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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本期重点

于象⽛塔暗处，⼤学的后勤⼯⼈

11⽉11⽇，深圳⼤学⼀⼥性餐厅员⼯跳楼⾝亡。随后⼀张现场图⽚在⽹上流传开来。





摆放整⻬的⽪鞋，挎包和⼿机，疑似跳楼阿姨的遗物

事发后，部分深圳⼤学学⽣声讨学校，并揭露了这名后勤员⼯的困境：学校⻓期封校却未向后

勤⼈员提供住宿，后勤⼈员只能在学校打地铺。学校⼤部分时间各处都有学⽣，只有等到学⽣

都下晚⾃习了，他们才敢混进教学楼在⻆落睡上⼀晚。⽇常，她都被迫在厕所晾晒⾐物和洗澡

洗头，被褥枕头也都是放在清扫⼯具间，条件⾮常艰困。（来源）

此外，第三⽅物业中航物业⻓期剥削后勤⼯⼈的种种⾏为也被曝光：阿姨每天⼯作直⾄凌晨三

点，每个⽉⼯资只有2000元。就连这样还有可能遭到学校罚款，⼀次不戴⼝罩甚⾄就⾼达50

元。⾎汗劳动、不合理的罚款机制、恶劣的⼯作⽣活环境......封校后这种情况变本加厉，最终导

致了⼯⼈跳楼的惨剧。

https://www.163.com/dy/article/HM431NBQ0553SROX.html


深⼤的外包乱象并⾮孤例。在2015年和2018年，北京⼤学的学⽣两次组织⼯⼈访谈，发布了

《北⼤后勤⼯⼈调研报告》。2018年的调研结果显⽰，四成以上的⼯⼈拿不到⾃⼰的劳动合

同，七成以上的⼯⼈没有完整的社保，半数⼯⼈的加班费仍然不明不⽩。直属单位的⼯⼈依旧

是劳务派遣为主，外包公司承包了学校⼤量的⼯作岗位，却游⾛在法律之外。地下室拥挤的⽣

活并未得到根本改善，两点⼀线，乏味枯燥构成了⽣活的⼤部分。

其中，不少⼯⼈是⾼龄打⼯者。报告提到“外包单位雇佣的⼤都是 45 岁以上的⼯⼈。他们劳动

能⼒有所下降，已经到了退休年龄，受制于之前恶劣的⼯作环境，也不会有退休⾦。双⼿还能

劳作，还有孙辈需要抚养，他们就不愿意也不可能闲着就能养⽼。但是年⽼体弱，⼤多数单位

都不可能要他们，就只好来这⾥。”(来源）

为何明明是讲究公平的⾼等教育单位却出现如此严重的剥削？

其背后原因与中国⾼校的所谓“后勤社会化改⾰”有关。1985年开始，⾼校以改⾰为名义将现代

企业管理制度逐步导⼊⼤学后勤管理之中，学⽣公寓、⻝堂等⾼校后勤服务设施建设的快速发

展为⾼等教育扩招铺开了道路，同时也打碎了⾼校后勤“铁饭碗”保障。据中国教育后勤协会报告

显⽰，从1985年到2010年，⾼校的⾮编员⼯从20%增加到了85%。

https://terminus2049.github.io/archive/2018/05/04/bei-da-xiao-gong.html
http://www.chinacacm.org/content/1255.html


所谓的“多元化”的⽤⼯形式实质增加了⾼校后勤⼯⼈⼯作的不稳定性。劳务派遣和外包等⾮正式

⽤⼯⽐例的扩⼤加剧了劳动者间⼯资待遇不平等。时间⻓、强度⼤、环境差的⼯作部分也主要

由⾮编制员⼯承担。同时劳动⾏政部⻔和校⽅的懒政、缺位，也导致⼯⼈权利得不到保障。后

勤⼯⼈仿佛永远处在校园中的暗处，⽆处发声，也⽆⼈愿听。

跳楼事件后，深圳⼤学随即宣布解封。但逝去的⽣命已经⽆法再挽回。学⽣们的悼念与追问也

⼀直盘旋在深⼤的校园之中：“为什么学校要外包给这样的⽆良企业？为什么外包商如此层层盘

剥⼯⼈却没有惩罚？该如何改变？我们⼜能做什么？”



