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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关工厂火灾事故的报导时有

所闻，近期的就有：佛山市三水区盛

丰陶瓷的新厂综合大楼火灾，死 15
人、重伤 1人；佛山南海区里水和桂
工业园内某厂房大楼包装车间爆燃，

3死 6伤；深圳宝安区某家庭作坊式
工厂火灾，死 7人…… 
  火灾成因除极少数为自燃外，大

多为管理不善、人为疏忽、纵火。因

此，不论在工作地点，还是在家中，

大家必须加强防火意识，以保障自

己、同事和家人的安全。 
  在工厂，我们可以采取多项预防

措施预防火灾： 
1．替换易燃物料。尽量减少在工序
中使用易燃物料、以易燃性低的

物料代替易燃性高的物料，可以

大大提高安全系数。 
2．消除热源。清除易燃物料地点内
的热源，禁止吸烟、禁止明火等。 

3．分隔易燃物料。把易燃物料分开
存放于用防火材料建成的房间或

储存柜。使用易燃物料的工序和

其他会产生热力或需要使用热力

的工序之间，要保持安全距离，或

用防火材料建成的房间将之隔离。 
4．提供良好的通风设备。将各工序
产生的易燃气体或微粒迅速抽

走，避免积聚达至危险的浓度。 
5．使用有盖金属容器和漏油盛接盘，
防止易燃物料渗溢和扩散。 

6．保持地方整洁。经常清理工作地
方和机械设备，避免工序产生的

碎屑和尘粉积聚。 
  如发生火灾，就要立即处理以免

扩大。工厂应制订紧急应变措施，确

保工人在紧急情况时执行正确的处

理步骤，并让工人熟知有关的紧急程

序，安排定期进行演习。 

  在宿舍、出租屋或家里，我们

需要经常查看家庭电器设备、燃气

用具等，严禁超负荷用电；尽可能

配置家用消防灭火器，万一发生火

灾，就能利用灭火器迅速扑灭初起

的火灾；夏季点燃的蚊香应固定在

不燃器皿上，并远离棉、麻、化纤

织物等可燃物。 

  如果不幸起火，该怎么办呢？我

们来念念下面的顺口溜： 
如遇火灾，最忌慌乱。 
报警逃生，财物莫恋。 
低姿前行，切莫乱窜。 
莫乘电梯，有序疏散。 

  最后，确保自己安全后别忘了拨

打 119求助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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汕头内衣厂纵火事件  

  2012年 12月 4日下午，汕头市
某内衣厂（作坊）男工刘双云被老板

拖欠 3000 块工资，找劳动部门和当
地村委求助无效，一怒之下纵火烧

厂，想让老板破产，结果却导致 14
名女工死亡，1 名女工重伤。刘双云
事后追悔莫及。老板则出逃在外。 
  据调查，汕头是火灾高发区，处

处隐患。出事的厂房就是由联排式家

庭住宅改造的，很难安装逃生用的踏

步式楼梯。车间窗外均装有防盗的铁

栅栏，窗户被封，当地一般采用类似

绳子等材质做成的绳梯逃生。尽管每

层楼的通道和楼梯的结合部都安装了 

防火门，但都敞开着，当作人员日常

进出的普通门，这样起火时，大火极

易窜向上一层楼。总之，这些工厂老

板大都没有担负起法定的消防责任。 
  三楼车间地上，甚至楼梯上，四

处堆满了内衣半成品，主要材料是易

燃的、且燃烧后会散发有毒气体的海

棉和布料。 
  几位从火灾现场逃生的工人，都

在当地工作多年，换了几家厂，但他

们一直没有受过消防培训：“我们连

灭火器怎么使用都不知道。” 
  另外，关于服装厂的建筑，必须

遵守 GB50016-2006《建筑设计防火
规范》中的有关规定。 

 

 
 
 

 
 
 
  小明当了 5年的油漆工，去年被
一家派遣公司派到一家包装公司丝

印部工作，在工作中接触油墨、胶水、

苯等。在进厂时所做的上岗前职业健

康体检中，没有发现异常。干了 10
个月后，他身体不适，到职业病医院

诊断，结果未诊断为职业病。 

  小明对结论不服，不知道什么原

因诊断不上，于是申请了首次鉴定，

结论还是维持原诊断。诊断鉴定办公

室出具的职业病诊断书上，没有写明

是什么原因不能诊断为职业病。小明

对此也无可奈何。 
  像小明这样的案例很多。工友明

明因为在工作场所接触了有害因素

而患病，但却没有办法诊断为职业

病。最让人可气的事，为什么诊断不

上职业病，工友也没法知道原因。最

起码，诊断鉴定办公室要书面说明清

楚，明确给个说法吧！不要让工友

“死”得不明不白。 
  希望职业病诊断办公室，对那些

未能诊断为职业病的工友，在诊断书

上应当有相关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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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身材较高大，脸很黑，背有点

驼。他在陶瓷厂已经工作八年多。今

年，厂里安排工人做体检，检查出他

肺部异常。于是，他向厂里申请诊断、

治疗。不料厂方不同意，只说让他自

费做诊断，诊断结果出来后再商量。

陶瓷大哥毫无办法。 
  之后的好些天，他在几个医院之

间，像没头苍蝇一样不停地兜来转

去。最后他在当地一家普通医院做肺

部检查，发现整个肺部充满了斑斑点

点的阴影。在了解过他的生活和工作

环境后，医生便给了他一些建议。 
  陶瓷大哥再次来到主管办公室。 
  “主管，您好！医院查出我的肺

部有问题。医生要我到有职业病检查

资质的医院确诊是什么病。我想和您

商量一下应该去哪里做检查好呢？”

