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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本期重点

职校⽣的⾎汗⻘春

以上都是职业学校学⽣⾯临的烦恼。⼀位职校学⽣社团和⼯作坊的组织者在今年2⽉发布的

《2022存档：因为我是职校⽣，所以关⼼我吗？》中分享了这些内容。⽽⽂章中另⼀句话也同

样值得注意：“未来同学们很可能会成为‘蓝领⼯⼈’，同学们的意识决定了未来⼯⼈的意识。” 换

句话说，职校学⽣的烦恼也可能与⼯⼈们的烦恼相关，职校学⽣的处境就是未来和现在⼯⼈们

的处境。

Y在升学上的苦恼和过往经历带来的更沉重的升学压⼒，以及初升⾼过程中本身

就存在的户籍不公

Z曾对中职学历的不满，现在想要升本的愿望，还有由⾃身职校⽣身份带来的诸

多不⾃信

W对职校⽣身份的质疑和“厌恶”，以及被当作⼀个⼈来关⼼、来爱的渴望

https://www.douban.com/note/844675465/?_i=63237445j1MhQ6


因此，本期重点将从就学、实习到就业三个阶段，简介职业学校学⽣，这群未来⼯⼈的处境。

⼀、⼊学：被污名与被忽视

在当下的应试学校教育和筛选体系下，“重普轻职”的政策和⽂化下给职校⽣的教育资源⾼度不平

等。职校⽣还被迫背负着“差⽣”的刻板印象，被安排成“预备⼯⼈”。污名化和忽视从校外蔓延到

校内，从他⼈进⼊到个体内⼼。

教育部办公厅规定“要按50%的⽐例引导应届初中毕业⽣向中等职业学校分流”。近年来《职业教

育法》修订后依然规定⼀半以上的⻘少年学⽣要接受现⾏职业教育（来源）。虽然俗称“⼤专”的

⾼等职业技术院校的数量从1999年起由474所增⻓⾄2021年的1486所，招⽣量占全国⾼等教

育院校的⼀半，但职校⽣却常被忽略，教育质量也受挑战。职校⽼师在考核体系中疲于应付，

被政策、绩效、职称等紧紧裹挟，作为“连接学⽣、社会与职业教育的卯榫”，却难以将教学、辅

导和照顾学⽣放在⾸位（来源）。

⼆、实习：脆弱的临时学⽣⼯

职校⽣常以实习⽣、临时⼯的身份中在职场出现，在当下劳⼯体制中尤其脆弱，常要⾯对潜在

的强迫劳动，维权困难。

https://www.sohu.com/a/481383111_260616
https://www.zgcsj.com/news/2022-04-28/411.shtml
https://archive.ph/2022.11.28-082833/https://www.163.com/dy/article/HN991E8S0512BN99.html#selection-1707.0-1707.116


劳⼯维权平台“五年四班劳动委员”的⽂章指出，2016年的《职业学校学⽣实习管理规定》规

定，实习是毕业必须的⼀环，管理的权利全归学校，校⽅掌握不平等权⼒。2021年才新增规

定，保护学⽣拒绝学校安排的权⼒。许多职业学校以“社会实践”和“实习”的名义安排实习活动，

实则通过贩卖廉价劳动⼒营利。恶劣案例中更有学校领导⽼师和劳务公司、⽤⼯公司达成交

易，打着“管理费”、“捐助学校”的幌⼦⾏贿受贿；学⽣不仅⽆法接收正常的实习锻炼，还要忍受

严重违法的⼯作安排，在缺乏保护的情况下在务⼯遭受身⼼伤害，受伤甚⾄死亡（来源）。

在2022年新修订《职业教育法》时，相关解读都强调：许多单位和个⼈受利益驱动，以实习为

名组织学⽣到企业⽣产“流⽔线”上务⼯，违规安排加班和夜班、强制实习、收费实习、强制安排

不对⼝专业的实习等问题⻓期存在（来源）。2022年1⽉初，⼀位来⾃云南的职校⽣甚⾄在实

习的江⻄⼯⼚内猝死。去世前，他曾因身体不适多次请假，⼚⽅却以冲刺产量为由拒绝请假，

导致延误治疗（来源）。⾯对实习过程中的各种压迫，⽬前职校学⽣们仍然没有合适的途径来

⽀持、维护⾃⼰。

三、就业：重复与枯燥的⾮技能⼯作

https://mp.weixin.qq.com/s/_LCPjouR523mfN8KIS5KxA
http://www.mohrss.gov.cn/xxgk2020/fdzdgknr/zcjd/zcjdwz/202206/t20220610_452815.html
https://www.sohu.com/a/531052971_121284943?scm=1101.topic:52882:110019.0.0.0&spm=smpc.topic_205.block2_89_WfKoXS_1_fd.1.1676471638112o3sNkbz_52882