也许，我们可以从过去的经验中学习如何改变这⼀困境。例如上⽂提过的《北⼤后勤⼯⼈调研

报告》的作者北⼤⻢克思主义学会，其他⼤学也有类似的⾏动，⽐如中⼭⼤学。他们以调查为

名接触⼯⼈、了解⼯⼈处境，同时也是以调查作为抗争⼿段，吸引社会关注来迫使校⽅重视⼯

⼈权益。⽽这样的抗争也带来了改变。以下这段话来⾃⼀位曾参与北⼤调查的学⽣（来源）：

“艺园⼩⽩房买炒饭的⼩哥和我说：我们补签合同了。

⾯⻝部（曾经）的⼤姐告诉我：我们补发了前⼏个⽉的⼯资。

学五中餐的⼤姐告诉我：我们开始发⼯资条了。

动⼒中⼼的师傅告诉我：我们的加班开始变得有些规律了。

住在39楼底下的⼯友师傅告诉我：我们重新粉刷了宿舍，换了新的床和柜⼦，安装了新的⻔窗”

⼤部分学⽣，虽然看似是校园中的消费者，但其实也是未来各产业的后备军，同样会进⼊受雇

佣者的位置。今时今⽇校园后勤⼯⼈所经历的外包、派遣、罚款，⽇后也会以灵活就业、平台

http://www.yiuni.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1885&extra=page%3D1%26filter%3Dtypeid%26typeid%3D9
http://redchinacn.net/portal.php?mod=view&aid=34229


劳动、企业规章等等变形施加在⽩领劳动者⾝上。学⽣与⼯⼈只有联合起来，才能打破残酷的

资本剥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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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态

—— 疫情之中 ——

奶茶店因服务员先说欢迎光临被封

市场监管局⼯作⼈员假装顾客进⼊奶茶店

11⽉10⽇，⿊⻰江绥化⼀位市场监管局⼯作⼈员假装成顾客进⼊奶茶店。谁料，店员的⼀句普

通的“欢迎光临”却被监管局⼈员认定为违规，因为没有第⼀句先说“扫码”。⽽该奶茶店也⽴即遭

到贴封条关店的处罚。这种离谱做法引起线上线下的⺠众愤怒斥责。后续，该检查⼈员被当地

政府记过、调离现职。阅读原⽂

⼴州多处城中村住⼾抗议封锁措施

https://m.weibo.cn/detail/4834655305468018


11⽉14⽇晚间，⼴州城中村爆发⽰威，抗议封城措施过严，包括海珠区⼤塘、中⼤布匹市场附

近的康乐村、天河区棠厦⼩区等都爆发⽰威。抗议者多为附近⼯⼚⼯⼈，抗议原因与物资短

缺、缺乏收⼊相关，冲破防线推翻警⻋。11⽉13⽇，康鹭⽚区的外乡⼈员曾被要求在周边地市

进⾏隔离后，返乡或投靠亲友，形同被驱离。阅读备份

—— ⼯⼚⼯地 ——

富⼠康郑州⼚⼯⼈抗议奖⾦合约更改，与警察发⽣激烈冲突

⼯⼈冲出宿舍，与⾝穿防护服之警察对峙（另⼀说为保安）

11⽉23⽇上午，郑州富⼠康⼯⼈因为奖⾦合约问题，与⼯⼚和警察发⽣激烈冲突。⽹络流传视

频显⽰，警察曾发射催泪弹、⾼压⽔枪试图驱散⼯⼈。⼯⼈抗议的原因是，富⼠康公司临时更

改奖⾦条款，不仅将在职时间延⻓⾄明年3⽉及5⽉，更要求⼯⼈缺勤⼩于60⼩时。这样的条款

意味着⼯⼈只要被隔离即⽆法拿到之前宣传的奖⾦，在疫情扩散的情况下⼯⼚实际上是违背承

诺不愿发放奖⾦。

https://archive.ph/wip/mu1C7
https://twitter.com/whyyoutouzhele/status/1595076851285753857
https://m.weibo.cn/detail/4838947903509339