陶瓷大哥小心翼翼地说道。 
  “去哪里都好，你自己不会去啊！

总之，诊断结果出来了再跟我说吧！

我现在很忙，你没什么事就赶快去工

作，别再搞东搞西。”主管很不耐烦。 
  “那你也要跟我说一下去哪里诊

断才行呀！”陶瓷大哥着急地说。 
  主管想了一会儿才说：“嗯，嗯，

那你去安监局吧。” 
  “安监局？”陶瓷大哥满脸疑惑，

似乎认定主管是在糊弄他。 
  “不信？不信就算了！”主管大

声地说。 
  陶瓷大哥垂头丧气走出办公室。 
  “怎么办？怎么办？每次跟主管

商量都是这个样子，真是……”陶瓷

大哥躺在床上翻来覆去地想。 
  第二天，陶瓷大哥找到了当地的

安监局。 
  “您好！请问这里可以做肺部检

查吗？”陶瓷大哥有些胆怯。 
  “你找错地方了，检查的话应该

上医院才对呀。”安监局的工作员答。 
  “我们主管叫我来的。今年厂里

体检，我查出肺部有问题……” 
  “哦，那你应该去卫生监督所才

对吧。”工作员又说。 
  走出安监局，陶瓷大哥立即拨打

114，查到了当地卫生监督所的地址。 
  “您好！我想检查一下肺部。”

陶瓷大哥依旧底气不足。 
  “啊？我们这里不是医院哦。我

们只接投诉，比如厂里卫生太差了，

你们可以来投诉。你要检查的话，请

到医院吧！”卫生监督所的人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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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但是我刚从医院出来！

医生说查不出是什么病，要到政府机

构才行。”陶瓷大哥急得嘴巴打结。 
  “哦，我想你应该到省职防院去

做检查，你这个病应该和工作有关系

吧。”卫生监督所的工作员猜测。 
  “我工作时很多灰尘的。” 
  “那你就到省职防院检查吧！”

卫生监督所的工作员建议。 
  “谢谢了！”陶瓷大哥似乎看到

了一丝丝曙光，却还是发愁。 
  终于，他来到省职防院门口，向

老保安大哥询问：“您好！请问这里

可以做肺部检查吗？” 
  “你要做职业健康体检吗？”老

保安大哥回问。 
  “职业健康检查？” 
  “难道你不知道这里是做什么的

吗？”老保安奇怪地说。 
  “哦，不太清楚。”陶瓷大哥看

着老保安大哥轻声说。 
  “这里是做职业健康检查和治疗

职业病的专属医院。”老保安真是个

大好人，解释得好认真。 
  “我还是不太明白……” 
  “也就是说你的工作岗位上存在

有毒有害的化学品或粉尘等，你的健

康受到损害，就可以来这里做检查，

看一下是否得了职业病，是什么职业

病；如果确定为职业病就可以在这里

治疗。”老保安还是那么耐心。 
  “啊！那我是肺部有问题呀！那

该怎么办呢？” 
  “肺部有问题很可能是尘肺，那

你要注意了！”老保安提醒到。 
  “那我该怎么办？”陶瓷大哥更

加焦虑了。 
  “哎，不要把自己吓到了，就算

是尘肺你也要好好活下去呀！何况现

在还不确定呢！你先进医院做个职业

健康检查吧！”老保安安慰地说。  
  “谢谢！”陶瓷大哥心里很是感

激，就差没握起老保安大哥的手。 
  “哎，谁都有遇到难处的时候嘛，

能帮上忙的大家都互相帮忙嘛！不用

谢！”老保安微笑着说。 
  接着，陶瓷大哥和老保安大哥聊

了更多关于职业病的问题…… 
  大约一星期后，陶瓷大哥的体检

报告出来了，结果是肺部有问题，且

需要一步做检查才能确认是否尘肺，

即需要做职业病诊断。 
  陶瓷大哥积极争取做职业病诊

断，最后被确认为尘肺。尘肺病治疗

时间漫长，且无法痊愈，只能通过药

物减缓病情的恶化。医疗费高得吓

人。工厂的态度还是那么傲慢，一点

都没有要为他负责的样子。怎么办

呢？……但是无论如何，必须要工厂

负起全部责任，陶瓷大哥想。 
  陶瓷大哥的故事是千千万万职

业病工友的辛酸故事之一。我们祝

他，也祝所有职业病工友都能勇敢争

取，积极地活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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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春节过后，许多对原先上班的工

厂不满意的打工者，会选择找一个新

的工厂上班。但到一个陌生的环境

里，工友难免孤单无助，可能因为不

熟悉新厂的管理方式而被责骂处罚，

或被管理人员欺负。因此，工友有必

要先留意看看法律上有哪些地方是

自己用得上的。 
  《劳动合同法》第 8条 用人

单位招用劳动者时，应当如实告知

劳动者工作内容、工作条件、工作

地点、职业危害、安全生产状况、

劳动报酬，以及劳动者要求了解的

其他情况；用人单位有权了解劳动

者与劳动合同直接相关的基本情

况，劳动者应当如实说明。 
  第 9 条 用人单位招用劳动

者，不得扣押劳动者的居民身份证

和其他证件，不得要求劳动者提供

担保或者以其他名义向劳动者收取

财物。 
  第 10条 建立劳动关系，应当

订立书面劳动合同。 

  已建立劳动关系，未同时订立

书面劳动合同的，应当自用工之日

起一个月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用

人单位与劳动者在用工前订立劳动

合同的，劳动关系自用工之日起建

立。 
   第 16条 劳动合同由用人单位

与劳动者协商一致，并经用人单位

与劳动者在劳动合同文本上签字或

者盖章生效。劳动合同文本由用人

单位和劳动者各执一份。 

  案例分享：谢某在惠州一个建筑

工地找到了一份工作。工头让他试工

一个星期再签订劳动合同。试工期

间，工资每天现金结算。工作的第三

天，谢某被大石砸伤右腿，被工友们

送到医院治疗。医院建议其做截肢。

工头翻脸不认人，不承认用工关系，

并且不支付医疗费用。 
  这类事情每天都在发生，工人怎

么办？以下细节，需要特别留意。 
  注意保留劳动关系证据，防止工

厂不承认双方有劳动关系。 
  一、建立劳动关系应当订立劳动

合同，这是证明劳动关系的最佳证

据。劳动合同必须加盖公章并由负责

人签名，否则无效。 
  二、其他证明劳动关系的证据还

有：工作证，但工作证上也应加盖公

章（公司的行政章），才有效力。 
  三、如果以上两样都没有，请注

意保留其他相关的、有负责人签字或

加盖了公章的书面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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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如果什么书面证明材料都没

