻俩过得开心，希望

用自己勤劳的双手多挣些钱，让孩子

受好的教育，以后不要像他们一样。 
  命运却捉弄他们。丈夫卖命地工

作，不仅付出青春和汗水，更严重透

支了健康——他患上严重的尘肺病。

按国家伤残等级标准算，是 3级伤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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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全丧失劳动能力。最要命的是，每

天要靠输氧气维持生命，多说几句话

就喘不过气来！他说：“就是等死，

一个等死的人，即使想努力，也没有

任何希望。”这是怎样的沉痛和绝望！ 
  说起以前，菊最常讲的是“如果”

——如果当初早点离开粉尘飞舞的

工作环境；如果当初老板早点为他做

健康检查，早点发现；如果当初自己

知道这份工作会有这样严重的后果，

怎么也不会让老公拿生命来作赌

注……但一切已不可逆转。菊寸步不

离病房，已经很长一段时间了。医院

座落在繁华区，但她从未去逛过，尽

可能地陪在丈夫身边。然而，丈夫最

终还是没能陪她走过 2008年。 

为什么职业病形势越来越严峻 

  职业危害这种不流血的默无声

息的伤害以至死亡，比矿难更为普

遍。仅尘肺病患者的数目，就是矿难

和其它工伤事故死亡人数的几倍。这

是为什么呢？ 

㈠ 企业漠视职业安全 

  已经发生的工伤事故，被称作

“红伤”，相对来说是受到重视的。

而职业危害这样不流血的“白伤”却

总被忽视。多少企业只顾利润，不愿

花钱搞预防措施、改进设备安全，不

为工人提供必备的个人防护用品。有

工友说：“我最初得病时，老板还以

为我得的是什么怪病呢，根本就不知

道有专门治疗职业病的医院，更不用

提遵守《职业病防治法》了。” 

㈡ 职业病防治体制不顺职责不清 
  “尽管国家越来越重视职工的安

全健康，但我国职业安全形势尚未扭

转，情况仍十分严峻。负责相关工作

的有关部门工作机制不完善，在一定

程度上存在部门之间职责不清，监督

力度不够。”这是国家安监总局新闻

发言人黄毅对记者所说的话。这个问

题存在已不是一年两年了，每年都说

要重视，每年都承认“重视得不

够”……我想，还是不必多说吧。最

重要的是如何去具体改善它。 

㈢ 一线工人获取相关信息渠道弱 
  “我们那间厂，老板从没有安排

我们体检，更别说建立什么职业健康

监护档案了。我是患了职业性中度苯

中毒以后，才知道有这些法律规定。

以前在厂里，根本没地方去了解。”

老黄如是说。相信很多工友都一样：

得病之后，才到处打听关于职业病的

信息，才知道工厂违法了。比如，对

接触有毒有害作业的员工，从未提供

必要的培训；没有职业防护，没有劳

保用品……工人则几乎一无所知。 
  生命诚可贵。为了不把打工变成

“卖命”，希望更多的工友能够了解

相关知识和法律，留意自己的工作场

所存在的危险和危害，维护生命、健

康和权益。 
（本文相关资料来源：法制日报  转自：
中新网  2008年 11月 21日；职业卫生与
中毒控制所  2008年 6月 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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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 为  

ððððððððððððððððððððððððð 

企企业业倒倒闭闭，，工工人人找找不不到到工工，，   

该该 如如 何何 自自 救救 ？？                 

ððððððððððððððððððððððððð 
 
  作为经济发展排头兵的广东，多

年持续的繁荣之后，在 2008 年全球
金融危机席卷下，有几万家企业倒闭

或被查封。许多大中型制造企业也迅

速收紧扩充步伐。大批民工被裁，或

被迫无限期休假。 

 
  年关未至，广州火车站却迎来大

批人流。候车厅、车站广场外到处是

拎着大包小包的人，多数是在广东打

工的农民工。工厂停工迫使他们提前

返乡过春节，或另谋出路。火车站一

位工作员说，往年这个时间段人流量

没那么大，今年比较反常，每天发客

量都有 9～13万人，尤其是四川、重
庆、江浙一带方向客流量明显增多。 
  过完春节，仍将有大批农民出来

找工。休完假回厂的工人很可能遇上

“人去厂空”，老板一早卷走资金甚

至机器。工人该怎么办？ 

情况一：工人找工作无着落，身上
没钱，也没有亲朋好友救济，可以找
当地的救助管理站请求帮助。  

● 救助的性质： 
  救助流浪乞讨人员是一项临时

性社会救助措施，主要是解决其临时

生活困难，一般不超过 10天期限。 
● 救助原则：自愿、无偿救助。 
●  救助对象必须同时具备下列条
件： 

  ㈠ 自身无法解决食宿； 
  ㈡ 无亲友投靠； 
  ㈢ 不享受城市最低生活保障或
农村五保供养； 
  ㈣ 正在城市流浪乞讨度日。 

 ☆ 劳 工 知 识 ☆  

. 6 . 