职校毕业⽣在就业市场上，⼤多只能被分配到重复、枯燥的标准化⾮技能⼯作，简单地说，流

⽔线。职校⽣在校学习的专业知识其实并不少，包括产品设计、零件绘图、⼯业⼯程等等。但

他们进⼊⼯⼚内却根本⽆法进⼊设计、管理的职位，只能在看不到出路的流⽔线上当普通的操

作⼯（来源）。这样的现实固然与学历、就业歧视等有关，但也同样涉及到中国整体产业的问

题——各⾏业都需要⼀群廉价劳动⼒来⽀撑其运转，当第⼀代农⺠⼯逐渐⽼去，职校学⽣就从

后备军变成了劳动主⼒。

综上，职校⽣在进⼊职校前后⾯临的庞杂境遇和挑战，在不健全的升学教学体系和残酷的资本

⽣产体系中就学就业的各种问题，都需要更多深度关注和赋能赋权。⽬前，实务学堂、HOPE学

堂、⻘草公益和摘星学坊等组织⻓期在职业教育这个议题领域中耕耘，尤其值得参考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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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态

—— 退休职⼯ ——

武汉、⼤连退休员⼯游⾏抗议医保改⾰

https://mp.weixin.qq.com/s/8n8ShyQCydAr56dNh6rf3A
https://mp.weixin.qq.com/s/8n8ShyQCydAr56dNh6rf3A


2⽉8⽇退休⽼⼈聚集在武汉市市政府⻔⼝

2⽉8⽇，武汉上千位退休职⼯在市政府⻔⼝抗议《职⼯医保普通⻔诊统筹》。这份新规通过实

施后，武汉退休⼈员个⼈账户将年均减少1992元。此次医保改⾰是全国性的，主流媒体均宣称

个⼈账户的钱将转移到统筹基⾦蓄⽔池中，增加⻔诊报销范围和提⾼上限。但是许多⽀持抗议

者认为公务员不受此影响或影响较⼩（医保局否认），改⾰有失公平。同时，也有⼈对国家医

保基⾦是否充⾜、涵盖药品范围减少表达了担忧。2⽉15⽇，武汉和⼤连两地同时再次爆发抗

议。相关内容1，2，3，4

本期新增栏⽬“⼯运谈”也与⼯⼈争取社保的抗争有关，推荐阅读。

—— ⼯⼚⼯地 ——

54岁⼯友⼯地宿舍区中摔成重伤，公司拒绝赔偿

https://weibo.com/3136219260/MofCwvHpx
https://mp.weixin.qq.com/s/ZY3Z1Gbf4Lb9oV8o2b8UWw
https://m.weibo.cn/detail/4866956598185469
https://twitter.com/whyyoutouzhele/status/1625799396351770624


2022年12⽉20号，陕⻄咸阳⼀年过五⼗的⼯⼈在⼯地宿舍区发⽣意外受重伤，⼿术和后续治疗

需⾼额医疗费。然⽽公司⽀付10万元医疗费后就以该员⼯已离职为理由逃避后续责任，却⽆法

提供该员⼯签字的离职单。受伤⼯⼈⼿机内的资料全部消失，仅能在⼯资转账记录中看到2022

年12⽉陕⻄中恒通泰建设有限公司⽀付5000元的⼯资，附⾔为“10⽉⼯资”。阅读原⽂

节后深圳⽤⼯市场时薪跌⾄低点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57613398040602536


2⽉初，有记者在深圳⻰观⼈才市场调查发现，在招职位的⼯价跌⾄低点。记者当⽇在两个职介

公司⼯作⼈员的微信朋友圈看到，深圳招⼯最低时薪仅18元每⼩时，最⾼也就26元每⼩时，⼤

部分⼯⼚招⼯都在20元—23元的时薪。阅读原⽂

—— 服务业 ——

韵达快递⼤量延误卡顿，加盟商逃离

2⽉初，⼤量⽤户表示韵达快递出现派送异常、延迟送达的情况。此次⼤量快递延误最直接的原

因是⼈⼿短缺，且持续了较⻓时间。据媒体报道，其背后原因与韵达对末端⽹点拆分过⼩、分

配不公有关，⼀些末端⽹点挣不到钱，对总部积怨已久。同时，部分城市的韵达⽹点出现关

停、倒闭。阅读原⽂1，2

—— ⽩领 ——

深信服试⽤期内员⼯被要求“主动离职”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57234731413644792
https://mp.weixin.qq.com/s/Hp0ks9ubgYQh1csKUK99Bw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I0NzQ4OTIyMQ%3D%3D&mid=2247507828&idx=1&sn=8a41ad3d3a122ac374e9b49f935935ca&fontsize=2#rd