有，那只有通过人证。但你的仍然在

职的同事很可能因为不敢与老板作

对、害怕受到威胁而不愿作证。 
  千万不要签订没有内容的劳动

合同。签下空白的劳动合同，工人被

侵权时可能叫天不应，叫地不灵。 

  案例分享：技术员小李与工厂签

订劳动合同，约定试用期为 3个月。
进厂第 2个月，他就解决了车间机器
的技术问题。但紧接着工厂就解雇

他，要他结清工资并立刻离厂。小李

不免叹息，难道工厂可以随意解雇没

过试用期的工人吗？当然不是的，我

们先来看看相关的法律规定。 
  《劳动合同法》第 19条 劳动

合同期限 3个月以上不满 1年的，
试用期不得超过 1个月；劳动合同
期限 1年以上不满 3年的，试用期
不得超过 2 个月；3 年以上固定期
限和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试用

期不得超过 6个月。 
  同一用人单位与同一劳动者只

能约定一次试用期。 

  以完成一定工作任务为期限的

劳动合同或者劳动合同期限不满 3
个月的，不得约定试用期。 
  试用期包含在劳动合同期限内。

劳动合同仅约定试用期的，试用期不

成立，该期限为劳动合同期限。 
  第 21条 在试用期中，除劳动

者有本法第39条和第40条第一项、
第二项规定的情形外，用人单位不

得解除劳动合同。用人单位在试用

期解除劳动合同的，应当向劳动者

说明理由。 
  第39条 劳动者有下列情形之

一的，用人单位可以解除劳动合同： 
  ㈠ 在试用期间被证明不符合
录用条件的； 
  ㈡ 严重违反用人单位的规章
制度的； 
  ㈢ 严重失职，营私舞弊，给用
人单位造成重大损害的； 
  ㈣ 劳动者同时与其他用人单
位建立劳动关系，对完成本单位的

工作任务造成严重影响，或者经用

人单位提出，拒不改正的； 
  ㈤ 因本法第 26条第 1款第 1
项规定的情形致使劳动合同无效

的； 
  ㈥ 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 
  第 26 条 下列劳动合同无效

或者部分无效： 
  ㈠ 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
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

情况下订立或者变更劳动合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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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40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用人单位提前 30 日以书面形式通
知劳动者本人或者额外支付劳动者

1个月工资后，可以解除劳动合同： 
  ㈠ 劳动者患病或者非因工负
伤，在规定的医疗期满后不能从事

原工作，也不能从事由用人单位另

行安排的工作的； 
  ㈡ 劳动者不能胜任工作，经过
培训或者调整工作岗位，仍不能胜

任工作的； 
  第 46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用
人单位应当向劳动者支付经济补偿： 
  ㈢ 用人单位依照本法第 40条
规定解除劳动合同的； 

  由此可见，第一，试用期的长短

不是工厂说了算，必须符合法律规

定。第二，假如规定不合法，工厂就

不能解雇处于试用期的工人；如果工

厂辞退员工没有合法的理由，员工可

以要求工厂撤消解雇的决定或依法

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 
  其他需要注意的地方： 
  注意入职（在职）押金收据保留，

以防追诉无据。 
  任何工厂在员工入职（或在职）

时收取押金或抵押物品（如身证证，

学生证等）都属于违法行为，员工可

以向劳动部门或公安部门举报，劳动

部门或公安部门应当责令工厂立即

退还给员工本人。 
  注意工厂的规章制度是否违反

法律法规，防止被无理处罚。 

  如果工厂的规章制度是违法的，

那么，工厂以此处罚员工也是违法

的。员工可以申请劳动仲裁，以维护

自己的合法权益。 
  假如发生劳动争议…… 
  可以先找工厂负责人或调解部

门上诉或调解，如能解决，这种办法

最省时间。如调解不成，要及时提起

劳动仲裁，直到起诉。 
 
——  编  者  感  言  ——  

  进厂前最好先打听一下老员工
对工厂的评价。不要听信口头承诺。
工厂对工人承诺的奖金、津贴等，都
应该写在劳动合同上。签订劳动合同
前，请认真查看合同条款，和厂规的
规定。对其中不合理的条款和规定，
事先就向工厂提出异议，并且注意保
存和收集一些能够证明自己与用人
单位存在劳动关系的证据。例如：劳
动合同、工资单、入职登记表、考勤
卡、工作证、出入证、开会通知、报
销单、录用通知单、证人证言、工资
支付单据等等。当需要劳动仲裁或起
诉时，这些都是有力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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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晨六点多钟，老板娘就驶车来

到菜市场。菜场里各档主早就将今天

批发来的各种蔬菜摆在档口，笑脸满

盈地招呼四方来客。这时段，人还不

是很多，也不很难挤进去。 
  老板娘知道这个时候市场人不

多，她走到猪肉档前面，一看那新鲜

的肉，就问档主：“这个五花肉多少

钱一斤？”档主说：“十五元一斤。”

老板娘听罢，掉头就走，又跑去卖青

菜的摊子那边：“老板，那个白菜怎

么卖？还有那个萝卜多少钱一斤？”

