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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 12月 11 日，湖北省武汉市黄陂区，望建集团保利上城项目部被指拖欠工
资，工人集体讨薪 
——三通电话，二个工会 

 

第一通电话：湖北武汉市洪山区总工会维权部 

CLB：喂。 

洪山区总工会：喂。 

CLB：请问是洪山区总工会吗？ 

洪山区总工会：哎，对。 

CLB：你好，我是从中国劳工通讯打来电话啊。就是关于你们这里一段时间前有

这个叫什么，这个保利上城项目有拖欠工人工资，这个事你们工会有没有参与解

决呢？ 

洪山区总工会：什么呀？保利上城拖欠工人工资？好象…… 

CLB：对，他们有这个，在网上有看到这个什么，讨工资啊什么之类的。有十多

名工人，被欠了 50 万的工资，而且说没有劳动合同。想了解一下你们工会有没

有参与来解决这个问题。 

洪山区总工会：嗯…… 

——（叫其他同事接电话，另一个工作人员回答）—— 

洪山区总工会：喂，喂。 

CLB：喂，请问你这里是区工会维权部吧。 

——（工会工作人员耳语）—— 

洪山区总工会：喂，什么？您再说一下。 

CLB：就是你们这里保利上城项目部拖欠工人工资有 50多万元，十多个工人被欠

薪，这个想问一下你们工会有没有参与解决这个事呢？ 

洪山区总工会：噢，你这个事情要去找那个劳动局。 

CLB：啊，找劳动局？ 

洪山区总工会：对，因为我们工会只有调解的权力，没有执法权。就是去找劳动

局。拖欠工资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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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B：那工会不是应该代表工人去跟企业方交涉，协商，谈判吗？ 

洪山区总工会：嗯，我们没有执法权，他们劳动局有专门的劳动监察大队，我们

只有调解的权力，调解必须双方自愿都到场的。 

CLB：噢，那我这里说的不是执法权啊，就是说这些工人被拖欠工资，他们需要

的不是工会代表他们去找政府也好，找雇主也好，你们工会不会参与这些吗？ 

洪山区总工会：我们只有调解的。 

CLB：对，你们有没有参与去代表工人去进行调解呢？ 

洪山区总工会：嗯……没有。 

CLB：为什么没有呢？ 

洪山区总工会：你这个是别人拖欠工资，你有对方的联系方式吗？他会愿意来调

解吗？就是如果他愿意来调解的话，可以到我们这边来调解，他要是不愿意来调

解的话，我们这边就不能进行下一步，因为我们必须要双方到场调解，自愿，所

以你这个拖欠工资就…… 

CLB：双方？ 

洪山区总工会：对。 

CLB：双方到场是哪双方啊？工人还有…… 

洪山区总工会：工人和拖欠工资，谁拖欠他工资的那一方啊。 

CLB：就是工人和雇主，两方都自愿过来，你们工会才参与。 

洪山区总工会：对。 

CLB：那如果只是工人来找你们工会说我被拖欠工资，希望工会代表我去找雇主，

找包工头，找这个总承包，那工会会不会代表他们去找呢？ 

洪山区总工会：我们只……就是你要给我们联系方式啊，我们只能跟你说去协商

这件事情，就是说去跟他沟通一下，因为我们只能要求……不是说要求，就是说

我们只能去问他能不能过来调解。他自己如果不愿意的话，我们也不能去强迫他

进行调解，你懂吗？ 

CLB：噢，那就这个案子来说，那就是保利上城项目部他们工人讨薪这个事你们

工会没有参与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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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山区总工会：不是说……你的没有参与是什么意思？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只能

调解，但是，别人如果不愿意来调解的话，我们就不能调解，所以我跟你说让你

去找劳动局。 

CLB：我就是想知道…… 

洪山区总工会：劳动局他们有专门的劳动监察大队，如果对方不愿意过去的话，

那他们也可以进行仲裁，仲裁，他们的仲裁是可以缺席判决的。我们这边必须是

双方都到才行，你懂吗？ 

CLB：噢，对不起，我可能没说清楚。我说的这个不是现在需要解决的一个个案，

是 11 月份发生的一个拖欠，就是我想问一下咱们工会有没有参与到解决问题中

去。 

洪山区总工会：我们目前没有。 

CLB：那保利上城项目这些被拖欠工资的工人有没有来你们工会找，请你们工会

代表他们呢？ 

洪山区总工会：没有，目前没有收到。 

CLB：噢，那你们洪山区有没有这个建筑行业工会呢？ 

洪山区总工会：有，有建筑行业工会。 

CLB：那建筑行业工会也是你们区工会里面的一个办公室吗？还是…… 

洪山区总工会：啊，不是，他们有专门自己的。 

CLB：噢，建筑行业工会不是归你们区工会整体协调的呀？ 

洪山区总工会：他们有他们自己的工会，然后可能我们这边有什么事情，他们……

这个因为我还不是很清楚，但是我知道他们那边有一个工会。 

CLB：那您这里有没有建筑行业工会，就是区的建筑行业工会他们的联系方法呢？ 

洪山区总工会：噢，你等一下，我看一下啊。 

CLB：谢谢。 

洪山区总工会：87424195。 

CLB：87424195，这是洪山区建筑行业工会是吧。 

洪山区总工会：对对。 

CLB：那个，我找哪一位呢，如果了解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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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山区总工会：方慧（音）。 