1⽉中，多名在试⽤期的深信服科技公司员⼯称，被公司单⽅⾯以“不符合录⽤条件”为由解除合

同，并且没有对此⽀付赔偿⾦。这些员⼯与公司签订的劳动合同约定试⽤期6个⽉，合同期限36

个⽉。然⽽该公司在员⼯试⽤期结束前要求其主动离职，并威胁“如果让hr开掉你们，会影响你

们以后找⼯作”。阅读原⽂

戴尔中国区再次⼤规模裁员

2⽉初，电⼦公司戴尔宣布全球裁员5%，裁员范围包括中国区。在此之前，从2022年下半年以

来，戴尔中国总部（厦⻔）已经经历过两轮裁员。据员⼯透露，被裁员⼯将在3⽉收到离职通

知，有⼀个多⽉的缓冲期，此前可以在家办公，赔偿⽅案有“N+1”、“N+2”。有销售⼩组60%员

⼯被裁，也有⼩组整组被裁员。阅读原⽂

https://finance.eastmoney.com/a/202301292620351987.html
https://www.time-weekly.com/post/2997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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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与评论

I.纪卓阳：吃屎、以⼯代赈及其它

在封建社会，“以⼯代赈”是权贵阶级假以救济之名，实则安稳社会的⾃保⼿段；到了现代，此做

法已演变为国家召唤“廉价劳动⼒”的经济策略。《国家以⼯代赈管理办法》即将施⾏，但作者提

醒道：若不正视劳动者主体地位及劳动合同法的执⾏，《办法》⽆疑是退步的。阅读原⽂

II.中国劳⼯通讯：建筑⼯⼈——中国狂飙发展的最⼤牺牲者

https://mp.weixin.qq.com/s/4c72GOjGszySICoUeA15bA


为压低成本和同业竞争，建筑⼯地安全标准不断降低。在2014⾄2020年间，约三分之⼀⼯伤事

故发⽣在建筑业。建筑⼯⼈是中国式狂飙发展的最⼤牺牲者。当下，虽然狂飙发展放缓，但要

如何从发展主义泥淖抽身，建⽴保护⼈且尊重⼈的劳动体制，仍是社会转型的重要课题。阅读

原⽂

III.中国劳⼯通讯：职业病和过劳——贻害⽆穷的劳⼯问题

https://clb.org.hk/zh-hans/content/%E4%B8%AD%E5%9B%BD%E5%B7%A5%E4%BA%BA%E5%8D%81%E5%B9%B4%E9%9B%86%E4%BD%93%E8%A1%8C%E5%8A%A8%E5%90%AF%E7%A4%BA%EF%BC%88%E7%AC%AC%E4%B8%83%E7%AB%A0%EF%BC%89%EF%BC%9A%E5%BB%BA%E7%AD%91%E5%B7%A5%E4%BA%BA%E2%80%94%E2%80%94%E4%B8%AD%E5%9B%BD%E7%8B%82%E9%A3%99%E5%8F%91%E5%B1%95%E7%9A%84%E6%9C%80%E5%A4%A7%E7%89%BA%E7%89%B2%E8%80%85


依官⽅数据，中国似乎在预防职业病⽅⾯“成绩斐然”？然⽽，这些数据可能已沦为粉饰劳安问题

的治理术。现实中，职业病的认定、赔偿和维权⾏动，依旧阻⼒重重，尘肺病即是如此。⼜随

着中国经济快速转型，劳安问题的辨认依据也愈趋模糊隐蔽，譬如普遍的“过劳”。阅读原⽂

IV. DT财经：80、90后想体⾯养⽼，要存多少钱？

https://clb.org.hk/zh-hans/content/%E4%B8%AD%E5%9B%BD%E5%B7%A5%E4%BA%BA%E5%8D%81%E5%B9%B4%E9%9B%86%E4%BD%93%E8%A1%8C%E5%8A%A8%E5%90%AF%E7%A4%BA%EF%BC%88%E7%AC%AC%E5%85%AB%E7%AB%A0%EF%BC%89%EF%BC%9A%E8%81%8C%E4%B8%9A%E7%97%85%E5%92%8C%E8%BF%87%E5%8A%B3%E2%80%94%E2%80%94%E8%B4%BB%E5%AE%B3%E6%97%A0%E7%A9%B7%E7%9A%84%E5%8A%B3%E5%B7%A5%E9%97%AE%E9%A2%98