档主边回答边拿菜给客人。老板娘

问：“二元一斤白菜能不能少一点？

那个南瓜能不能便宜一点……”大约

过了半个钟，老板娘买好了一些白菜

萝卜，就要回厂了。 
  厨长看看老板娘买的那些菜，心

里直犯难，心想：就那么一点儿菜他

怎么做啊？厂里的工人大约有四十

个吧。 
  十二点整，该下班了，工人来到

食堂开始打饭了。厨长把那早已准备

好的一碟碟菜摆上来。我看着那小小

的菜碟子，还不到锤子大，里面放了

一些白菜、南瓜。我端起饭碗，拿筷

子吃了一口，淡淡的，一点味都没有。

我后面的那个工人说，好像没有放盐

油似的……阿山由于赶货下班晚了

一点，结果饭堂没饭了。厨师说：“等

一会，我下点面条给你吃。”阿山苦

着脸勉强点了点头应允。阿山心里

想：我明天一定不要晚下班，一定要

早点儿来食堂打饭，要不然，又吃不

上饭了…… 
  晚上九点半，全厂都下班了，阿

山赶忙跑到市场附近的大排档：“老

板，给我上两个菜，再来两杯珠江啤

酒，哎，今天又累又饿。” 
  十二点整，阿山回到宿舍，“咚

咚咚”，放在床边的手机响了起来：

“儿呀，为什么不接我电话呀？”原

来又是老妈来电话了。老妈每次来电

话都说个没完没了，说的都是一些鸡

毛蒜皮的事儿，什么邻家叶子要嫁人

了，什么花儿考上大学了，还有大伯

家堂弟要结婚了。从母亲唠唠叨叨的

话语里，阿山其实是明白老妈心里是

想什么的：阿山，儿呀，你一定要好

好照顾身体啊，吃好一点，好好养身

体。哦，老妈，儿知道，儿知道……

快过年了，别那么晚才回家呀！哦，

妈你就好好放心吧…… 
 

2012年 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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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我染上赌博。玩金花、斗地

主、三公……什么都来，一玩就玩到

二三点钟。第二天上班无精打采的，

而且还输了钱。我很早就决定戒赌

了，但是朋友招呼一声，又忍不住照

玩不误。 
  我深知赌博是个坏习惯，但就是

忍不住玩。其实也是因为偶有赢钱的

时候，我才一而再，再而三地玩。 
  我生性好赌，在车间动不动就

赌，但赢钱的机会很少。曾有算命先

生劝我不要赌博，说我逢赌必输。我

不相信，但事实确乎如此！ 

  今年我的宿舍来了一名新舍友，

他和我很聊得来。他是个赌徒，就是

他教会我玩金花的。他当时说花上五

分钟就教会我，并把金花的大小玩法

都教授给我。当晚我便和他一起去赌

博。因为金花比较刺激好玩，赢钱也

最爽快，一堆一堆的钱从口袋进出。

大家都爱玩，每个晚上都玩到二三点

才罢休。有时候玩得更晚，通宵也是

常有的事。 
  斗地主也很好玩，因为要靠智

力、记忆力和运气结合。我斗地主都

斗了几年了，输的多，赢的少。可能

是我智力不好吧。 
  玩三公也输，运气不好吧。玩三

公要运气加胆量。 
  哎。我可算输怕了。现在那些朋

友叫我玩我也不管他们了。我戒赌

了，决心再也不跟他们玩了。没事就

看看电影看看书，或者干脆睡觉。多

好！又不影响工作！希望我戒赌成功。

大家也祝我戒赌成功吧。 
 

 

 

  前几天，宿舍突然停水了，停热

水，冲凉的热水。这么冷的天气，叫

人怎么办。 
  第一天停热水，宿友阿阳选择不

洗澡。我不洗澡不习惯，全身不舒服，

于是我咬牙洗了一个冷水澡。我冷

呀，刺骨的冷，边洗澡边唱：“请给

我一点爱爱爱爱爱……”冷得浑身发

抖。澡终于洗完，好舒服！ 
  第二天，三楼以上全部没热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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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二楼有。宿友阿阳一回来就冲

了。我去接水时，水已很小了。我把

桶一放，水一开，便去看电视，大概

看了十多分钟，再折回来，水就满了。

就这样一桶水洗个澡。后来回到宿

舍，宿友阿茂回来了，问有没热水，

我告诉他二楼有。但没多久，他回来

宿舍，一进门说：“坑爹哦，没热水

啦！好冷，洗的是冷水。”原来我打

热水的时候，水已经很小，他再去接

就没有了。 
  第三天，我一回来，就带上衣服，

提了桶往二楼走，头发抹了洗发水。

在楼梯间碰到阿阳，他说没热水啦。

二楼也没热水。我傻眼了：“不会

吧？”我有点不相信。他说骗你干嘛！

怎么办？洗发水都抹头上了，我只好

洗冷水澡。像第一天那样，冷得“啊

啊”叫地洗了冷水。真的好冷，但冲

完就很爽。阿阳他说不洗了，我说不

会吧！我叫他洗冷水，他说感冒了不

洗，过了不久，走廊外有人喊，有热

水了，有热水了。阿阳一听，马上把

衣服裤子一脱，阿茂也快速把衣服脱

光，阿阳拿着桶和衣服去洗澡间。 
  一会，阿阳跑回来喊道，哪个王

八蛋说有热水，一滴热水也没有，受

骗了。阿茂说只好洗冷水。我说阿阳，

给瓶红牛我，我去女宿舍打热水给你

洗。他说要五六桶水才够洗。我说那

两瓶红牛。他说我多拿十几天可以去

碧水之康洗热水澡了。于是他提着桶

洗冷水澡去了。阿茂也洗冷水。阿阳

说没办法，衣服脱光了，得洗，洗了

就不怕感冒了。 
  今天下班，我到二楼一拎水龙

头，好大的热水，回到四楼，热水也

好大，可能修好了热水器，我以为热

水供应恢复正常了。阿阳一回来便招

呼我一块去洗澡，还说待会就没热水

了。我满不在乎地说热水器恢复正常

了，怕什么。他说一会就没了，于是

他拿桶先去洗澡。不一会，他光着身

子进来说，你还不快洗，没热水了。

我说没桶啊！一会，我跑去洗澡间，

阿阳把他的桶给了我，叫我装热水。

另外一个工友拎开总开关给我装水，

我提着一桶满满的热水去洗澡间。没

多久，真的又停水了。听到一个工友

说：“我还在抹泡泡呢！”好险啊！幸

好我接了桶水。回到宿舍，阿阳开始

对我说教：“你还那么慢，说了一会

没热水你不信！回来首要任务是洗

澡，洗完澡想看多久电视都没问题。

爽啊！”阿茂提了半桶水进来：“好险

呀！我打开水机的水了。幸好饮水机

有水，好幸运呀！” 
  阿阳说每年都这样，一到冬天，

只有两个热水器就烧不过水来。洗完

衣服，阿茂问我一会去干嘛，我说写

日记呀，写“宿舍停水

记”。阿茂说也好，到老

了可以看看以前年轻时

在电子厂的生活如何。

我哈哈笑了一下说是

啊，回忆一下是好的。 
 

  



 ☆ 工 友 园 地 ☆ 

·安康通讯·  . 11 . 