CLB：方慧啊，是男的女的呢？ 

洪山区总工会：女的。 

CLB：是这个建筑行业工会负责人吗？ 

洪山区总工会：她是他们工会的协理员。 

CLB：协理员啊。 

洪山区总工会：啊。 

CLB：协理员就是 07年 08年招的就是非编制的这个工会协理员吗？ 

洪山区总工会：对，对，对。 

CLB：所以这个洪山区建筑行业工会没有一个……只有一个协理员吗？没有工会

的其他的，比如说有编制的工会主席，副主席啊，工会委员啊…… 

洪山区总工会：肯定有啊，但是我们只有她的电话。 

CLB：所以那…… 

洪山区总工会：我目前只有她的电话。 

CLB：那想问一下，你们这边区工会维权部是不是也都是……比如说像您本人也

是 17/18 年招来的协理员呢？ 

洪山区总工会：啊，是，我是。 

CLB：那你们是怎么，是大学毕业以后就应聘，就进来了？ 

洪山区总工会：啊，对。 

CLB：啊，对不起啊，多问几句，不好意思。就是这一年来工会……参与工会维

权有没有什么，觉得最困难的地方啊？ 

洪山区总工会：嗯……我们就是，主要还是农民工，也不止，也不仅仅是农民工

过来吧，反正就是他们农民工来联系我们的话，他们很多的都是没有（老板的）

电话，我们都联系不上。这些，所以他们就只能是找劳动局。 

CLB：那来求助的都是哪一个行业的，建筑行业的多呢，还是服务行业，还是快

递呀什么之类的？ 

洪山区总工会：啊，都有，都有。 



5 

 

CLB：比较多，现在是……现在快过年了，是哪个行业比较多呀？ 

洪山区总工会：嗯……可能还是农民工吧，建筑行业。 

CLB：建筑行业。 

洪山区总工会：对。 

CLB：那主要的问题都是什么呢？是拖欠工资？还是…… 

洪山区总工会：对对，还是拖欠工资。 

CLB：噢，所以要是他们来找你们的话，你们会标准的操作是怎么个做法呢？ 

洪山区总工会：就是首先，先要他们出示，问他们有没有相关的工作证明啊什么

的，然后再问他们（老板）的联系方式，他们如果有联系方式的话，我们会当场

跟他们对方雇主打电话，但是一般别人都是不接的。 然后，所以我们这边就很

难联系上，然后我们就跟他们说……因为我们调解中心就在劳动局后面，然后我

们就跟他们说前面劳动局有专门的劳动监察大队，他们那边有执法权，比较好操

作一些。就是这样。 

CLB：噢。那这些建筑工地上的工人来求助的话，他们一般都有劳动合同吗？ 

洪山区总工会：没有，没有，很少有。 

CLB：很少有劳动合同啊。 

洪山区总工会：对，对。基本上都是没有的。 

CLB：噢，咱们这里，不是说武汉这边从 14 年就开始这个叫什么呀，开始推动叫

什么，那个工地建筑行业签订劳动合同吗？就是从建立建筑行业工会联合会，然

后要……各区要普遍开展这个集体协商，签订建筑业区域集体合同，这个你们洪

山区没有吗？ 

洪山区总工会：应该也有吧，但是他们来找的，他们就可能还是只是那种私人的，

就可能就没有签。 

CLB：噢，这个我也是在网上，工人日报看到的，就说是，这里报导其实是 2017

年 10月份了，报导说是武汉建筑业签订集体合同，这个农民工工资以货币形式，

按月足额发放。那按说一年多以前，这事听起来已经是解决了，已经是有合同而

且按月发放，怎么还有这么多拖欠呢？ 

洪山区总工会：我也不知道，一年以前我还没来上班。 

CLB：噢，所以你是什么时候进来工会的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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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山区总工会：啊，今年。 

CLB：今年。那协助工人维权的这个工作好做吗？ 

洪山区总工会：嗯，还好吧。 

CLB：还好。 

洪山区总工会：啊，请问您这边还有什么其他的事，我工作有点忙。 

CLB：啊，对不起，打扰你一下。请问你贵姓啊？ 

洪山区总工会：啊，有什么事吗？您这边是找我们有什么事吗？ 

CLB：没有，就是我想知道，我跟一个有名有姓的人在谈，不是一个随便一个什

么……你方便告诉我你贵姓吗？不方便没关系。 

洪山区总工会：不方便。 

CLB：那没关系，好，那谢谢你啦。 

洪山区总工会：嗯嗯。 

CLB：好，再见。 

洪山区总工会：再见。 

 