河南多地基层⼲部被派往富⼠康务⼯

11⽉中，经历了内部管理混乱、⼤量员⼯交叉感染之后，富⼠康开始陷⼊⼈⼒短缺的困境中。

⽽视富⼠康⼯⼚为当地重要产业⽀柱的河南地⽅官员们也为此着急，不仅协助富⼠康招⼯，还

要求基层⼲部发挥带头作⽤，去郑州富⼠康务⼯1-6个⽉不等。当初⼯⼈在⼚区内挨饿受苦的时

候，地⽅政府没有声⾳，现在资本家受苦了他们反倒很积极。阅读原⽂

河南安阳⼚房⽕灾致38⼈死亡，做⼯者多为⼥性，⽆社保

11⽉21⽇下午，安阳宝凯信达商贸有限公司的⼚房发⽣爆炸，严重⽕灾导致38⼈死亡。根据媒

体报道，⼚⾥做⼯的⼤多数都是本地⼥性，做棉⾐棉裤，每⽉⼯资仅1000多元。这次出事的年

轻的30多岁，年纪⼤的70来岁。企查查后发现，该公司从2016年⾄2021年期间缴纳社保⼈数

均为0，意味着⼯⼈没有获得任何社会保障，后续获得赔偿将遭遇严重困难。阅读原⽂

https://news.ifeng.com/c/8KxjG4Dk9Yc
https://m.weibo.cn/status/4838557946483572
https://m.weibo.cn/status/4838541646889442