● 求助人员必须如实提供本人的下
列情况： 

  ㈠ 姓名、年龄、性别、居民身
份证或能够证明身份的其他证件、本

人户口所在地、住所地； 
  ㈡ 是否享受城市最低生活保障
或农村五保供养； 
  ㈢ 流浪乞讨的原因、时间、经过； 
  ㈣ 近亲属和其他关系密切亲戚
的姓名、住址、联系方式； 
  ㈤ 随身物品的情况。 

●救助管理站一般向受助人员提供

如下救助内容： 
  ⒈提供符合食品卫生要求的食物； 

  2.提供符合基本条件的住处； 
  3.对在站内突发急病的，及时送
医院救治； 
  4.帮助与其亲属或所在单位联系； 
  5.对没有交通费返乡、回住所地
或单位的，提供乘车凭证。 

● 不予救助与终止救助： 
  对能提供但拒不如实提供个人

情况的，不予救助；对擅自离站放弃

救助的、经查发现故意提供虚假个人

情况的、救助期满无正当理由不愿离

站的，终止救助。 
注：每个救助站提供的救助有些

差异，具体可以先打电话咨询。 

附录：广东省救助管理站信息表 

单位名称  详  细  地  址  咨询电话  邮编  

广州市救助管理站 广州市萝岗区果园五路 9号 020－82266873 510530 

广州市救助管理站市区分站 广州市水荫四横路 41号 
020-37280416 
/37246415 /82266873510075 

广州市救助保护流浪少年

儿童中心 广州市萝岗区果园五路 9号 020－82266873 510530 

广州市番禺区救助管理站 沙湾镇福涌村福北路 509号 020－34876061 511483 

广州市花都区救助管理站 广州市花都区梯面镇联民村 020－86781626 510870 

增城市救助管理站 增城市增江街工业路 17号 020－82735503 511300 

深圳市救助管理站 深圳市北环大道 1032号 
0755-82433326 
/82433326 518029 

深圳市宝安区救助管理 宝安区二十区大宝路 1号 0755-27590594 518101 

深圳市龙岗区救助管理站 深圳市龙岗区中心城黄阁坑 0755-28930450 518172 

珠海市救助管理站 珠海市香洲迎宾北路 2042号 0756-2515611 51900 

汕头市救助管理站 珠津工业区玉津南路 20号 0754-88800316 515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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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山市救助管理站 佛山市禅城区三友岗路 0757-82272050 528000 

惠州市救助管理站 惠州市惠环办事处中洞村 0752-2600782 576006 

东莞市救助管理站 东莞市松山湖大道同沙路段

南侧 
0769-2267892 
/322678909 523127 

江门市救助管理站 江门市西区工业北路 78号 0750-3514367 529000 

中山市救助管理站 中山市东区新安村 0760-88201184 528403 

肇庆市救助管理站 肇庆市后沙街北巷 10号 0758-2847294 526020 

四会市救助管理站 四会市城中区朝阳街 29号 0758-3324187 526200 

清远市救助管理站 清远市新城区东 24号 0763-3385613 511515 

潮州市救助管理站 古竹公路凤新街道凤山村段 0768-2800598 521000 

广东省少年儿童救助保护

中心 东莞市樟木头镇宝山工业区 0769-87711021 523622 

广东省救助安置中心 佛山市顺德区乐从镇 0757-28104728 528315 
 

情况二：回厂的工人发现工厂已关
闭，老板已卷资逃跑。 

  工人找不到企业经营者，可向当

地政府、劳动监察大队、劳动保障行

政部门投诉。按规定，企业的产权主

管单位或是厂房、设备、场地的出租

方来垫付工资，并由政府部门处理追

讨等事宜。 
  在此期间，工人可轮流看守厂

房，直到法院来查封工厂所有财产。  
  全额垫付工资确有困难的，经劳

动保障部门或人民法院确认后，可按

不低于被拖欠的工资总额 30%垫付。
对无法确认拖欠工资数额或垫付的

工资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的，按当

地最低工资标准垫付。【来源：《广东

省工资支付条例》第 31条、《关于进一
步做好拖欠工资等劳动保障违法案件

的预防和查处工作的通知》（粤劳社

[2002]153号）】 

附：广东省内各市劳动局地址及电话 

劳动局 地  址 投诉电话 

广州市 连新路 43号 020-83338306 

东莞市 堑头育兴路 101号 0769-2203611 

深圳市 
深南中路 1025 号
新城大厦 1楼 

0755-2598599
5 

佛山市 同济西路 7号 0756-2128484 

惠州市 南坛东路 2号 0752-2225137 
中山市 东区柏苑路 73号 0760-8886005 

清远市 
小市北江二路劳

动大厦 
0763-3362971 

汕头市 
海滨路 8号（市委
大院） 

0754-8437428 

湛江市 赤坎湾南路 10号 0759-3311754 

注：以上所列电话及地址或有更改，请拨

打当地 114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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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七届三中全会把“土地流转”