第二通电话：洪山区建筑业工会联合会协理员方慧 

建筑业工联会：喂。 

CLB：喂。请问…… 

建筑业工联会：喂，你好。 

CLB：喂，请问是洪山区建筑行业工会吗？ 

建筑业工联会：啊，我们是洪山区建筑业工会联合会。 

CLB：噢，建筑业工会联合会。 

建筑业工联会：啊。 

CLB：请问方慧在吗？ 

建筑业工联会：啊，我就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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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B：啊，你好，小方。我是从这个中国劳工通讯打来电话啊。 

建筑业工联会：啊。 

CLB：刚才那个区工会维权部介绍我到这边来了解情况。就是说你们这里 11月份

的时候，有这个保利上城项目部拖欠工人、十几个工人的工资 50 多万元，你们

工会有没有参与解决呢？ 

建筑业工联会：这个事情我不太清楚，我要问一下我的领导。 

CLB：你不是这个咱们工会，建筑工会联合会的协理员吗？ 

建筑业工联会：啊，是的是的。 

CLB：所以有这种维权讨薪的这些事件，你本人不会参与啊？ 

建筑业工联会：不是，这个我要问我领导，领导他说怎么解决，我再去处理啊，

我不可能私自去处理这个事情啊，我肯定要问过领导啊。 

CLB：对对对，不过我说的这个事情是 11月份的事了，就是两个月前的，就是…… 

建筑业工联会：两个月前？ 

CLB：对，这应该是已经解决了，我只是想了解一下咱们建筑行业工会联合会有

没有参与这个解决的过程。 

建筑业工联会：参与解决的过程？这个事情，这个事情真的没人告知我呀，我确

实不太清楚。 

CLB：哦，所以你没有听说这个你们这里保利上城项目部拖欠工资，有工人讨薪

的事啊？ 

建筑业工联会：啊，真的，我问一下领导，因为……哎呦…… 

CLB：这个网上可是这个传了很多呢，有照片啊，有这个什么视频啊什么之类的，

你们工会没有听说呀？ 

建筑业工联会：这个我问一下领导再来回复你好吗？ 

CLB：哦，没关系。对不起，这个，小方，你别介意，我不是来为难你的啊，就

是想了解一下，这不是工会改革这个，农民工是这个八大群体入会的重点，我只

是想了解一下既然有拖欠工资的情况，咱们区建筑行业工会的参与情况啊。就是，

那如果要是有这种工人讨薪的案件的话，像 2 个月前，那小方你是不是会参与

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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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业工联会：我肯定会参与的，就是领导要通知我这个事情，然后我才能去参

与啊。 

CLB：哦。 

建筑业工联会：我肯定不能走在领导前面啊，对不对？ 

CLB：那倒是，那也就是说，那可能这些项目部的这些被拖欠工资的工人是不是

有可能没来找工会呢？或者是有来找，领导没告诉你呢？ 

建筑业工联会：没人来找过我啊。 

CLB：哦，没有人来找过工会呀？ 

建筑业工联会：对，对呀。 

CLB：哦，所以如果要是来找工会的话，那也就是说你作为协理员…… 

建筑业工联会：那我肯定会跟上级领导请示这个事情啊，如果有人找我的话，是

啊。 

CLB：哦，所以如果就是有建筑工人被拖欠工资，来找的话，就是说第一个先来

找的是找你，然后你向领导汇报，不是反过来。 

建筑业工联会：如果我在的话，如果我在的话，我肯定……就是领导不在我在的

话，我肯定会，就是等领导来了我再向他汇报啊。如果领导在的话，我肯定就直

接就去找领导请示了呀，就是这样一个情况吧。 

CLB：哦，所以说就你在的时候没有收到过建筑工人讨薪的求助。 

建筑业工联会：啊，是的是的。 

CLB：哦，那你们洪山区建筑行业有没有跟这个建筑企业协会集体谈判签订集体

合同呢？ 

建筑业工联会：集体合同？这个他们是建筑业协会那边吧，洪山区。 

CLB：对，就是咱们这个洪山区建筑行业工会联合会有没有跟这个建筑企业协会

谈判，签集体合同啊？ 

建筑业工联会：有，以前是应该有，18年，18年我不太清楚，因为 18年我才刚

来这边，知道吧。 

CLB：哦，因为在这个，我也是在网上，你们在这个市总工会的网上看到就是说

是你们这里 14 年就成立了这个建筑行业工会联合会，而且签订了建筑行业区域

的集体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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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业工联会：哦，是的，之前我听我主席说是有签订。 