深圳、东莞多家⼯⼚停业、提前放假

东莞市尼坤科技有限公司的放假通知，⽬前，企查查等平台已查不到该公司⼯商信息。

10⽉底，11⽉初，多家位于深圳、东莞的⼯⼚停业停⼯，⾄少包括：深圳先进微电⼦科技有限

公司、深圳市昶东鑫线路板有限公司、东莞市尼坤科技有限公司、东莞竞业塑㬵五⾦制品有限

公司、深圳市达尔美电⼦科技有限公司。观察这些公司的通知，⼏乎都未提到员⼯的补偿⾦、

待业期间⼯资等重要权益内容。阅读原⽂

—— 服务业 ——

货拉拉司机全国罢⼯，东莞400名司机聚集抗议

东莞货拉拉司机聚集抗议，提出多项诉求，特警也出动到场

https://www.eet-china.com/mp/a176394.html


11⽉16⽇到18⽇，全国多地货拉拉司机罢⼯抗议，抗议平台为促销宣传损害司机利益，尤其是

新订单的计价⽅式，要求保障司机收⼊、减少抽成。其中深圳约千⼈、东莞司机约400⼈聚集抗

议，提出诉求包括取消议价订单和多因数订单、先付款后卸货、执⾏空放补贴等具体项⽬。传

闻，温州、佛⼭等地的平台经理答应了司机们的诉求。阅读原⽂

疫情封城出租⻋停运⼀个⽉，5200元租⾦却仍必须缴纳

今年多地封城，出租⻋运营艰难，不少的哥的姐⼊不敷出，但是出租⻋公司却⼤多不愿减少租

⾦。因为押⾦和违约⾦问题，出租⻋司机们也只能乖乖缴纳。其中，⻘海西宁的司机爆料，虽

然运管部⻔出台政策，要求减免出租⻋租⾦。但只有出租⻋公司的那部分⻋可以减免，许多司

机承包的个⼈⻋却仍必须缴纳。阅读原⽂

—— ⽩领 ——

河南最⼤房产企业爆出⼤量裁员、减薪

https://www.hk01.com/%E5%8D%B3%E6%99%82%E4%B8%AD%E5%9C%8B/837882/01%E9%80%A3%E7%B7%9A-%E8%B2%A8%E6%8B%89%E6%8B%89%E5%85%A8%E5%9C%8B%E7%BD%B7%E5%B7%A5-%E6%9D%B1%E8%8E%9E400%E5%8F%B8%E6%A9%9F%E6%8A%97%E8%AD%B0%E6%8A%BD%E6%88%90%E9%81%8E%E9%AB%98-%E8%AD%A6%E5%88%B0%E5%A0%B4%E5%8B%B8%E9%80%80
https://mp.weixin.qq.com/s/GRsFQY0bZQNYX-jitjcaNQ?


河南建业是⾹港证券交易所上市企业

11⽉中，河南省最⼤的房地产企业建业集团被曝出将进⾏⼤裁员，规模达7000⼈。公司员⼯表

⽰⼀线销售⼈员、策划⼈员都被波及，项⽬公司的部分⽀持性岗位也遭遇了裁员。此外，也有

消息称在岗员⼯也要降薪40%。今年房地产出现危机后，不仅是房屋购买者，现在⼤量⼀线从

业者也遭遇困境。阅读原⽂

珠海市教师招聘男⼥学历、学校悬殊引发批评

拟聘⼈员名单

11⽉中，⼀张中⼩学教师拟聘名单因男⼥学历差距悬殊在微博引发争议。其实这并⾮今年的拟

聘⼈员名单，⽽是珠海市⾹洲区教育局2020年公办中⼩学教师公开招聘的公⽰名单。当时就曾

引起过讨论，但两年过去，当地2021、2022年相关岗位的招聘仍然保持着男⼥各半的名额设

置，唯⼀的变化是学历背景不再公⽰。有记者查阅⾯试成绩后发现，相同岗位男⽣的最⾼分⽐

⼥⽣的最低分还要低不少。 阅读原⽂

https://new.qq.com/rain/a/20221116A004XV00
http://3g.k.sohu.com/t/n647832357


—— ⾼龄⼯⼈ ——

五部⻔要求不得⼀⼑切清退⾼龄⺠⼯

11⽉中，⼈⼒资源社会保障部、国家发展改⾰委、财政部、农业农村部、国家乡村振兴局印发

《关于进⼀步⽀持农⺠⼯就业创业的实施意⻅》，要求强化农⺠⼯就业保障、提供就业服务，

并且企业不得⼀⼑切清退⾼龄⺠⼯。今年初，多地曾要求规范建筑业⼯⼈年龄，导致⾼龄⼯⼈

被迫修改⾝份证、染发来继续获得⼯作机会。这是⾸次国家中央部⻔公开反对清退⾼龄⼯⼈。

阅读原⽂

常州调查50岁以上⺠⼯：全职稳定务⼯者仅27.1%

11⽉21⽇，国家统计局常州调查队发布对常州市144名50岁以上农⺠⼯的调查结果。有近85%

的⾼龄农⺠⼯处于就业状态，其中打零⼯、没有固定单位或雇主的灵活就业⽅式较多，⽐例超

四成，全职稳定务⼯的受访者仅占27.1%。同时，⾼龄农⺠⼯社保全部缴纳的占⽐不⾼，仅占

22.9%。⾼龄⼯⼈⽆法安⼼退休。阅读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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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与评论

I. 财新：⼴州解除隔离的城中村⼯⼈在何处落脚？

https://news.sina.cn/gn/2022-11-18/detail-imqmmthc5119029.d.html?from=wap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50074897645474164