变成了热门话题。到底它是怎么一回

事，跟我们农民工的利益又有什么关

系？我们且来了解一番。 

一、什么是土地流转？ 

  土地流转指土地使用权的流转，

也就是农户保留承包权，而将土地经

营权（使用权）转让给其他农户或经

济组织。流转是通过转包、转让、入

股、合作、租赁、互换等方式出让承

包权实现的。 

二、私有化还是集体化 

  多年来，大部分农民“增产不增

收”。由于粮价一直偏低，先前还要

交纳很多税费，化肥、农药、机械等

成本则不断提高，农民几乎赚不到

钱，甚至要亏本。其它经济作物也因

市场很快饱和而价格大跌。 
  流转在农民之间已有发生。农村

青壮劳力大多外出务工，很多家庭常

年在外，已不再经营自家土地，有的

抛荒，有的租、借、转包给邻里亲戚。 
  此外，还存在着土地被村干部、

富农和资本家私有化，被用于房地

产、市镇建设、商业区、工厂区开发

的流转。美国著名投资银行高盛就斥

资在湖南、福建大批收购养猪场。 
  如果这次的农村改革决定只是

承认个体农民之间已有的“土地流

转”，那就谈不上“重大问题”，也不

会引起这么大的争议了。争议重点其

实在于：是否将土地私有化？“土地

流转”是否变相的私有化，就像国企

改制那样？在这个问题上，舆论分为

两派，一派支持土地私有化，声称三

农问题将因此迎刃而解；另一派则坚

持集体化，认为个体农民斗不过大资

本和官僚，土地私有化将造成更大量

的失地农民（中国目前已有六千万农

民失去土地），由于缺乏社会保障和

生存归宿，地流人也流，中国极可能

形成菲律宾、拉美那样的贫民窟。 

三、如何流转？谁受益？ 

  主张集体化的人大多支持农民

组织合作社（中国目前只允许组织

“专业合作社”）。合作社的优势主要

在于土地和资金的集中使用，统一购

买化肥和生产资料也可以降低成本。

但现实中困难不少。首先是缺乏资

金，农民也承受不起高利贷；其次，

合作社使地方干部感到自己的权力

受到威胁，因而普遍加以抵制；最后，

组织起来的农民仍然无法应对“生产

 ☆ 劳 工 知 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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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剩”和市场竞争的压力，一旦因农

作物跌价赚不到钱甚至亏本，农民对

合作社也就提不起兴趣了。 
  倡导土地流转乃至私有化的舆

论则声称：由于许多人打工在外，农

村越来越多的土地闲置，可以通过规

模化经营获得更多利益，农民可以拿

土地权入股，跟大资本搞股份制合

作，农民可以在自己入股的农业企业

里打工，又拿工资又拿红利。 
  但是，资金从哪里来？谁会得到

这些利益？大型的农业企业需要雇

佣的人手有限，就算效益提高了，也

只是老板得益，跟一般农民有什么关

系？这些企业跟别的私企一样，必然

以逐利为目标，决不会把馅饼白送给

“以土地承包权入股”的农民。相反，

就像珠三角、长三角频频出现的事件

一样，走下坡路的企业老板很可能

“人间蒸发”，丢下一堆烂摊子。此

外，资本主义农业大量使用剧毒的农

药、化肥，虽然能在短期内提高农作

物产出，但代价是造成食品和环境污

染，土地肥力则逐年递减。 
  有人认为，之所以在此时推出新

土改方案，是因为中外老板们已经积

累起大量利润，在市场饱和、生产过

剩的背景下，这些资本苦于找不到出

路，于是瞄准了农村的土地。资本大

规模进军农业，必然设法剥夺农民的

利益，也必然要加剧官商勾结。 

  工友们，你们有什么看法？你们

的家乡是什么情况？如果说工人权

益受损时可通过组织工会来维权，那

么，农民呢？这些都是值得探讨的问

题。欢迎大家也来谈谈。 

附录：相关法律和文件 

  《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

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土地承包

经营权流转不得改变土地集体所有

性质，不得改变土地用途，不得损害

农民土地承包权益，实行最严格的节

约用地制度，从严控制城乡建设用地

总规模。完善农村宅基地制度，严格

宅基地管理，依法保障农户宅基地用

益物权。 
  《土地法》第 15 条  农民集体
所有的土地由本集体经济组织以外

的单位或者个人承包经营的，必须经

村民会议三分之二以上成员或者三

分之二以上村民代表的同意，并报乡

镇人民政府批准。 
   《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 19 条 

涉及村民利益的下列事项，村民委员

会必须提请村民会议讨论决定，方可

办理：……㈡ 本村享受误工补贴的
人数及补贴标准；㈢ 从村集体经济
所得收益的使用；㈣ 村办学校、村
建道路等村公益事业的经费筹集方

案；㈤ 村集体经济项目的立项、承
包方案及村公益事业的建设承包方

案；㈥ 村民的承包经营方案；㈦ 宅
基地的使用方案；㈧ 村民会议认为
应当由村民会议讨论决定的涉及村

民利益的其他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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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下称

“条例”）于 2007 年 12 月由国务院
颁布，2008年 1月 1日正式实施。人
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又于 2008 年 9
月颁布了《企业职工带薪年休假实施