关于延迟退休和体⾯养⽼，这篇⽂章给出了数据和建议。但从⽂化与社会⻆度，两议题亦关乎

中国当代⻘年如何理解⾃身处境和想象未来。80、90后是该群体代表，他们已适应线性增⻓模

式，也习惯于“适应”发展主义造成的问题。然⽽，随着线性增⻓神话破灭，“适应”的尽头是什

么？有时候，解⽅⽐问题更让⼈不安。阅读原⽂

V.中国经济周刊：互联⽹⼤⼚员⼯是这样离职的

https://mp.weixin.qq.com/s/QoAeDQZhcsWkphuc5b2Jvg?fontsize=2


有⼈说，⼤⼚裁员意味着⾏业进⼊平稳期——物竞天择和⼈员“优化” ；也有⼈说，裁员潮与招

聘潮并进，若着眼前者只是“贩卖焦虑” ... 然⽽，我们没必要与企业家共情：科技⾏业仰赖⼈性

和创意，但却发展出⾼度⼯具化的⼈资管理体系，如粗暴的囤积、考评和汰换机制。阅读原⽂

VI. 新周刊：吹“神仙公司”的实习⽣博主，快编不下去了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57438103440793492


“这些所谓的‘神仙公司’‘神仙岗位’，看似⽆欲⽆求，不接⼴告，实际上却是品牌和公司最好的软

⼴，能轻⽽易举地将⽹友们对美好职业的期望，以各种⽅式商业变现”。 阅读原⽂

VII.澎湃：⽹约⻋司机⾥的少数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jM5ODMzMDMyMw%3D%3D&mid=2654037110&idx=1&sn=3b8e0afd128371ea5bbefd2498dd8cb9&fontsize=2#rd


她们是⽹约⻋司机⾥的少数：“百合去考⽹约⻋从业资格证的时候，五六⼗个⼈⾥⾯只有3个⼥

性”；“叶明荟说，在⼴东佛⼭开专⻋的⼀共就15个⼥司机”；“谢霏怕喝太多⽔⼜不⽅便找厕所...



她⻅过的充电站的厕所，男⽤的⽐较多，有⼀间是专⻔的男⼠⼩便池，另⼀间是男⼥混⽤的”...

阅读原⽂

VIII.社会调查报告：⼀座名为“裤⼦之都”的围城

作为⼴⻄最⼤服装产业基地，⽟林坐拥千亿级服装纺织业集群。服装纺织业是典型的传统劳动

密集型产业，⽀撑起产业发展的是背后⾟勤付出的制⾐⼥⼯。但是制⾐⼥⼯的待遇并没有跟上

时代以及产业发展的步伐，在⾼强度劳动，⾼物价，低⼯资，低待遇中，⼥⼯们⾯临着被剥削

和被分化的两难处境。阅读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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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与报告

1. 58同城：2023年返城就业调研报告

2. 新公⺠计划：中国流动⼈⼝⼦⼥发展报告2023

3. 各⼤⾼校：2022年毕业⽣就业质量报告

4. 骑⼿有话说：骑⼿社交和职业发展调研

https://m.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21818481
https://telegra.ph/%E7%A4%BE%E4%BC%9A%E8%B0%83%E6%9F%A5%E6%8A%A5%E5%91%8A%E4%B8%80%E5%BA%A7%E5%90%8D%E4%B8%BA%E8%A3%A4%E5%AD%90%E4%B9%8B%E9%83%BD%E7%9A%84%E5%9B%B4%E5%9F%8E-02-12
http://www.ce.cn/xwzx/gnsz/gdxw/202302/02/t20230202_38372726.shtml
https://mp.weixin.qq.com/s/CiVZQZLcNKCEgdC15ElZ5g
https://news.eol.cn/yaowen/202302/t20230206_2286203.shtml
https://mp.weixin.qq.com/s/rZo23ypaCBKm5VuOSMRzW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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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谈