⼴州的此轮疫情集中在海珠区的康乐，鹭江等城中村。城中村⾥⼈员密集，且为纺织业和其他

劳动密集型企业的聚集地。疫情初期，许多在这⾥打⼯的⼯⼈们被转移到了其他城市进⾏隔

离。但由于城中村内还有许多阳性患者没有被转移，他们解除隔离后也⽆法回到原本在村内的

住处。疫情政策所影响的，不⽌是受到监视和管控的⼈们—被制度边缘化的⼯⼈们，反⽽⼀次

次地被”隔离“在他们赖以⽣存的空间之外。阅读原⽂

II. ⼼碎⼈俱乐部：悬浮的中间状态——⼴州康乐村的散⼯们

这篇⽥野调查详细地分析了⼴州康乐村内的散⼯制度。康乐村内绝⼤多数⼯⼈们为”短⼯“。他们

没有⻓期合同，⽽是在⽤⼯⽅收到新订单后进⼚⼯作，最后在⽣产完成后以计件的⽅式结算⼯

资。这样的⽤⼯模式给⼯⼈带来了较⾼的⼯资和⾃由度，但也意味着社会保障的缺席和极⼤的

⼯作强度。他们被排斥在城市的正式制度之外，在与乡村的社会⽹络保持紧密联系的同时，没

有条件也没有意愿融⼊城市⽣活。如今，”悬浮“在康乐村的⼯⼈们在疫情的冲击下再次进退两

难。中间状态，似乎已经⽆法维持稳定。阅读原⽂

https://telegra.ph/%E7%89%B9%E7%A8%BF%E5%B9%BF%E5%B7%9E%E8%A7%A3%E9%99%A4%E9%9A%94%E7%A6%BB%E7%9A%84%E5%9F%8E%E4%B8%AD%E6%9D%91%E5%B7%A5%E4%BA%BA%E5%9C%A8%E4%BD%95%E5%A4%84%E8%90%BD%E8%84%9A-11-14-4
https://mp.weixin.qq.com/s/8KztkY1_fbdjomxKtDPwPA?


III. 南⽅周末：我在管控区城中村当骑⼿

本篇⽂章是⼴州后滘村管控区内⼀名骑⼿的⾃述。⽆论在哪个城市，骑⼿们通常都是维持封控

区内物资保障最重要的⼀环，在⼴州的各个城中村内尤其如此。作者对于这⼀劳动过程细致的

描述，不断地提醒我们：抽象的疫情防控“体系”下，是千千万万名基层劳动者。我们要做的，理

应要⽐仪式化的"感恩"所更多。阅读原⽂

IV. 燃次元：双11的快递员，每天睡4个⼩时，多挣5000元

每年的双⼗⼀给快递员带来的压⼒已经不是新闻。因为⼯资与派送的件数深度绑定，订单量的

增⻓在带来更多收⼊的同时也带来了更多的压⼒。然⽽在疫情下，快递站点的突然停运也意味

着基于此站点⼯作的快递员们将迅速失去短期的收⼊。这给他们本就不稳定的⼯作⼜增添了⼀

层偶然性。 阅读原⽂

https://mp.weixin.qq.com/s/_msoV-bsP4-1qG2-PJWnvA?
https://finance.sina.cn/tech/csj/2022-11-12/detail-imqqsmrp5863952.d.html?from=wap