办法》（下称“办法”），对企业应如

何具体落实职工休带薪年休假作了

进一步规定。上述法规确实增加了工

人的带薪休假时间，对工人来说无疑

是件好事。但如何落实它，达到条件

的工人真能享受到带薪年休假的待

遇吗？哪些人员可以享受？企业如

果不安排，该怎样办？法定节假日、

休息日以及其他假日与带薪年休假

日有什么区别和关系？……这些都

需要我们来好好了解，做到明明白白

享受带薪年休假待遇。 

享受带薪年休假要什么资格？ 

  《条例》第 2条规定：在机关、
团体、企业、事业单位、民办非企业

单位、个体户的职工，连续工作 1年
以上的，都可以享受带薪年休假。《办

法》第 2条规定：在境内的企业、民
办非企业单位、有雇工的个体工商户

与其建立劳动关系的职工，适用本

办法。第 3条规定：职工连续工作
满 12 个月以上的，享受带薪年休
假。满足上述条件的职工都有享受

带薪年休假的资格。 

带薪年休假的时间 

  《条例》第 2条规定：休带薪
年休假的时间，根据职工累计工作的

时间确定，累计工作满 1 年不满 10
年的，年休假 5 天；工作已满 10 年
不满 20年的，年休假 10天；已满 20
年的，年休假 15天。 

休息日、法定节假日和其他假

能否计入带薪年休假？ 

  职工休息日、法定休假日、探亲

假、婚丧假、产假以及工伤停工留薪

期间不计入带薪年休假。如果职工

（教师）休了寒暑假，寒暑假的时间

超过年度内应休的年休假时间的，不

享受带薪年休假；休寒暑假天数不超

过年度应休的年休假时间的，用人单

位应当安排补足年休假天数。 

哪些情况下，职工不能享受带

薪年休假？ 

  职工请事假累计 20 天以上，单
位按照规定没有扣工资的，不享受带

薪年休假。职工累计工作 1年、不满
10年、请病假累计 2个月以上的；累
计工作 10年、不满 20年、请病假累
计 3 个月以上的；累计工作 20 年以
上、请病假累计 4个月以上的，都不

本刊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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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享受带薪年休假。职工在年度内已

休年休假的，出现上述请假天数，不

享受下一年的年休假。 

休年休假期间工资怎样计算？ 

  职工在休带薪年休假期间，视同

工作时间，由单位按正常上班支付工

资，如果是实行按件计薪、提成计薪

或者其他绩效工资制的职工，《办法》

规定：休假期间的工资按休假前 12
个月平均工资剔除加班费，计算出日

工资，按此标准计算休假期间工资。 

用人单位如何安排职

工休带薪年休假？ 

  职工连续工作 1年（12个月）以
上，用人单位应当安排在本年度内休

年休假。用人单位根据生产、工作的

具体情况，并考虑职工本人意愿，统

筹安排职工年休假。经职工同意不安

排年休假或安排职工休年休假天数

少于应休年休假的，应当在本年度内

对职工应休未休年休假天数，按其日

工资收入的 300%支付未休年休假工
资报酬。 
  年休假在 1个年度内可以集中安
排，也可以分段安排，一般不跨年度

安排。单位因生产、工作特点确有必

要跨年度安排职工年休假的，可以跨

1个年度安排。 

用人单位不安排职工

休年休假如何处理？ 

  《办法》第 15 条规定：用人单

位不安排职工休年休假的，又不依照

条例规定支付未休年休假工资报酬

的，由县级以上劳动行政部门责令改

正。拒不改正的，除支付未休年休假

工资报酬外，用人单位还应当按照未

休年休假工资报酬的数额向职工加

付赔偿金。 

劳动派遣工怎样休带薪年休假？ 

  被派遣职工只要符合《办法》第

3 条的，同样享受带薪年休假。但在
劳动合同期限内无工作期间，由劳务

派遣单位依法支付劳动报酬的天数

多于其全年的年休假天数的，不享受

当年带薪年休假；无工作期间的天数

少于当年应休年休假的，由劳务派遣

单位和用工单位协商补足被派遣职

工应享的年休假。 

若劳动关系终止，怎样处理？ 

  用人单位与职工解除劳动或者

终止劳动合同时，当年度未安排职工

休满应休年休假的，用人单位应当照

职工当年已工作时间折算应休未休

年休假天数，并支付未休年休假工资

报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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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奴隶社会好，还是市场经济好？ 
 
  别以为我在故弄玄虚，吸引你的

眼球。我这么问，是认真的。 
  在奴隶社会里，奴隶劳动的成果

除了养活自己，还要有剩余，就像工

人要创造出剩余价值，否则奴隶主没

好处，对奴隶劳动也不感兴趣了。 
  另一方面，奴隶主不会随意把奴

隶杀掉、抛弃，因为奴隶是他的财产，

他自己还要靠强迫奴隶劳动来生活。 
  可在市场经济中，就不一样了。

旺季的时候，老板可能需要你为他累

死累活，淡季的时候可能把你炒掉。

你会不会失业饿死，不关他的事。 
  去年的山西黑砖窑事件中有一

则报导说：“到了当年冬天，砖窑停

工，窑主用摩托车把我扔到荒郊野

外，当夜大雪，我的双脚被冻坏，我

就一路乞讨，一路爬着回到老家。” 
  也就是说，在市场经济下，砖窑

可能因为缺少利润、市场而停工（就

像工厂关门或进入淡季），窑主就把

奴工丢掉了事——否则还要花钱养

他们，不划算。 
  这是市场经济最可怕的地方。 

● “如果你自己当了老板，你也一
样会千方百计剥削你的员工。” 
 