CLB：那既然有这个建筑行业区域集体合同，那怎么还会发生这种拖欠工资的情

况呢？ 

建筑业工联会：有合同还会发现这种情况？ 

CLB：对，就是既然有这个集体合同，那怎么还会发生这个拖欠工资的这种情况

啊？ 

建筑业工联会：那是企业方那边有……就是出现了问题啊。他们…… 

CLB：这个不是工会跟企业方，企业协会已经签了有合同，然后这合同不是应该

有保障的吗？那企业方应该是遵守合同啊，怎么就是签了合同不遵守还拖欠工资？ 

建筑业工联会：那其他的，不管是其他的行业，签订合同也有不遵守的呀。那我

也没有办法干涉他呀。只能说是出现这种问题，我想办法去解决他呀。 

CLB：哦，那从工会的角度，这签合同不是……其中一个目的……我是这样理解

的啊，就是签行业集体合同的目的就是为了避免拖欠工资，避免违法，避免侵权

这种事情发生。就是说，那工会怎么样用这个集体合同来避免这些事情发生呢？ 

建筑业工联会：嗯。 

CLB：就是签合同不只是签了就完了，这个要用嘛，不是？ 

建筑业工联会：嗯，您说的有道理。 

CLB：对，咱们建筑行业工会联合会是怎么样运用这个集体合同来避免这些事情

发生的呢？ 

建筑业工联会：因为今年我才刚来这边，我没有接触到集体合同这个事情。那是

他们之前签订的，所以这个方面我业务还不是很熟悉…… 

CLB：哦，对，那也是。 

建筑业工联会：我需要问一下领导，看他们以前是怎么解决的，怎么协调的。 

CLB：啊，那倒也是，这些其实也不是那么简单的这个…… 

建筑业工联会：嗯。 

CLB：那你们这里洪山区这边建筑行业工会联合会，就是建筑工人，比如说像这

个保利上城项目部这些干活的工人，他们加入工会是怎么个安排法啊？ 

建筑业工联会：他们加入工会是怎么安排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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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B：对。 

建筑业工联会：一般都是建会了以后就组织他们入会啊。 

CLB：你们不是已经建会了吗？就是你们现在…… 

建筑业工联会：啊，是的。 

CLB：你们就是建筑行业工会联合会是吧。 

建筑业工联会：是啊，但是项目部可以成立项目部工会啊，然后他们入项目部的

工会呀。 

CLB：哦，就是说，前提是说这个某一个项目的项目部要先成立工会，然后成立

了工会以后，在那个项目干活的工人加入项目部工会，然后再项目部工会再加入

到你们工会里边。 

建筑业工联会：一般我们，我们的下级工会也是属于建筑业工会的，也是属于我

们这个工会的，对呀。一般是这个流程的。 

CLB：哦，那如果这个项目结束了，活干完了，完工了，那这项目部工会怎么办

呢？ 

建筑业工联会：按理说项目部工会相当于就消亡了。 

CLB：呦，那这不是，对不起你别介意啊，这不是有点听起来像狗熊掰棒子，这

个掰一个，丢一个，掰一个，丢一个，这下这么大功夫组建起来的工会，项目完

了就消亡了，这不是……这个，你们现实中是这么做的呀？ 

建筑业工联会：这个我不太清楚，那个……我还是需要问一下领导。我的理解是

这个样子，可能我的理解有问题啊。 

CLB：那你们这个建筑行业工会联合会有没有比如说到这个各个工地，比如说像，

小方，你本人就是说有没有这种工作任务，就是说每个工地，每天去几个工地，

然后探访那里的工人，给他们登记加入工会呢？ 

建筑业工联会：一般都是项目部那边自己报上来的。 

CLB：那你们……就是项目部那边报。那打个比方，如果项目部不报，或者不成

立，那你们这边怎么办呢？不就是…… 

建筑业工联会：就……领导可以协调解决啊，如果我办不到的话。 

CLB：领导协调解决啊，那你们工会协理员，比如说领导有没有安排你们工会协

理员到不同的工地现场去，给干活的工人登记，入会这种，有没有这一手……就

是说以防项目部不建立工会，不成立工会这种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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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业工联会：今年，今年还……今年我们一般都是……比如说我们去工地送体