V. 中⻘报：抽粪⼯⼈，在2022的北京

当⼈们想到⼀座城市的“基础设施”时，通常会想到公路，地铁，或是⽔电系统。然⽽所有物质的

设施，都需要⽆数劳动者每⽇每夜的维护。本篇报道采访了⼏名在北京⼯作了⼗多年的抽粪⼯

⼈，⽽她们所分享的故事诉说的不仅仅是她们作为劳动者的⼯作经历，更是他们作为这座城市

的⼀份⼦的所⻅所闻。阅读原⽂

VI. 打⼯谈：农⺠⼯思考劳⼯问题是再正常不过的事

陈直是⼀名底层劳动者。他在2021年⼗⼀⽉，因为⼀篇标题为《⼀个农⺠⼯思考海德格尔是再

正常不过的事》的⽂章引起了巨⼤关注。⾃学翻译哲学著作⽽引起讨论的他，时隔⼀年，仍在

思考海德格尔，也仍在思考⾃⼰所处群体的境况。他接受了打⼯谈播客的录制邀请，因为“他的

⾝份认同，除了是⼀个独⽴的个体，始终是⼀个农⺠⼯”。他由打⼯时创伤性的经历思考到我们

可以对不正义的结构做些什么来改善⼯⼈境况。他说，“希望我们农⺠⼯群体能有议价权”。 阅

读原⽂

VII. 张⼩满：寻找环卫⼯孝菊

作者将⺟亲从⽼家陕西接到深圳同住后，⺟亲不⽢等闲，通过和⼈在路上搭话认识了名叫孝菊

的环卫⼥⼯，经其介绍找到了在⼤楼的保洁⼯作，⽉薪不到三千。她们发现彼此是陕西⽼乡，

常⽤乡⾳聊天。⽬前了解到孝菊在异乡做了⼏⼗年环卫⼯，到了退休年龄却还是想继续挣钱，

补贴两个⼉⼦在⽼家的开销。有次孝菊连着突然不出现，⼜⻅⾯后⺟亲发现原来是淋⾬后病了

⼀场。突然⺟亲连着⼀个⽉都没找到孝菊，于是开始四处打听，寻找她的踪迹... 阅读原⽂

VIII. 常识：基层流动⼥⼯叙事展，呐喊的沉默「看我！听我！」

http://www.chinanews.com.cn/sh/2022/11-16/9895201.shtml
https://mp.weixin.qq.com/s/07WDvzXGyAFaGNZZRDvGTA
https://mp.weixin.qq.com/s/cKm14Xoi0xVUO6T5P7nSQg


在成都，⼀个叙事展正展出着流动基层⼥⼯们的摄影作品、⼝述⽂本、⽣活物件，并举办着体

验⼥⼯⽇常⽣活的游戏剧场。受访⼈⼩君是策展团队成员，讲述了她眼中⼥⼯们真切的第⼀⼈

称的叙事如何打破被包装过的成都的“闲适”，如何连接被划分开的“城市中产”⾝份下的⼈，如何

抵达更多⼈的⼼⾥去反思对农村⼥性的刻板形象，以及倾听外出打⼯的⼥性们的⽣活经历。常

在城市中被集体性忽略或曲解的她们叙述的创伤、承担的责任、以及表达的个体思考、判断、

愤怒和情绪在展览中形成呐喊般的声⾳。 阅读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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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与报告

1. 绿⾊蔷薇：流动⼉童教育调研报告

2. 粤开证券：2022年区县财政调研报告

3. 四川省律师协会：⻘年律师执业状况和职业发展调研报告

4. Moka：2022年半导体⾏业⼈才报告

5. 中国⻘年报社社会调查中⼼：95.8%受访职场⼈⼠觉得“⼊对⾏”对职业发展重要

6. 国家统计局常州调查队：50岁以上农⺠⼯的调查

https://mp.weixin.qq.com/s/vq3ixssUk4xsFaET7JwiGw
https://mp.weixin.qq.com/s/u8gSwSLMsiJ5VOdFbg_fuA?
http://data.eastmoney.com/report/zw_strategy.jshtml?encodeUrl=u%2FZa9WiPKT9NdWHMtxiorje6L15B2TzVJxS%2FJcUuxDo%3D
https://mp.weixin.qq.com/s/zJgUWcgzPQliUBgPwac0ug?
http://finance.eastmoney.com/a/202211162561492396.html
http://news.xinmin.cn/2022/11/17/32267194.html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50074897645474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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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推荐

纪录⽚：《颠簸货运路》

社会现实类纪录⽚《颠簸货运路》，共⼗集，每集15分钟。

货⻋的⼤体型总让我们在过⻢路时感到不安，这⼀点同样为货⻋司机们的驾驶增加了难度与危

险。即使是相同的路况，驾驶货⻋⽐⼩⻋们存在更多的安全隐患。别提很多货⻋的路线还包括

了崎岖蜿蜒的⼭路和夜间驾驶，这⼜让他们的每⼀趟⾏程多了不确定性。

《颠簸货运路》跟踪记录了⼗位货⻋司机在⻋轮上的⽣活，有继承⽗业的⽗⼦档、即将退休的

夫妻档、年轻的九零后、⼀起打拼的姐妹档、卡⻋知识达⼈等等。对于货⻋司机群体有兴趣的

朋友推荐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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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与维权