  类似的说法还有：如果你自己做

了官，一样要贪污腐败。 
  这些说法当中有一半真理：人的

思想行为是受他的社会角色、地位和

整个社会环境决定的。老板或腐败官

员并不是从娘胎里生下来就是些大

坏蛋，而是因为他们若要继续当官，

当老板，就要靠榨取、窃取别人的劳

动来生活。期望出现“清官”、“好老

板”，或期望高高在上者的“良心发

现”，只是被压迫者的一厢情愿罢了。 
  但是，说这些话的人真正的意思

是：“你说老板剥削工人不合理，那

是因为你自己没当上老板”，或者是：

“既然你自己当老板的话也要压榨

工人，那么你现在作为工人被老板压

榨，就不应该抱怨、反抗……” 
  这种人如果不是准备要当老板，

就是沾染了太多奴性。照这么说，如

果你是强盗，你一样要杀人越货。强

盗打劫跟老板剥削、官员贪污一样，

天经地义嘛。那么，被打劫的人呢？

他们反抗、杀死强盗，就不“天经地

义”了吗？你

能对受害者

说：有一天你

自己当上了

强盗，也会杀

人越货，所

以，你现在应

当乖乖听人

家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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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月 17日，今天我工伤了。因
做事太急，拉车时把后脚跟给撞了，

搞掉了一块皮肉。这是我一年以来第

一次受伤。我只告诉机长。开始我不

想报工伤，因为很麻烦，而且要写工

伤报告。班长、主任也要罚钱。 
  下班后，碰到我最好的朋友。我

把受伤的部位给他看，他看后叫我赶

快到医院缝针，报工伤，不然很难好。

我想了想，也有道理。于是我赶紧打

了电话给班长和主任，向他们说明我

要报工伤。 
  后来，班长打电话给副主任，他

才找到我。因为他没有带钱，我也没

有带钱，于是我向朋友借了 100元，
去了南海某医院。我先缝针，之后主

任也借 100元来了，他帮我办手续，
拿药，跑来跑去，忙得满头大汗。在

等打最后的针时，我叫副主任先回

去，但他还是陪我打完针才回去。那

时差不多已凌晨十二点了，我们才离

开医院。 
  副主任对员工无微不至的照顾

使我感动和内疚。有次因工作上的事

情，我和他顶嘴，但他却没有记仇。

今天这样的帮助，我深深感动了。我

很感谢他。 
  之后，副主任叫我好好养伤，等

伤好了再上班。这次工伤，我没有告

诉很多人，包括一些朋友，连老爸老

妈也没有说。我休养了十二天才上班

（其实我伤没有全好）。回去厂里时，

他们才知道。 
  因为这次的不小心，医疗费就花

了 500 多元，又有 12 天没上班。上
班后，人事部通知我把医疗费的单交

来报销。公司为员工买了工伤保险、

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等福利，所以工

伤医疗费全都报销。工伤医疗期间的

误工，也有补贴，这是《广东省工伤

保险条例》实施的好啊！ 
  这个月我们车间有 6 名工人受
伤，5 个比较严重，都申请报工伤。
工伤人数比以往全年工伤的总和还

要多。每个人的医疗费用补贴都到

位。有两个工伤住院的，经理和厂长

都去医院探望他们，这说明，公司对

员工是关心的。我呢，对本公司遵守

《广东省工伤保险条例》还是比较满

意的。 
 
—— 编 者 感 言 —— 

  这位工友比较幸运，遇上愿意买

社保及善后的老板。大多数工伤工人

和职业病患者就没那么幸运了！不

过，这位工友其实不必要感谢老板，

因为工友为老板付出血汗，老板难道

不应该承担这起码的义务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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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换     鞋鞋   
  人多，规矩就多。下班吃顿饭也

要换鞋。鞋柜又不排得分散一点，一

大堆人全挤进去开锁，看到上下左右

全是手，鞋子常从别人头上过。取好

鞋，还要打赤脚走到一个指定的地点

穿鞋，不然抓到就麻烦啦。 
  我看到前面那么多人，不管啦，

抓就抓吧，就地穿！正弯脚提鞋，膝

盖不小心撞到前面一个人的屁股，把

她撞到通道上去了。她回头问：“谁

暗算我哦”？ 
  “是我，告诉你，你再不走，我

就要从你背上飞踩过去了！” 
  “天哪，平时我看你斯斯文文的，

没想到你也这么野蛮。” 
  我怒叫一声：“这都是你们逼

的！”…… 
 

让让位位新新招招   
  一日下班前，老大要求排队。我

找了一个认为最适合我的位置排好。

这个位置虽不是下班走第一个，但比

起里面那么多人是好多啦。可我喜欢

的这个位置，另一老兄也喜欢，他老

远就放开歌喉唱“爱—你—一万

年……”，故意把音拖得长长的，怪

腔怪调。他眼睛直直盯着我，并朝我

走来，我向旁边挤一下，给他挤了个

位，却发现左右都是男生。吓得我直

往后退，想要我让位就直说啦，请不

要用这么高的“高压电”来吓我。 
 

别别样样工工作作   

  我的工作有点特殊。说它特殊是

因为产品整个制造过程没有我的份。

我负责监管包装工，特别是检查货够

不够一整箱。这方面，工友们特别易

出错，有时会算错数，比客户要求的

数多放或少放，有时不小心口袋里掉

一些东西进去或把什么东西忘在箱

子里就打包了，等等。后果呢，轻则

发出“异常报告书”，重则客户投诉。 
  虽然工厂对包装工进行了一次

又一次培训，可事情还在发生。为了

杜绝它，班长特派我去监督。因为是

尾数，并不是每一种产品都有。尾数

少的时候，我就手拿一个本子，楼上

楼下地串，车间俊男美女全看过。这

个本子是绿色通行证，别人去其他生

产线叫串岗，挨骂不说，还要被警告

扣分。我这样做可是工作啊。有时候

找人聊聊天，还美其名曰：“沟通”！

沟通是为了更好的工作，出了问题，

怪罪下来他们担当不起。再加上我走

到哪聊到哪，位置不确定，他们很难

找到我，就对我说：“你好难找，以

后叫班长给你配个专用手机，我们有

事电话联系。”我立刻答道：“不行，

我觉得还是你们亲自来找我比较有

诚意，我有手机，你们这帮家伙，有

落 

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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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没事呼我一下，想玩我，没门。” 
  有时候他们像约好了一样，两个