在⼗年前珠三⻆此起彼伏的⼯潮中，曾发⽣过很多⼯⼈追缴社保的抗争。其中，2011年永宝(化

名)⼯⼈的抗争尤为突出。该⼚的200多名⽼员⼯，从被动接受⼯⼚管理制度，到向⽼板和官⽅

提出要求，⼜在经历了资⽅、官⽅的拖延、欺骗和压制⼿段后，⼀步步地被逼上了抗争的道

路。经过⼀年多的历练，很多⼯⼈成为不仅⾃⼰敢于⾏动、也带动他⼈⼀起⾏动的积极分⼦。

在这个案例中，我们也可以看到，⾏业的兴衰演变，是如何影响了该⾏业⼯⼈对于“社保”这⼀问

题的看法；⽽⼯⼈对社保问题从消极看待转为积极争取的变化，⼜是怎样反映了他们对⾃身阶

级地位的理解；以及⼯⼈在集体⾏动的过程中，是怎样和社会的⽅⽅⾯⾯产⽣联系或发⽣冲突

等等。

在社会保障问题上，⼀直以来受损最⼤的，⼈数最多，却最容易被忽视的，正是这些在城镇私

企务⼯的劳动者们。他们在城镇⼯作多年，为城市建设⼯业发展付出⾎汗，却因为早期对资本



的纵容很少有企业主动缴纳社保，或⼯作的不稳定流动性⼤，导致缴费年限不⾜，本地或异地

中断难以连接等等问题，退休后⽆法享受或只能降低待遇标准享受退休⾦或医保。

这些劳动者的境遇也映射着我们的未来。了解他们发出过怎样的声⾳，可以帮助我们探索如何

在越来越不乐观的未来⽣活中，找准保卫个⼈和整体利益的⽅法。

推荐阅读：2011年⼴东珠宝⼯⼈社保抗争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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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推荐

纪录⽚《我的诗篇》

这部纪录⽚来⾃于同名诗集。⾃杀身亡的苹果⼿机⽣产⼯⼈，有叉⻋⼯、爆破⼯、制⾐⼚⼥

⼯、少数⺠族⼯⼈，乃⾄地下800⽶深处的矿⼯——ta们在劳作中写诗，在诗中娓娓道来⽣活的

⼀切。在⽇复⼀⽇的机械劳动中，诗歌，是最后⼀⽚喘息之地。

我咽下⼀枚铁做的⽉亮

他们把它叫做螺丝

我咽下这⼯业的废⽔，失业的订单

那些低于机台的⻘春早早夭亡

https://news.laborinfocn.com/zhubao-shebao-2018/


我咽下奔波，咽下流离失所

咽下⼈⾏天桥，咽下⻓满⽔锈的⽣活

我再咽不下了

所有我曾经咽下的现在都从喉咙汹涌⽽出

在祖国的领⼟上铺成⼀⾸

耻辱的诗

——《我咽下⼀枚铁做的⽉亮》，富⼠康⼯⼈许⽴志

资源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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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与维权