判决1: 外卖骑⼿深夜送餐猝死，运营平台和外包服务公司赔偿150万



外卖骑⼿受到权益受损时，常常因为平台公司将部分业务外包给其他公司维权难度⼤⼤增加，

每个公司都尽可能地想要摆脱责任。骑⼿刘某某在凌晨送餐途中倒地，数⼩时⽆⼈发现，最终

因脑⼲出⾎⾝亡。家属认为外卖平台和外包服务的信息技术公司可以掌握配送员实时情况，但

没有对出现的异常采取任何措施，提起上诉。朝阳法院审理，信息技术公司与刘某某间的法律

关系符合雇佣关系的特征，作为雇主，该公司应当积极履⾏⽤⼯主体责任，平台运营公司在配

送异常情况的发现、跟进、处理机制等⽅⾯存在不⾜。阅读原⽂

判决2: 在劳动合同终⽌前受⼯伤，合同时间和停⼯补助⾦怎么算？

劳动法第⼆⼗九条规定：劳动者患病或者负伤并在规定的医疗期内的，⽤⼈单位不得解除劳动

合同，这⼀条在怎样的实际情况下能⽤来维护⾃⼰的权益呢？魏某某在2020年1⽉1⽇与榆林某

物业公司签订了⼀年的劳动合同，12⽉25⽇在⼯作时受伤，次年1⽉8⽇结束治疗。针对⼯伤，

仲裁委员会裁决，员⼯在受⼯伤时还在劳动合同期内，公司应⽀付4个⽉停⼯留薪期⼯资和⼀次

性伤残就业补助⾦。公司不服该裁决，上诉⾄法院。法院审理最终驳回公司的上诉，劳动合同

的期限⾃动延续⾄医疗期结束即1⽉8⽇。案号：（2022）陕0528⺠初4522号

https://mp.weixin.qq.com/s/4bCVgC_mcgSIHf7C2rXYcQ


判决3：物流公司不与货⻋司机签劳动合同，已故员⼯家属为其要回赔偿

不签劳动合同、不认劳动关系是⽤⼈单位惯⽤的避责⼿段，但是聊天记录、交易明细等都可以

帮助劳动者认定劳动关系，要求获得“不签劳动合同，⽤⼈单位需⽀付两倍⼯资”的赔偿⾦。彭某

是商路通公司的重型厢式货⻋司机，2021年1⽉27⽇在⼯作过程中因交通事故死亡，但未签劳

动合同。家属上诉法院要求认定彭某与商路通公司的劳动关系，并要求公司赔偿双倍⼯资。法

院参考微信内容，认为可证明彭某接受商路通公司的业务安排和管理，⽀持家属的赔偿诉求。

案号：（2022）鲁02⺠终9576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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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故事



这家公司好呀，不罚款还⿎励员⼯做慈善，只是钱都捐到了公司账⼾上。来源

https://www.toutiao.com/w/1749254041287691/


某设计研究院的考勤管理规定，⾮常⼈性化，给员⼯留了每周周⽇上午半天的休息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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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碎语

来⾃《遭遇裁员时，才知道泛滥的竞业协议有多坑》

吴松（化名）就是被公司索赔百万违约⾦的⼈。去年6⽉1号，他和妻⼦同时⼊

职了⼀家公司，吴松与⽼板私交甚笃，⼊职时没签任何协议。吴松说，准备⼊职

时他就和⽼板打过招呼，“只是暂时在这⾥上班”过渡⼀阵，他记得⽼板的原话

是，“你来我们这⾥我很感谢，以后你们想⾛的话，我们也不拦着，随时都可以

⾛”。

https://mp.weixin.qq.com/s/g6zujEl2NjErNAYKXjpzOg?