人同时来找我。一个说：“先去我那

里，我的事急”。另一个说：“我的更

急”。一人拉我一只手，想把我一分

为二。我说，“放手！你们两个打一

架，谁打赢了我跟谁走”。有时忙得

不可开交，我会叫他们自己去称重

量。我就不去看啦。回来告诉我多重

就可以啦。等她走了几步，突然又把

她叫回来：“忘记问了，你会看称

吗？”她答道：“你怎么这么健忘啊，

当初还是我教你看秤的。”我摸摸脑

袋，我咋都不记得呢。 
  因为工作时间太长，再加上我上

夜校，休息时间不够，经常想打瞌睡。

为了控制它，我口袋里经常准备一些

糖和干果。一次我正把糖丢进嘴里， 

被 QA 逮个正着。他说：“每次看见
你都在吃东西”。 
  我喊：“冤枉啊，每次我老老实

实做事，你就没看见。我一犯错误，

你就看见啦”！ 
  “是啊，不知是你倒霉，还是我

倒霉！”他说道。 
 

—— 编 者 感 言 —— 

  许多工友说，打工生活像坐牢，

不仅累，还承受思乡之苦。下文“流

云”的《梦里灯光》写的就是这乡愁。

但打工生活也不尽是悲情无奈，工友

之间长期的分工合作，也会酝酿出一

种打工者感情，在无情的打工纪律之

外带来几分生活的喜悦，“落叶”文

章里工友逗乐的趣事，不也很多吗？ 

 

  年关逼近，空气里到处是想家的味

道，每遇到熟人就问“过年回家吗？” 
  我也变得越来越坐立不安、无所适

从。梦里牵魂的家就像一块神奇的磁铁

深深地吸引着我。没有在外漂泊过的

人，不会理解家的意义，更不会懂得家

就是为了游子的灵魂。身处异乡的游子，总会在冷清的月光下，想起故乡的

亲人，想起故乡的一草一木。在这个举家团圆的温暖时刻，他们的心更加柔

软而敏感。“游丝一断浑无力，莫向东风怨别离”。父母就像放风筝的人，因

为父母那一线长长的的牵挂，不管有多远，游子也多份思念。 
  过年就是厨房中鸡飞鱼跳、云蒸雾缭；过年就是炮竹噼里啪啦的交响乐；

过年就是守岁时颤动的灯光。昨夜梦里，我为父母守岁了，那微微的灯光陪

伴我一晚，但愿守岁让父母更健康、更年轻。 
  我好像看到父母皱纹少了许多，似乎是我刚做完的梦里的灯光的作用。

那我愿每天晚上梦里都有灯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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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几年老板一直在努力降低成

本，所以不给工人涨工资。今年效益

不好，黑心老板就干脆拖延发工资。 
  每年的十月就有很多鞋厂的工

人要求涨工资，不涨工资就不去上

班，然后拦马路、到广场站岗等。 
  早上，“停工了，停工了！”二楼

的员工跑到阳台上正对着对面那栋

楼大叫。我们也被二楼的叫声吵醒

了。鞋子都不穿就跑出去往阳台下看

热闹。哇！有很多人在吹口哨。我们

两边的女孩子就往楼下扔垃圾、丢鞋

子和扫把，我们把能扔的都扔下去。

大概凑了一个多小时的热闹，接着全

都出去玩了。这一天就这样过去。 
  第二天清晨，大家又做同样的动

作，吹口哨、扔垃圾、泼水，直到喇

叭响完之后，又聚集到工厂的广场，

但不上班。执行官到上面喊口令。执

行官是每个部门的主管，一个星期轮

流执行口令，每天两次，早上一次，

晚上一次。当大家做完口令动作之

后，全站在广场不进车间，坚决要老

板把以前的那些借支一笔勾销。否

则，就不去上班。因为淡季的时候怕

员工嫌工资太低，会辞职或自离，所

以厂里给每个员工都借支一点钱。老

板不答应勾销，很多员工都宁愿站广

场，也不愿进车间。那些官员看着没

办法，只好召集干部开会，看有没有

好的方案可以解决。大家站了一个多

小时，又闹到厂门口去拦车了。不知

道是哪条线的工友邀请我们加入他

们的队伍，堵两边的路，不让车通过。

厂里的垃圾车开来了，被迫得倒回

去。后来治安队来了，搞了很久，才

把我们的队伍分开……哎，又没戏看

了，逛街去喽。 
  第三天，大部分的人又去站广

场，想看看结果怎样。当执行官行完

口令后，厂里的官员就上台发言了，

说是达不到产量，借支就要扣回去。

达到产量，就不用扣。台下议论纷纷，

全都答应了。谁知过了半个月，黑心

的老板又变卦了，说是要还。我们想，

这样的老板，说话就是空口无凭，不

讲信用。如果胆量大，还可以跟老板

斗到底。 

—— 编 者 感 言 —— 

  芬儿生动地写出了一次停工维

权的经验，说明黑心老板虽然有钱有

势，可也不是每次都能占上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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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士康版吉祥三宝 
 