 
 
 
  最近一段时间，老板给厂长施加

压力，要他多生产货，而厂长为了保

饭碗，在我们刚进厂时给予我们的那

种热情友善的态度烟消云散了，变成

像狼对待羊一样凶狠起来。 
  晚上加班时，厂长把我叫到办公

室说话。厂长说：“最近有很多人投

诉你，说你坏话，我现在要降低你的

工资，你看怎么样？”  
  听厂长这么说话，我说：“降工

资是不可以接受的！如果你说我做的

不好，那为什么不早点叫我走人，非

让我做了这么久才说！”  
  厂长说：“工资可以不降你的，

但你仍必须完成每天所有的任务。”  
  我回一句：“可以，但你必须让

我一个月后走人！”厂长表示招到人

代替我的岗位才让我走。我很坚定地

说：“最多一个月！到时候仍没招到

人我也要走！《劳动法合同法》规定

的，我有权利这么提！我现在还在试

用期，只要提前三天辞工就可以了！”

厂长只好妥协。 
  接下来的一个月，厂长没说我什

么，但总是频繁地给我布置工作，让

我很累。为了早点离开这间厂，我也

就选择沉默，闷头去完成一个接一个

的工作任务。 
  眼看快要到一个月期限了，我心

想，厂长答应的事应该可以算数，我

可拿到工资走人了，心里就偷着乐了

起来。 
  晚上，厂长又把我叫到办公室。 
  厂长：“我想留下你继续干下去，

你看怎么样？” 
  我：“让我走的人是你，让我留

下来的人也是你！在你这里太累了，

我不想留下来，我一定要走！” 
  厂长：“要走也要等三个月才能

走。” 
  我：“不行，你说好了一个月让

我走！为什么又改口了！” 
  厂长：“你要走我也留不住，但

要等到我招到人你才能走！” 
  我知道厂长是一个不守信用的

人了，必须继续跟他理论下去：“我

在这里很吃亏。你之前应诺的工资也

不能达到，又很累。我不可能吃太多

亏。如果你一直招不到人，难道我就

一直把这个亏吃下去吗？我现在退

一步，你也退一步。期限是我答应做

到过年。过年之后不管招不招到人，

我都要拿钱走人。”厂长终于答应了。 
  最后几天，厂长没为难我。我松

了一口气，以为安心地干到下一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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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就能走的。没想到厂长的心很

毒，他想让我自离出厂不给钱，所以

他想好各种方法刺激我，想让我生

气，让我崩溃而自离出厂。 
  厂长对我说：“阿路啊，你点那

个物料没点准，给工厂造成了损失，

我现在罚你的款。如果下次还出错，

我就要你全部把那些物品买单。”  
  听到厂长这么说，我终于忍无可

忍了。上个月发工资，我因为不忍心

那个剪线的工人被罚款，帮他隐瞒一

条被剪烂的裤子，被厂长知道了，而

遭厂长罚了款。我知道厂长不是说着

玩的，于是我就像火山爆发了一样，

大声对厂长说：“如果你这样做，我

想没有谁会继续帮你干下去，也没有

谁会进这间厂。我会与你鱼死网破的。” 
  听了我这么说，厂长那不可一世

的气焰终于低下来了。来这间厂以

来，我第一次这样发火。 
  于是我明白了一个道理：在我们

遭到敌人欺压时，我们一定要起来反

抗，不然敌人就会得一尺，进一丈，

变本加厉地欺压你，伤害你。 
 

 
 

 
 
 
  李某在内衣厂当了个班组长的

职位，工资有四千元一个月。他是个

做事很勤快且善待属下的员工。他时

常主动帮忙做一些工作中的难事，为

员工排忧解难，深得员工的敬爱。员

工很听他的话，交代的工作都很认真

准时完成。可是老板和厂长都好像总

不喜欢他。 
  中秋节那天晚上，老板叫我们几

个管理人员去酒店吃饭。厂长叫了李

某，他说他家里有事，没去。上个月

底发了工资，老板又请我们去酒店吃

饭。厂长再次叫上他，他又没去。 
  厂里有两个班组，还有一个班组

长的性格与李某相反，我们都叫他坚

哥。坚哥人缘很好，很喜欢交朋结友，

拍马屁献殷勤，每次同老板喝酒都要

说些老板喜欢听的话，每次看见老板

开车载什么东西回来，总是主动帮忙

搬下车，所以他很讨老板和厂长的欢

心。 
  近段时候，厂里订单开始减少

了，没有什么事情做。老板开始裁员

了。他把我叫到办公室，向我了解班

组长的情况，问我哪个班组好点。我

说了李某比较好，老板有点不以为

然。过了几天（也就是昨天），李某

告诉我说他被开除出厂了，明天下午

就不用上班了。我听了后对他说，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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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万事如意，前程似锦，希望你能找

到一个好厂，如果没找到好厂就回老

家去吧。 
  就这样，李某终于因其不善讨好

上级的性格而败给了别人。 
  人们常说，干得好不如人际关系

好；能干的不如能扇的（口才好的）。

这就是职场现状。 
 

 
 

 
 
 
 
  “我们码头又罢工了”，那天姐

夫对我说。 
  我问怎么又罢工呢，他说工资太

低了。这次罢工，公司又给加了二三

百元工资。他抱怨说，工资低得要命，

每次罢工后公司就给加点工资，不罢

就不加。 
  姐夫的码头已经罢了四五次工

了。记得五六年前，姐夫码头就罢过

一次工，整整罢了三四天时间，那次

罢工争取的是补加班费。那时，员工

上下齐心，一致不开工，最后公司屈

服了，把加班工时的工资全部补给员

工。我姐夫就补了一万多元。那次罢

工算是很成功的。 
  之后，他们几乎一年罢一次工，

为的就是争取提高工资，争取多一点

的应得利益。有时他们罢工也不是那

么顺利——办公室的人员不参与罢

工，工会既不出面要求调整工资，也

不参与罢工，全靠员工自己。有的员

工不齐心，怕死，怕失去工作，也不

参与罢工。通常的结果是工罢到一半

又废了。有三个人二个罢工，一个不

罢，这工就罢不成了。三个班有一个

班不罢工，那这个罢工也要失败。 
  罢工中出头的人必被炒鱿鱼，但

为了大家的利益，出头的人不怕，勇

敢担起罢工的责任。他们积极把员工

串连起来，争取提高工资，令人敬佩。

但话说回来，工人真该想想要怎么保

护领头的人。 
  像码头罢工，如果员工齐心，不

出三天，公司绝对会给员工加工资，

因为三天下来，码头上那么多船都要

卸货，船主和公司越来越着急，工人

成功的可能性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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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进电子厂二年半了，没听说厂