来⾃《温州乐清，熬过⼀个缺⽔的冬天》

来⾃《海珠城中村疫情加速“旧改”？被驱逐与被封控的外来务⼯者》

来⾃《⼀次失败的双⼗⼀京东打⼯记》

本期⼩报周期（2022/11/9 - 2022/11/21）

本期撰稿&编辑：星星⼉、胡不悦、⾮洲⼤蜗⽜、三不沾、Olia、Y、⼀是

在最后

以上是第11期⼯劳⼩报的全部内容。我们正在探索将⽇常的⼯⼈资讯定期整理为 Newsletter，

希望你可以来信（editor@mail.laborinfocn.com）提出建议或加⼊成为志愿者，同时也请你多

限⽔之后的⼀天，做家政的王芳骑1⼩时电动⻋，到离她30⾥地之外的城区中梁

⼩区⽼客⼾家⾥打扫，发现没有⽔，⼜去了⼏百⽶外另⼀个⽼客⼾家，情况⼀

样，只好⼜骑1⼩时回家。半天⼯夫⼀晃就过去了，没做上事，熟客给钱也不好

意思拿。平时她还接新房开荒保洁的活⼉，团队七⼋个⼈⼀起洗新房⼦，之前基

本没闲下来过，现在只能轮流休息，“能挣出填饱肚⼦的钱就不错了”。

这⼏天⼀直在做志愿者的周珊在与滞留者们相处的过程中发现，⼤家不想回家的

理由各异，有⼈因为⼿机和⾝份证在露宿的时候被偷了，坐不了⽕⻋；有⼈不想

承担⼏百块甚⾄上千的隔离费⽤；有⼈没带够⾐服，⽽⽼家的冬天太冷，如果回

去就被隔离，不知如何是好。也有⼈因为⽼家村⺠不愿意让⾃⼰回去，怕他们带

病毒回去影响⽼⼈和孩⼦……

我错误地估计了双⼗⼀物流分拣的劳动强度，早上只吃了两个⾲菜包⼦就去⼲

了。结果连续⼲了六个⼩时，到后⾯⼜累⼜饿，搬运很慢。不过我感觉⾃⼰在体

⼒上还是⽐那⼏位正式⼥⼯要强⼀些，因为她们只负责⼀条线，搬运幅度没我

⼤，偶尔还会休息。⽽我傻愣愣地帮了好⼏条不属于⾃⼰的线，⼀直转个不停，

连偷偷喝⽔都没找机会，不懂怎么合理节省体⼒。

https://mp.weixin.qq.com/s/M9UBEca2Y1jwQCNvck7ptg?
https://te.legra.ph/2022-11-21-%E6%B5%B7%E7%8F%A0%E5%9F%8E%E4%B8%AD%E6%9D%91%E7%96%AB%E6%83%85%E5%8A%A0%E9%80%9F%E6%97%A7%E6%94%B9%E8%A2%AB%E9%A9%B1%E9%80%90%E4%B8%8E%E8%A2%AB%E5%B0%81%E6%8E%A7%E7%9A%84%E5%A4%96%E6%9D%A5%E5%8A%A1%E5%B7%A5%E8%80%85%E5%A4%A7%E9%99%86%E6%B7%B1%E5%BA%A6%E7%AB%AF%E4%BC%A0%E5%AA%92-Initium-Media-11-20
https://mp.weixin.qq.com/s/rVcp4V6jtc-SnckEtBW5DQ?
https://newsletter.laborinfocn.com/recruit/


多分享给墙内的朋友们。点击下⽅按钮可以订阅和阅读往期内容。

往期 | 订阅

我们关注中国基层劳动者的处境与权益。欢迎透过Telegram机器⼈投稿或推荐内容。也欢迎你

关注我们的Twitter账号和TG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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