检，就直接去工地就是正好去填那个建会的那个表。 

CLB：就是…… 

建筑业工联会：就是让农民工入会。有这个程序。 

CLB：就是逐个工人，跟他们，问他们有没有加入工会。没加入工会的话填表，

就加入工会了。 

建筑业工联会：也没有逐个问，因为我们都是直接跟项目部的负责人对接嘛，然

后工人也在那里，因为要体检嘛，我们直接把体检车开到那边去体检给他们。 

CLB：哦，那比如说没有在中午饭的时候，休息的时候什么的，你们跟工人就是

贴上去，拿着这个入会表直接就让工人填入会表，然后把表拿回来，回来以后，

然后这个输入电脑存档，这个不是更直接更简单吗？为什么要经过项目部呢？ 

建筑业工联会：因为我们跟农民工也不是很熟啊。 

CLB：一回生，二回熟。这个做工会组织工作的，不这个就是这种这个……这个

脸皮稍微厚一点，上去就跟大家讲，加入工会啦，拿着个表就是，来填表填表，

加入工会，加入工会有什么好处，这大伙儿知道好处不就来填，不就愿意加入工

会了吗？ 

建筑业工联会：嗯，你说的这个也蛮有道理，要不你直接打电话问我主席吧，因

为这个方面，这个方面就我业务也确实也不是很熟悉，然后以前发生的情况，有

的我……就是领导没说我也确实不太清楚。 

CLB：那倒是，那倒是。对不起，小方，我不是为难你啊。 

建筑业工联会：因为我怕……我怕就是说错什么，到时候也不好，知道吧。 

CLB：这没什么说错的，作为工会的工作人员哪有什么说错不说错的事呢？就说

是，小方，你是什么时候招聘进来工会的？ 

建筑业工联会：2018年 1月份，1月 8号。差不多。 

CLB：所以那也是 1年多了。 

建筑业工联会：啊。 

CLB：那这一年多，按你说的，你应该是去过不少次这个建筑工地去找工人填表。 

建筑业工联会：嗯，对，就是开展法律讲座啊，送体检啊，就是那些活动。 

CLB：法律讲座和送体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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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业工联会：嗯。 

CLB：但是没有做过就是直接让大家填表入会吗？ 

建筑业工联会：有填表入会啊，但是我一般都是直接跟项目部的负责人对接，然

后让项目部那边就是吸引他们的职工啊，农民工入会啊。 

CLB：哦，那下一次，小方，我建议啊，就是说是，到现场的时候，不如试一试

跟农民工大哥大姐大叔们，就直接把表给到他们。 

建筑业工联会：好。好。 

CLB：直接填了，就是更直接。免得万一项目部……项目部要是不愿意入会的话，

反而把你这个一番心思都给浪费了。 

建筑业工联会：啊，可以可以。 

CLB：这个，试一下。 

建筑业工联会：我可以试一下，看一下反响怎么样。 

CLB：好的，好的。那你说你们领导电话你手里有吗？我可以跟领导说一下吗…… 

建筑业工联会：有，有，等一下，我把手机号报给您好不好？ 

CLB：好的，谢谢你。 

建筑业工联会：等一下。我们领导姓鲁，就是山东的那个鲁。 

CLB：哦。 

建筑业工联会：鲁主席，15972011511。 

CLB：15972011511，啊，鲁主席，我在网上好像也看到过他的讲话和这个报导的

呀，我一下子想不起来了。那行，那小方，谢谢你了。下回试试那个方法吧，就

是直接跟工人登记，免得跟项目部那个周旋，好吧。 

建筑业工联会：好好。哎，请问您，您是…… 

CLB：中国劳工通讯。 

建筑业工联会：中国劳工通讯，好。 

CLB：好的，那谢谢你了。 

建筑业工联会：不客气不客气。 

CLB：再见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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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业工联会：好好，再见。 

 

第三通电话：洪山区建筑行业工会联合会主席鲁德军 

建筑业工联会：喂，你好。 

CLB：喂，你好，请问是…… 

建筑业工联会：喂，你好。 

CLB：你好，请问是鲁德军主席吗？ 

建筑业工联会：对，是的是的是的。请问你是韩记者，是不是啊？ 

CLB：韩东方，东方，对对。 

建筑业工联会：你好，你好…… 

CLB：请问鲁主席，现在有空谈一谈吗？ 

建筑业工联会：有有有，找我什么事啊？ 

CLB：那个什么啊，我在网上看到，2016 年五月份，《工人日报》有一个报导，

好像有采访过鲁主席，是吧？ 

建筑业工联会：嗯。 

CLB：就说你们 2010 年就在洪山区就率先开展工资集体协商，那个时候鲁主席还

进了很多工棚调研，是吧？ 

建筑业工联会：对，那个时候做了一些的，是的是的。 

CLB：那个时候做集体协商，特别是在建筑行业，这个让企业来参加集体协商，

顺利吗？ 

建筑业工联会：这个我们，实事求是地讲的话，这个开展工资集体协商，刚开始

的时候不是很顺利，不是很顺利。一方面来讲呢，企业的资方啊，他是积极性不

是很高的。 

CLB：为什么呢？ 

建筑业工联会：因为他的这个，我们搞工资集体协商的话，主要就是保护职工的

合法权益，是不是？ 

CLB：对对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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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业工联会：因为这个形成了工资集体协商协议以后呢，对于资方啊对于他有