里有工会的事情。今天车间发腊肉腊

肠，二哥就发了一包。一打听，原来

他是厂里工会的会员。他说 40 元卖
给你。原来他一年要缴 30 元的会员
费。其实那二斤腊肉腊肠市场价 70
元，H姐说 50元我要。二哥哪肯卖，
只是开玩笑。 
  原来我们厂有工会。我好奇，就

想知道我们厂工会做什么事的。我进

厂二年多，没听过工会做出什么事

来。而国外的工会，罢工的事耳闻过，

为员工的利益出面协调、申请，与雇

主谈判工资薪水、工作时限和工作条

件等。而我们厂，安安静静的。 
  我找 H 姐问道：“我们厂有工会
吗？”“有啊，今年工会发了腊肉呀，

以前只发洗衣粉，毛巾的。一年交 30
元会员费，怎么你也想加入工会

吗？”我一听可以加入工会，可开心

啦。我赶紧追问：“好啊，怎样才可

以加入工会啊？”H 姐说：“到时厂
里工会扩展会员再通知你。”我满口

答应“好啊、好啊”。可不知道厂里

猴年马月才扩展会员，要等多久啊，

我心里想。我又继续问“厂里工会是

干什么的呀？”其实我是想了解厂里

工会的情况。H 姐说：“我们厂工会
为发生劳资纠纷的员工维权，主要是

这个功能。”“哦！”“可我们厂工会好

像没有什么作用似的？”“一旦发生

事情就有作用啦。”“是这样啊。”我

继续追问厂里工会是几时成立的，但

H姐不清楚。 
  于是，我问 Y。她说九十年代就
成立了。Y也是工会会员，可她却连
工会是干嘛的也不清楚。难道我们厂

的工会不培训会员的吗？成立工会

只是做样子？ 
  我问部长：“我们厂的工会有什

么作用呀？”“我们厂的工会为员工

谈工资。工资的增长啊，工作时间的

调整啊！劳资纠纷等。”“能给我一份

资料吗？”“你太过份了啊！”“好，

部长，我知道你时间宝贵，资料就算

了，谢谢部长。” 
  问了几个老员工，他们都不知道

工会起什么作用，真是不尽人意啊！ 
  有的员工说，厂里有特困员工，

工会就会给员工捐钱。H姐说是友谊
互助会的功劳，厂里的工会呀！我可

能了解不够吧！ 
 

  



 ☆ 工 友 园 地 ☆ 

·安康通讯·  . 15 . 

 
 
 
  金金制衣厂，在顺德某牛仔国际

城是一家臭名昭著的制衣厂。本地老

百姓和进过那内衣厂的工人都熟识，

只有刚来的外乡人不知情，难免会

“误入狼口”。这样说也许有很多外

乡人不相信在今天还有那么黑的厂。 
  关于那家厂，首先要说说那家厂

的主人。老板 LSC在没开那家厂之前
是镇里有名的混混，欺男霸女、强占

他人财物，什么坏事都干过。LSC有
一个哥哥早年偷渡去了香港，听说在

香港黑道混得不错。后来镇上牛仔厂

越开越多的时候，他就潜回老家与其

他人一样开了一家牛仔厂。 
  在大马路旁有一块地，大约有七

八亩的样子。LSC找到镇长说：我想
开一家制衣厂，我相中了那块地，你

看着办吧。镇长知道他的底细，就答

应了他的要求。厂房建起来后，他起

了一个厂名，就开始招工了。 

  厂房修得很大，很漂亮，所以没

多久就有上百人进了他的厂。 
  我是开厂很久以后进去的。那时

候我刚从一家很小的厂出来，手头没

有什么钱。看见那厂房修得那么好，

以为是一间好厂，所以我就进去了。 
  进去没多久，很快就到了月底。

一般厂都是月底发上月工资。到月底

30日那天，很多员工都等着发工资。
车间主管也说今天会发工资，结果等

到晚上 12 点钟还没有发。后来主管
说等到明天再说。到了下月 1号还是
没有发工资，我就问工友：“这间厂

怎么这样，说发工资又不发？”工友

说，他们已经三个月没有发工资了，

没想到这个月又不发。我问他们为什

么还不去告。他说告过了，没有用。

我又问，为什么还不走？他说很多人

都想走，但保安不让他走，人可以走，

但行李不能带走。 
  听了工友的话，我的心开始往下

沉，开始慌起来。没想到我进了一家

黑厂。 
  为了证明工友说的话是否真实，

我回到宿舍带上行李来到厂门口，做

出想出厂的样子，结果被保安拦了下

来。保安说要放行条。我说我是自离

的，我没有拿厂里的东西，你可以打

开包看看。保安说自离也不行。我说

为什么不行，我干了那么久，我不要

工钱，白干了还不让走吗？保安说你

别说了，反正不让你走就不让你走。

我问为什么。保安说你们都走了，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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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老板干活。我说老板不给工人发工