判决1：“考核不合格”被解聘，员⼯起诉公司获胜！

http://www.docuchina.cn/2016/11/21/VIDACFEb1R5cfQzdKw1qhHGQ161121.shtml


最近⼀年，各种逼退员⼯、⼤量解雇裁员的事情数不胜数。许多企业⽤的⼿段也是给员⼯考绩

打低分，然后以考核不合格为理由解聘。但是，这种做法其实是《违反劳动合同法》的。北京

的某企业研究员就是“考核不合格”的受害者。2020年，他被解雇后没有认输，⽽是起诉公司违

法解雇，近期结果出来，法院判决胜诉。因为按照法律规定，只有劳动者严重违反⽤⼈单位规

章制度的情况下，企业才可以解雇员⼯。⽽且员⼯绩效不佳也不尽是员⼯⾃⼰的错，公司有没

有做到培训，有没有尝试调整岗位，有没有给予充⾜的资源协助，这些都没有的话，凭什么因

为员⼯考核不合格⽽解雇呢？原⽂链接

判决2：产假返岗后拒绝调岗，却遭公司解雇，法院判决员⼯胜诉

出⽣⼈数降低已经成为国家级别的⼤问题。不少⽣育保障政策也可能会发布。但是，如果职场

环境对于⼥性劳动者还是这么不友好，对于⽣育的员⼯还是这么恶劣，那么出⽣⼈数只会继续

下降。⼴⻄柳州的⼀位物流公司员⼯就在修完产假后遭到了公司的恶劣对待。她原本稳定的⼯

作被取消，被公司调换到要么是12⼩时两班倒的⻓时间⼯作，要么是离市区20多公⾥、通勤时

间超过3⼩时的遥远岗位。正常⽣活都得不到保障，更遑论兼顾家中孩童，这家公司很可能是想

逼退这位员⼯。经过⻓达两年的诉讼，⼆审法院终于判决员⼯胜诉：新岗位与原岗位差异过

⼤，侵犯正常的休息和⽣活的权利，⽽且原来的岗位并未撤销，只针对个别员⼯调岗，明显有

失公平。原⽂链接

维权指南：⼯伤怎么办？从“实侃⼯伤”开始学习

https://new.qq.com/rain/a/20230201A01D3I00
https://view.inews.qq.com/a/20230210A0456100


“实侃⼯伤”是⼀个专⻔关注⼯伤维权的抖⾳号。主讲⼈有⼗年以上的协助⼯伤⼯友的法律经验，

内容详实。遭遇⼯伤后，在找律师、找专家之前，不妨先从“实侃⼯伤”开始学习基本知识。原⽂

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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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故事

https://www.douyin.com/user/MS4wLjABAAAA21NtwxeWmxhnPeMa-M49_3bYDGFTJT82lb_NgnY5IVA




⼀条⼤街挤得满满当当，全都是在等单的各平台众包骑⼿们。外卖没订单、骑⼿赚不到钱，年

后这样的场景越来越多。抖⾳上还有外卖骑⼿晒出⾃⼰的⼿机截图，当⽇接到的订单只有个位

数。



啥都不⽤说了，每⼀个⾏业都有这种区别对待的情况。对⽼板来说，打⼯⼈就是这么好⽤，招

之即来挥之即去。（来⾃抖⾳@打⼯⼈凡凡）

https://www.douyin.com/note/71891802184966505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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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碎语

来⾃《⼴州“制⾐村”开春复⼯即景》

来⾃《2023年，应届⽣还困在校招⾥》

来⾃《县城花店永不眠》

⼀位需要给⾐服做“卷边”的制⾐⼚⽼板向陈勇开价“⼀件1元”被拒绝。“赚这个钱

其实也是拼时间，很多⼈⼀天15个⼩时，我觉得12个⼩时已经够了。”陈勇说，

价格太低意味着⼀天要做很⻓时间，才能赚到⼼⾥的数，但有的活⼉⼯价⾼、⼯

艺难做得慢，也赚不到钱。

在5⽉，应届⽣亚⽂海投的100多份简历全部⽯沉⼤海，直到6⽉上海解封后，他

才收到⼀份线下实习的邀约。其他地区的应届⽣也会受到疫情的影响，有⼈开学

前被封在了社区，开学后⼜被封在了学校，根本找不到外出实习的窗⼝；也有⼈

因为居住地疫情限制出⾏，把线下实习拖成了线上实习……

打⼯的经历不堪回⾸。⾼中辍学后，她⼀头扎进东莞的服装⼚，打拼四年后，除

了⼀万元存款，什么都没落下，最后灰溜溜地回到⼩镇。丁瑶辍学时，班主任没

有出⾔挽留。那是全市最差的⼀所⾼中，班⾥的同学都⽆⼼学习，成⽇逃课、睡

觉、上⽹，每学期都有⼏个⼈辍学。她还记得，当年镇上新修⼀条⾼速公路，为

了动员⼈们外出打⼯，喊的那句⼝号：劳⼒流出去，财富带回来。

设计出⼯⼚考勤制度的⼈定是聪明⼈，从⼩熟读三⼗六计成语故事。满勤奖励

100 块，请假，只要请假，100 块就没了。⼑锋是难以逾越的，正如请假是难以

开⼝的。这是物质层⾯的障碍，还有⼼理层⾯的障碍。请假必须向管理说出理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jM5OTExMjYwMA%3D%3D&mid=2670106451&idx=4&sn=f8a67bb0952bd00c090d89ca469966db&fontsize=2#rd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jM5OTc2ODUxMw%3D%3D&mid=2649877830&idx=1&sn=53b27f88670435f0de5810a7f97a7787&fontsize=2#rd
https://mp.weixin.qq.com/s/j27I-5RMdrQ8hnMQ5YwCjA


来⾃《如此⼯作 19 年，直到拥有星期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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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最后

以上是第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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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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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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假需要理由，可是整个社会默认你必须给出理由。倘若你给出不疼不痒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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