一些限制。是不是啊？ 

CLB：其实话说回来，对于资方有限制，其实也对资方是一个保护啊，因为他可

以减少违法的一些风险嘛。对他也有利啊。 

建筑业工联会：是的，从理论上讲是的。 

CLB：所以他们认清不到这个部分，就不太情愿进入协商？ 

建筑业工联会：啊，刚开始是这样的，刚开始就是积极性不是很高。积极性不是

很高。因为我们这个又要组织职工代表，又要组织这个企业的老板，他们双方坐

到一起来谈，是不是啊。刚开始他们不愿意来啊，后来好不容易把他们动员来，

可又谈不拢去，是不是啊。刚开始是比较难，后来就慢慢的呢，这个阻力要少一

些。 

CLB：那时候我看《工人日报》报导说，你们一开始是一下子给 123 家建筑企业

发出了邀约，是吧？ 

建筑业工联会：是的是的。 

CLB：那一下子发出这么多，那个时候，这是 2010年的事，是吧？ 

建筑业工联会：对对，是的，是的。 

CLB：那那个时候这些建筑企业没有建筑企业协会吗？ 

建筑业工联会：建筑企业协会有。我们洪山区，我们就是通过洪山区建筑企业协

会，他们就把企业组织起来，把企业业主啊组织起来，我们呢就把企业的工会方，

就是职工的代表组织起来，这样子呢双方到一起进行开会协商，就是这样子的一

种形式。协会。 

CLB：我可能是看那个报导理解错了，因为我以为是工会一家一家的向这 123 家

建筑企业发邀约，我理解成这样子了。 

建筑业工联会：那不是那不是。它是这样的，我们工会是只代表职工方，这个协

会呢它就代表这一百二十几个企业，代表业主。是这样的，等于协会代表老板方，

我就代表职工方，是这样的，这个意思。 

CLB：所以那当初谈判的时候，是你们工会，比如说鲁主席你代表职工方，跟那

个企业、建筑企业协会主要谈呢，还是所有的建筑企业都来参加，一家一家地谈

呢？ 

建筑业工联会：它是这个样子，资方出 6 个代表，职工方出 6个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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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B：哦。 

建筑业工联会：资方的 6个代表呢，是协会在它的一百二十多个企业的老板中间

呢，它选了 6个人，我就在企业里面呢选了 6个工会主席。是这样的，是这样组

织的谈判形式。我呢，就主持会议，就把这个，这一边 6 个人，这一边 6 个人，

一共 12 个人，我就把他们弄到一起谈。一轮不行，第二轮；二轮不行，第三轮。

就是这样的，我就主持会议，把他们双方弄到一起谈。 

CLB：那这个《工人日报》报导里面提到，当初这些非公企业根本不理睬工会，

不接受邀约。 后来是争取到行业主管部门的配合，最后老板们就都坐下来了。

这个行业主管部门是什么？劳动部门吗还是？ 

建筑业工联会：这个行业主管部门，就是在我们国内啊，中央呢就有一个住建部，

省里面呢有一个建设厅，武汉市呢就有一个建委，我们区里面呢就有一个建设局，

我们这里有一个建管站。就是这样子的，它就是管理建设市场，施工许可，竣工

验收。所以它呢，对于施工企业它有一定的约束力，是这个意思。因为，这些话

呢说起来就比较长，就不好这么赶。 

CLB：就是建筑系统从上到下的这个，比如说负责这个，总之是行政方面是发挥

了一定的作用。 

建筑业工联会：对。如果是他们不出面的话，我们确确实实就不好搞，他们不会

听我们的。是这样的。 

CLB：那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工会的会员力量怎么样啊？就是说如果行政方面要

是不介入的话，那么单靠你们工会，依靠会员的力量，是不是也可以能让雇主让

老板到谈判桌上来呢？ 

建筑业工联会：这个很难。这个，韩记者啊，实事求是地跟你汇报下，就是我们

要结合国情啊，是不是。虽然我们的全国总工会，我们的中央，也是叫工会系统

怎么样去行政化，但是我们现在的国情呢，就是不依赖行政资源的话，我们还不

好开展工作。是这样的啊，就是实事求是啊。 

CLB：其实话说回来，不是说别的，就是说谈判也好，工会代表工人也好，这所

有的资源，能用就用。没有什么，不要客气，行政资源既然在就要用。 

建筑业工联会：对对对，就这个意思。 

CLB：企业，反正是企业有钱，又有管理权。 

建筑业工联会：对。 

CLB：工会什么都没有，如果放着行政权力，行政资源再不用的话，那不是不用

白不用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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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业工联会：是的，那我们的工作就不好开展，就是这样的。因为我们法律的