资，你叫工人怎么能干下去？保安

说，老板说下个月发。我说，都三个

月没发了，谁信你。 
  我知道保安只是老板养的一条

看门狗，想从保安那里得到一点同情

是做梦。于是我开始思考怎么才能带

上行李离开那间黑厂。 
  我回到宿舍，宿舍的窗户都用铁

丝网封起来。我想，从窗户把自己的

行李丢出去是不可能的了。于是，我

等到下班后，去市场买了一把老虎

钳，小心翼翼地带进了宿舍。等到工

友都外出了，我拿起钳子开始剪那铁

丝网。我不敢把网剪烂，怕被保安发

现，连累了工友。我在窗子的边缘把

铁丝网拉开了一个只能丢出去一件 

衣服的小洞。 
  我想白天不能把行李往外扔，要

等到晚上天黑了才行。星期天晚上停

电了，大家都出去玩了，天也黑了，

我把行李包里的衣服一件一件往窗

子外丢，一些不方便带走的东西就留

在宿舍不要了。丢完了我就把窗子修

好。 
  天一亮，我就往厂外走，保安问

我怎么这么早出门，我说我想出去跑

跑步。因为每天很早就有很多人在路

上跑步锻炼身体。保安就没说什么。

出了厂门。我心口终于松下来了。我

绕到厂子后的宿舍捡起我的衣服，从

宿舍旁那片树林中消失了。我不敢走

前门，担心被保安发现。 
  我就是这样逃离了那间黑厂的。 

 

 
 

 
 
 
  “工资太低了，一个月才一千七

八百，我随便出来做点生意也能赚那

么多钱。”我的朋友海朋气愤的说。

我问他能做点什么生意呢？他想到

卖珍珠奶茶，早上卖一桶，下午干点

别的。当时我没投反对票，在工业区

几个厂门口，早餐很多人吃，不知热

珍珠奶茶好卖不。他创业热情那么

高，我也支持他。 
  于是，海朋辞工了，自己创业搞

小买卖。我和他去设计了珍珠奶茶的

广告招牌，热珍珠奶茶，1.5元一杯。
他买好原料、桶、三轮车，干起卖珍

珠奶茶的小买卖。我帮他在厂里搞出

两块木板，用于摆放珍珠奶茶。一切

准备就绪，开张做生意啦。 
  第一天，他起晚了，七点才到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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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口，结果错过良好时机，买的人少

呀！一共才卖出十杯，我打电话问他

时，得知卖那么少，吃了一惊。他叫

我过来喝奶茶。我过去一喝，说太淡，

他说加了很多白糖，没放奶精，奶精

没买到，他热了一桶奶茶，一半没卖

掉，这是他没料想到的。 
  第二天，第三天，都没好转，有

一天他忘了拿吸管，六点多叫我去送

吸管，赶到时，他卖了好几杯，都是

一元一杯的，但那天也就只卖出十多

杯。有一天中午，因早上没卖出奶茶，

中午来厂门口卖，竟一杯也没卖出

去。最后，他叫我装了四杯给兄弟喝。

唉，生意难做。 
  大概卖了一个星期，海朋气馁

了，干脆不卖珍珠奶茶了。他的第一

次创业，彻底失败了。这是难以预测

的，几个大厂，竟那么少人喝热珍珠

奶茶，他说他的一个朋友卖珍珠奶茶

是那么火，一天好几千元呢。那是人

家，人家地区不同，环境也不同。 
  失败后的海朋没放弃创业的热

情，那天我看到龙记面食馆关门，我

以为那里不干了，我和海朋一说，他

马上说你回去看一下，如果真的不做

了你跟我说一下，我把它搞下来，自

己做饭馆。他盘算着该做什么饭菜工

友们才爱吃，他说大不了包下来学半

个月，自己做。我和他计算了一下成

本，和他一起发着开快餐店的梦。我

回去一看，人家开着门呢！白设想了

一场。第二次创业设想又失败了。 

  快餐店没搞成功，海朋整天呆在

出租屋，偶尔出去逛逛。这样过了大

半个月，我几乎每天都去陪陪他。有

一天他兴奋的说，平洲街有个商铺要

转让，转让费要六万八，月租二三千，

也就是说一天要赚三百元才划得来。

他说卖千奇百怪的东西不知可不可

以。我说，那东西不太实际，一天卖

一千多元的东西很难，他说卖情侣

装，那个平洲没人卖，可资金最少要

十万元。 
  过了几天，我问他店铺的事如何

了，他说资金没到。又过了几天，我

每次去他家都找不到人，后来打电话

找到他，他说出去转了。第二天，我

又跑到他家里，问他这些天有什么目

标，他说店铺可能搞不成了。因为一

天要赚二三百元不可能，那里少人

逛，除了一个月收一千元地铺钱，也

要赚那么多钱怎么可能，我也说没可

能，但你总要想想赚钱呀！你都一个

多月没干活了，吃老本呀！也快过年

了。回家过年吗？他也很无奈，不知

道回不回家过年，过一天算一天。第

三次创业设想又破灭了。唉，打工者

想跳出来自己创业真的难呀！ 
  从不甘心只领一千多元工资的

海朋，到设想自己出来创业，再到珍

珠奶茶生意失败。雄心勃勃的他，只

坚持了一个多月。如今的他整天呆在

出租屋无事可做，没有赚钱的方向。

他是再找赚钱商机，还是重返打工生

活呢？唉，找商机难，创业更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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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工友的“新民歌” 

 
流水线上干不了： 
个个员工都想跑： 
你要问他为什么： 
线长妈的实在吊。 

 

从建设者到派遣工 

 
   三十年前造宝钢， 
   我年青，在运输公司干， 
   没日没夜，一车一车， 
   支援建设，同工同酬。 
 
   三十年后下岗了， 
   我老了，还在给宝钢干， 
   养家糊口，一年一年， 
   劳务派遣，被人歧视。 
 

劳务派遣工之歌 

 
放眼神州天地暗，劳务派遣大泛滥。 
都是一线脏苦累，工资地位最低贱。 
央企工作十余年，还是只拿几百元。 
受尽欺辱和剥削，养家活口都很难。 
如今这种高物价，简直叫人上西天。 
老板老总尽违法，执法部门装不见。 
心已冷，意已寒，前路漆黑夜漫漫。 
要问法律管啥用，全是约束老百姓。 
劳务工、派遣工，三年两年换一工。 
三六九等来分工，叫人心里痛痛痛。 
劳务工，要抗争，齐来改变咱命运！ 
 

 