 
爸爸！ 
哎! 
太阳下山你就下班了吗？ 
不行！ 
星星出来你又在哪里啦？ 
在加班！ 
那怎么工资只有那么一点？ 
尽义务啦！ 
保住工作咱们就是吉祥一家！ 
 
妈妈！ 
哎！ 
啥时候才能不用加班？ 
等我退休了！ 
放假以后可以不加班吗？ 
等我不干了！ 
FOXCONN这碗饭还能吃吗？ 
她会慢慢长大的！ 
激情创业奋斗就是吉祥一家！ 
 
宝贝！ 
啊？ 
FOXCONN像太阳照着大家！ 
那大家呢？ 
大家像卖给老板的牛马！ 
那牛马呢？ 
牛马比我们活的更潇洒！ 
哎！明白啦！ 
受苦受难就是打工的我们一家！ 
 
 

当代民谣 
 

一不小心走进社会， 
再想回头也是白费。 
穿着厂服受着洋罪， 
屁大点事还要开会， 
吃点鸟饭还要排队， 
挣点吊钱还得纳税， 
加个熊班还是免费， 
哎！这就是社会！！！ 

 
精神胜利法——现代版阿 Q日记 

 
日记摘录 3月 11日 
 
  如果幸福是浮云，痛苦似星辰。 
  那我的生活真是万里无云，漫天

繁星。 
 
日记摘录 5月 22日 
 
  我梦想的人生：睡觉睡到自然

醒，数钱数到手抽筋。  
  我现实的人生：数钱数到自然

醒，睡觉睡到手抽筋。 
 
日记摘录 9月 12日 
 
  父亲问我人生有什么追求？  
  我回答金钱和美女，父亲凶狠地

打了我的脸。  
  我回答事业与爱情，父亲赞赏地

摸了我的头。 
 

 ☆ 幽 默 ● 民 谣 ☆  

（资料来源：网络流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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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度大奖 
 
年度经济动物大奖：猪 
猪肉价直追房价。 
颁奖辞：它以它的生命完成了一道经

济学课题。 
 
年度感伤动物大奖：白鳍豚 
它，灭绝了 
颁奖辞：人类的杰作。 
 
年度 PARTY设计大奖： 
同学工作后第一次聚会常选择在动

物园，大家共同的理由是：只有在这

里，才能感慨到自己还是个人啊…… 
颁奖辞：重温达尔文。 
 
 
心理调节（作者：风雨如） 

 
  找心理医生 
  他告诉你 
  要学会心理调节 
   
  厂里发 70%的工资 
  心理调节—— 
  比发 50%工资的强多了 
   
  鸡蛋由三块涨到四块 
  心理调节—— 
  比十块钱一斤的贱多了 
   
  老少三代住一间房子 
  心理调节—— 

  比原始部落的穴居好多了 
   
  被人宰了一回 
  心理调节—— 
  吃亏是福 
   
  被人骗了一回 
  心理调节—— 
  钱有臭味 
   
  被人偷了一回 
  心理调节—— 
  破财免灾 
   
  被蚊子咬了一口 
  心理调节—— 
  幸亏没有吸干我的血 
   
  被恶棍打折了腿 
  心理调节—— 
  幸亏没有揪断我的头 
   
  被流氓强奸了 
  心理调节—— 
  幸亏没有传给我艾滋病…… 
   
  就这样 
  一路调节下去—— 
  让我们都调节成阿 Q 
   
  万岁—— 
  心理医生 
  万岁—— 
  功德无量的心理医生 

（资料来源：网络流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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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融风暴·经济危机·裁员减薪 

（资料来源：中国经济时报、凤凰财经等 2008年 12月） 
 
  美国次贷危机终于点燃了金融风暴，还不起购楼贷款的民众纷纷被警察

赶到街头住帐篷。全球股市覆没，30万亿美元的财富蒸发，并触发了惨烈的
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房价股价油价大跌的同时，粮食价格却一路向上，各国

失业率和劳动群众的“痛苦指数”都大幅攀升。已深深融入其中的中国不可

避免地深受影响。前年起，制造业就开始受到冲击。进入 2008年下半年，订
单锐减、国内外需求疲软导致大量工厂关门，新增投资冻结。仅仅 67万家小
企业关门就导致约 670 万人失业。不管媒体舆论怎样喋喋不休地劝导说“老
员工是公司长远发展的宝贵财富”，裁员和减薪仍然是老板们的首选。各行各

业、蓝领白领面临同样的严冬：全球最大玩具代工厂之一合俊集团旗下的两

家工厂倒闭，6500名员工面临失业；美国百事可乐宣布裁员 3300人，关闭 6
个工厂。中集集团干箱制造停产，2万工人放假；宝钢全员工资将下调 10%；
夏新电子裁员近 70%……沿海农民工则大规模提前返回内地。 
  社科院近日发布报告称，城镇失业率已达到 9.4％，明年 610万名大学毕
业生可能有四分之一难以就业（中国政府表示，要把大学生就业放在首位）。