力量我们也要用，行政的资源我们也要用。我们也要去说好话，去沟通去协调，

去牵线搭桥。这几方面的工作我们都要做，就是这个意思，这几个方面都缺一不

可。你看你能不能…… 

CLB：我就说，像第一次，2010年的协商有了一个结果，是吧。就是在你们这边，

在洪山区这边，谈判的主要结果，主要最成功的是什么啊？ 

建筑业工联会：我们是这样的，我们第一年的话，应该说第一年是 2009 年。晓

得不。 

CLB：哦，那么早。 

建筑业工联会：2010 年是第二年。第一年呢比较粗，那个条款啊比较粗，比较粗

糙。2010 年就稍微就详细一点了，就着最低工资标准、增长幅度、怎么加班、怎

么工伤赔偿、怎么劳保福利，怎么怎么的，一共有八九条呢。这个 2009 年的那

是第一次，2009年的第一次，就搞得相当的、过程就比较艰难。当时呢就没有聚

力，就没有放在怎么把条款搞得更加科学。这个这个，当时就是试验品，只要实

现 0的突破。这些人呢坐不下来，就把你们弄到一起，先弄到一起再说。 

CLB：凡事都有，第一次总是万事开头难嘛，第一次总是没那么顺利。 

建筑业工联会：是的。2010年的时候，我们当时的主要矛盾啊，就是把条款怎么

搞得科学一点。我们当时就进入工棚啊，跟职工聊啊。当时我记得，2009年跟他

们订的最低工资标准订的是 900 块钱。2010 年，在工资协商之前，我们就进到

工棚里面，跟职工去谈，就说你一个人，为了简单再生产，那么你保证你的最低

的需求，你应该是多少钱才能维持你的最低生活标准呢？一餐饭，一包烟，一瓶

啤酒，毛巾、肥皂、牙膏，穿的鞋子、毛巾、搭车的钱、手机费，什么什么的，

这些这些。一项一项的加起来。 

CLB：就是很详细的计算？ 

建筑业工联会：啊，那我是通过到工棚去和农民工一起，要谈他每个月的开销。

开销这样子算出来他的最低工资标准，在 2010年我们就涨到 1100 块钱。 

CLB：这个还真的是，鲁主席，我这么多年对咱们各地的工会、各行业的工会不

能说了解，但是也知道一点。但像这种，像你这种到工棚里面跟工人工友了解这

么具体的情况，然后再带着这些情况去跟雇主去谈。这个讲实话，我自己从来没

有听说过的。这个你们这边，当初在启动做这个的时候，是受到什么样的启发，

是怎么就一下子在那么早期的时候，2010 年那么早就去到工棚里面，去跟工人

一起，去摸底，然后最后跟老板谈，是什么东西推动你们过去的呢？ 



17 

 

建筑业工联会：我们是这样的，我们这个洪山区，这个建筑业工会联合会啊，成

立的是武汉市第一家，是 2004 年我们就成立了。当时湖北省总工会、武汉市总

工会，就把我这里作为一个点在抓。作为点，上面要我这样搞。这个我跟你实事

求是讲啊，我这个人年纪也快 60了，我马上要退休了，我也不是说很那个什么，

讲那些高尚的东西啊，我也没有那个思想。就是他们要我搞，上面说，你必须要

搞，你要跟大家做贡献，要搞，这样子我们就搞起来了啊。 

CLB：所以，我为什么觉得这个很难得呢？因为现在咱们工会改革啊，是从 2015

年以后，习近平亲自推动工会改革，去四化啊，增三性啊什么呢，现在做呢还是

有一定的推动力的。但是那个时候做呢，差不多是先知先觉了。用这种方式走到

工人中间去做，这个是很难得啊，真的是很难得啊。 

建筑业工联会：这个我跟你说啊，我们洪山区建的工会联合会啊，办公的地点呢

就在洪山区建管站里面。我们建管站的，经常是要下工地的，知不知道。我们这

个要查资料，查安全。就是说，你就是到工棚里面去，也应该是这样。但是我们

一般的工地里面呢，有作业区和生活区。工棚里面，就是生活区嘛，你说作业区

呢，我们到作业区里就看安全啊，看设施啊。所以就是说，这个也不是什么难事

情，只要你有心把事情做好。是不是。 

CLB：你这个说的很重要，有没有心，有没有心很重要。对，如果要是上边有计

划…… 

建筑业工联会：对，责任心很重要。第一个是责任心，第一个是责任心很重要。

第二个呢，因为你跟企业主这个老板谈判的时候，你没有数据，他是不会听你的

的。他们这帮人都很厉害的。我们施工方的这些企业老板，虽然文化程度不高啊，

他们都是做工程起家的，他们都是脑袋瓜子很灵活的，很会算账的。 

CLB：当然，人家每一分钱都要算的…… 

建筑业工联会：你如果没有真实的这个……是的，你不能够说他，你光只想用行

政权力压，也不行的。你还要搞得他不能够说话，你手上要有真凭实据的。 

CLB：对，谈判啊，谈判…… 

建筑业工联会：对对对，谈判。 

CLB：谈判本身就是要数据，要技巧。你要是光有技巧，有压力，没有数据，你

也没有说服力的。市场经济，你不能靠政府强迫命令企业给工资多少钱，总要有

一个说法。 

建筑业工联会：对对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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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B：所以鲁主席你刚刚提到，一个是上面有计划，要做建筑行业的集体谈判、