如何让猪上树？ 
 

  如何让猪上树？ 
  方案一：远景激励——给猪美好

愿景，告诉它“你就是猴子”。 
  方案二：绩效考核——告诉猪如

果上不去，晚上就摆全猪宴。 
  方案三：山寨效果——把树砍

倒，让猪趴在树上合影留念。 
  据说，首长、老总、老板等一把

手喜欢采取看上去最漂亮的第一种

方案；二把手、中层干部则认为，第

二种方案深得“科学管理”的精髓，

但讲求实际的基层管理往往选择第

三种方案。 
 

国内企业现状 
 

  近几年国内企业发展加速。厂多

了，竞争多了，经济危机，通货膨胀，

投机盛行，房价房租飞涨，结果—— 
 

小行的企业关门 
大行的企业转行 
耍赖的老板躲人 
剩下的企业减人 

 

 资料来源：网络流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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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劳务派遣修法出台 部分行业酝酿外包、清退 

（资料来源：综合，2013年 1-3月） 
 
  《劳动合同法》中有关劳务派遣

部分的修订，于 2012年 12月 28日
正式通过，并将于 2013年 7月 1日
起施行。主要修改内容有：加强对劳

务派遣公司的管理并提高其注册资

本；“被派遣劳动者享有与用工单位

的劳动者同工同酬的权利”；“劳务派

遣用工是补充形式，只能在临时性、

辅助性或者替代性的工作岗位上实

施”，并且对“三性”做了具体规定；

“本决定公布前已依法订立的劳动

合同和劳务派遣协议继续履行至期

限届满”，但需要实行同工同酬。 
  许多大量使用派遣工的企业，比

如移动、联通、电力企业等，纷纷将

各种业务外包，有的承包给本企业的

管理层，原先的派遣工则有可能被清

退，这使他们大为担忧。 
  还有的企业逼迫派遣工把合同

日期改签到 2012年 12月 28日之前，
这样一来，即使不符合“三性”规定，

但仍旧“合法”，老板和老总们在接

下来几年里就高枕无忧了。 

  还有许多使用派遣工比例很高，

或不符合“三性”规定的单位，到目

前也没有传出风声。原因很可能是因

为新法从出台到实施隔了半年，所以

不急于“出手”。 
  至于私企、外资企业，不仅几乎

看不到有什么动静，原来使用派遣工

的，继续使用，甚至扩大使用比例，

不断取代原正式工。其它使用派遣工

比例“不高”的单位也一样。以劳务

派遣形式进行招聘的广告仍然很红

火，仿佛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 
  为了对付“同工同酬”的规定，

很多企业下令“消除混岗”，也就是禁

止正式工和派遣工从事同样的工作，

这样一来，两者既然不“同工”，也就

谈不上“同酬”了。也就是说，派遣

工原来工资待遇有多差，现在还照样。

但这么一来企业就“合法”了。 
  传闻少数企业以加薪来安抚派遣

工，此外则看不到这次修法给派遣工

们带来什么好处；倒是有大批派遣工

可能面临被清退和外包的命运。 

⊙ 

本

刊 

整

理 

☆ 劳动安全近期资讯 ☆ 

. 20 . ·2013 年 3 月 第 50 期·  

 最低工资标准 3月起上调：深圳 1600元，广州 1550元 

（资料来源：深圳新闻网、广州日报等，2013年 2月） 
 

  深圳市 2013年最低工资标准调
整至1600元／月（上调100元／月），
全国最高。新标准于3月1日起实施。  
  广州市最低工资标准由 1300元
／月调整至 1550元／月，小时最低
工资标准为 8.91 元；非全日制职工
小时最低工资标准调整为 15元。该
标准自 5月 1日起实施。 

同时，广州市下辖的花都、番禺、南

沙、从化、增城五区将不再区别对待，

统一为 1550元／月。官方表示，广州
的社会保险已逐步实现了市级统筹，

全市城镇最低生活保障标准也已于

2012年统一；目前大部分企业都面临
招工难，实行全市统一，有利于为这

些地区的企业吸引到工人。 
 

 “欧姆电子厂工人动议罢免深圳首位直选工会主席”风波 

（资料来源：财新网 2013年 2月－3月） 
 

  深圳日资欧姆电子厂于去年 3月
底发生罢工。在市工会介入下，成立

工会，并于 5月间实行“工会主席直
选”。此事一时广为媒体报导。 
  但此后，资方采取“新政”，对

工人及工会步步逼迫。一方面着手裁

掉那些 12 月份合同到期的工人，另
一方面不断招收派遣工，据说打算全

部实行劳务派遣。工厂管理仍然苛

刻：请假难，辞工难，劳动强度提高。

原来参与罢工的积极份子有多位被

调离原岗位。工会对此则无所作为。 
  1月底，欧姆厂要求 22名老员工
签离职协议，内容有终止劳动合同和

支付经济补偿金等。资方要求 1月 29
日就签字，否则协议失效。他们后来

寻求劳动仲裁，但胜算极小。 
  另一些已续签劳动合同的员工，

也没有得到原条款约定的个人基本

工资上浮 10%，资方甚至收回一些员
工已签订的合同。 
  工人找工会求助，要求其介入处

理。工会主席不仅无回应，反而私下

劝说员工签署公司单方修改的合同。 
  工人指责工会“站到了资方的立

场上”。2 月 28 日，工人贴出有 106
人签名的《罢免欧姆工会主席建议

书》称：2012年直选后，工会一直未
能尽到其职责，“工会主席甚至协助

资方做出一系列侵害员工利益的行

为”（共列出 5条），故要求立即召开
欧姆工会会员代表大会，行使工人的

罢免权，罢免工会主席。 
  据知，2012年公司保安通过劳动
仲裁争取高温补贴，“前期工会没有

积极参与，后期保安不让参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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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 8 国 际 劳 动 妇 女 节 简 史  ◆ 
  

 

“合理工资 ! 10小时工作 !”1857年 3
月 8 日, 美国纽约纺织厂女工首先提出
要求改善工作待遇及女工的平等权益 

 
女工的行动把国际妇女节推广到全球各地 

 
1911年华盛顿妇女权益运动的成员 

 
直到 20 世纪初，妇女运动已经由欧美国
家发展到部份亚洲国家去 

日本妇女到街头上争取权益 

 

1924年，
中国妇女

第一次举

行“三八”

节纪念活

动。 

1949年 12月，中央人民 
政府政务院规定每年的 
3月 8日为妇女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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