在 2008 年上半年 7.6 亿总就业人口中，农、林、牧、渔占 3.87 亿，制造业
0.99亿，批零贸易和餐饮 0.59亿，建筑业 4.64亿。下半年失业人口猛增 3269
万。制造业和建筑业最为严重，新增失业人口分别为 1980万人和 1546万人，
占上述行业就业人口的五分之一和三分之一。明年上半年失业率预计升至 11
％，按照最乐观的估计，要到下半年方能好转。 
  中国政府的措施包括：4万亿“额外开支”；一百天内五次降息；调控经
济的目标从防通胀变成防通缩，等等。但是，这些措施能起多大作用？谁将

从这些政策中受益？工人、农民和大学生能否因此渡过难关？还有待观察。 

 ☆ 劳动安全近期资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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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全国年节及纪念日放假安排 
 
  根据《国务院关于修改〈全国年节及纪念日放假办法〉的决定》，为便于

各地区、各部门及早合理安排节假日旅游、交通运输、生产经营等有关工作，

经国务院批准，现将 2009年元旦、春节、清明节、劳动节、端午节、中秋节
和国庆节放假调休日期的具体安排通知如下。 
  一、元旦：1月 1日至 3日放假，共 3天。 其中，1月 1日（星期四、
新年）为法定节假日，1月 3日（星期六）为公休日。1月 4日（星期日）公
休日调至 1月 2日（星期五）。1月 4日（星期日）上班。 
  二、春节：1月 25日至 31日放假，共 7天。其中，1月 25日（星期日、
农历除夕）、1月 26日（星期一、农历正月初一）、1月 27日（星期二、农历
正月初二）为法定节假日，1月 31日（星期六）照常公休；1月 25日（星期
日）公休日调至 1月 28日（星期三），1月 24日（星期六）、2月 1日（星期
日）两个公休日调至 1月 29日（星期四）、1月 30日（星期五）。1月 24日
（星期六）、2月 1日（星期日）上班。 
  三、清明节：4月 4日至 6日放假，共 3天。其中，4月 4日（星期六、
农历清明当日）为法定节假日，4月 5日（星期日）照常公休。4月 4日（星
期六）公休日调至 4月 6日（星期一）。 
  四、劳动节：5月 1日至 3日放假，共 3天。其中，5月 1日（星期五、
“五一”国际劳动节）为法定节假日，2日（星期六）、3日（星期日）照常公休。 
  五、端午节：5月 28日至 30日放假，共 3天。其中，5月 28日（星期
四、农历端午当日）为法定节假日，5月 30日（星期六）照常公休；5月 31
日（星期日）公休日调至 5月 29日（星期五）。5月 31日（星期日）上班。 
  六、国庆节、中秋节：10月 1日至 8日放假，共 8天。其中，10月 1日
（星期四）、10月 2日（星期五）、10月 3日（星期六）为国庆节法定节假日，
10月 4日（星期日）照常公休；10月 3日（星期六）公休日及中秋节分别调
至 10月 5日（星期一）、10月 6日（星期二），9月 27日（星期日）、10月
10 日（星期六）公休日调至 10 月 7 日（星期三）、10 月 8 日（星期四）。9
月 27日（星期日）、10月 10日（星期六）上班。 
  节假日期间，各地区各部门要妥善安排好值班和安全、保卫等工作，遇

有重大突发事件发生，要按规定及时报告并妥善处置，确保人民群众祥和平

安度过节日假期。 



 

◆  2 0 0 9 年 元 旦 ·快 车 义 工 温 馨 年 会  ◆  
 

  2009 年第一天，30 名新老义
工参加了温馨义工年会。在义工嘉

奖环节，嘉宾为义工们送上围巾、

帽子等礼物。从义工脸上洋溢的笑

容，就知她们有多温暖了……烧烤

时，部分义工还献上自己精心准备

的小品《去渍油惹得祸》为大家助

兴。精彩的表演迎来阵阵掌声和笑

声。吃饱喝足后，大家兴致高昂的

玩起“2人 3足”和拔河等团队游
戏，在欢笑声中体会团队的力量。 

 

 09 年，我们牵手一起走  
 

 

 
大家齐动手，大包小包烧烤去~ 

 
用表演再现职业病带来的伤害~ 

劳动着 

是美丽的 

 

 

畅谈你、我、他和她…… 

 

有我们的团结，困难终会迎刃而解…… 

工 业 区 工 友 联 谊 活 动  

  2008年的最后一天，17名工友参
加了在工业区举办的工友联谊活动。

大家对自己的遭遇和近来的所见所闻

进行了交流和讨论，气氛颇为活跃。

两名工友分别表演了京剧《智取威虎

山》选段和云南的山歌。工友们还玩

了许多游戏…… 
 

 
 

 
 

哈！闭着眼睛也能越过重重障碍？ 
 

 

 

 
 
 
 
 
 
 
 
 

怎样前来服务部呢? 
公交车 19、52、64、69、181、206、217、275路到芳村站，沿芳村大道东走 50米

进明心路。 
地 铁 乘 2号线到公园前站转乘 1号线；乘 1号线到芳村站下（B1、B2出口），沿

芳村大道往东走 300米进明心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