集体协商。另外一个是要有心。就说不是为了完成任务而完成任务，而是真的是

要为了工人的利益，要有心去做啊。还有…… 

建筑业工联会：是的。 

CLB：这个真的是很难得啊。还有在那个报导里我也看到，说在硚口区，2014年

的时候呢，他们已经把工资协商已经细致到了各个工种，比如说模版工多少钱一

天，抹灰工多少钱，油漆工多少钱，一共有十多个工种的不同工价，跟老板之间

争取。那在你们洪山区这边有没有……现在，就说现在啊，有没有细致到具体工

种的日工资是多少？ 

建筑业工联会：有啊。它不是…我们这边谈的啊，就是最低工资标准。你刚才说

的硚口区呢，它也是在我们后面才搞的。我们后面就把这个最低工资标准……因

为我们原来，最开始谈的时候是笼统的，凡是到工地上去做事的，最低工资标准

是 1150 元。2010 年，2012，13，14，15，这样子它每年加。后来呢我们就说，

光是这样想，因为我们建筑工地上的工种比较多，你比方说，它有砌墙的，有模

版工，电工，有抹灰的，有油漆工，有钢筋工，是不是，它有很多工种。很多工

种呢，实际上他们平时的工资待遇啊，计件计时的时候，实际上他的钱呢是不相

等的。我们就是呢，每一个工种呢就订了一个最低工资标准。实际上呢，韩记者

啊，我跟你汇报一下，我们建筑行业里面的工资啊，现在不是主要矛盾。晓得不。 

CLB：哦。 

建筑业工联会：我们现在的这些，不管是小工，还是这个你刚才说的模版工，什

么工的，实际上我们订的标准，比他们实际上拿到钱的标准要低些。知道不知道？

因为我们现在工地上的人工费，实际的人工费都涨了。工人一般来讲的话，在工

地上做事，一般都是两百六到三百多块钱一天。 

CLB：哦那挺高的啊。 

建筑业工联会：做小工，做小工的一天也有三百块钱的了。它是这样的，就是我

们建筑这个行业，因为比较辛苦。日晒雨淋啊，冬天啊，露天作业啊，再加上高

空啊，很危险。它的工作时间也很长，比如说夏天，四五点钟天一亮他就要开始

做，一直要做到天黑。 

CLB：那如果工资不是最大的问题的话，那鲁主席，在建筑行业，最大的问题现

在是什么呢？ 

建筑业工联会：最大的问题，一个就是你上午跟我们指出的，就是欠薪的问题，

（工资）能不能到时候拿到手。春节过年的话，（工资）能不能拿到手。第二个

事，就是安全，安全，就是职工啊，我们在工地上做事，职工最担心的就是怕出

工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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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B：是不是保障不足啊？还是什么？就是说安全的设施啊，围栏啊安全带啊什

么的，这些设施不足呢？还是说因为工人的意识不强啊？还是什么？ 

建筑业工联会：这个原因很复杂，原因很复杂。因为什么呢，我是看到了我们国

家的工地上的安全设施啊，跟日本啊，跟欧美国家的安全相比，我们确实比不了

别人。 

CLB：不过话说回来，他们欧美的、日本的建筑行业 ，之所以走到今天这一步，

建筑安全防范比较好，也是一步步走过来的。话说回来，其实也是工会通过谈判，

一步步争取过来的啊。 

建筑业工联会：现在就是我们国家的工会啊，说起来是那个，实际上呢，它跟资

方啊，地位不对等的。但是我这个话我不晓得说的对不对啊。我因为我没有读过

什么书的，我不知道说得对不对啊。你就这个……我就是根据我平时的工作的感

觉和经验啊，我有这样的一个感觉，我不知道我说得对不对。 

CLB：感觉是最对的，没有什么对不对，和读书没有关系，我自己是觉得是这样。

就是说，其实大家都知道，我们国家的工会，在跟老板谈判的时候，其实力量是

不够的。 

建筑业工联会：不对等。 

CLB：劳资不对等，对。 

建筑业工联会：它不对等。 

CLB：所以刚刚提到，要充分地有效地运用行政资源，才能稍微的平衡一点。 

建筑业工联会：是的是的。 

CLB：那鲁主席你刚刚谈到合约，集体合同，说工资啊什么的不是最重要的，而

是安全啊，欠工资才是最重要的。那其实是不是就提出来另外一个问题，就是集

体合同的落实问题。包括工资，包括安全，包括工资的按时发放，这有一个落实。

就算是你签了，人家在行政的压力下，或者是我们工会运用行政资源让他过来谈

了而且也签了，但是签了以后，不履行怎么办。所以说，现在这个履行合同的问

题，是不是也是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呢？ 

建筑业工联会：很大的问题，这个问题很大，晓得不，这个问题很大的。 

CLB：那最大的原因是什么啊，就是说既然合同签了也谈了，还得不到履行，这

个最大的原因是什么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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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业工联会：这个……我刚刚说了，说漏了一条啊。现在的主要矛盾，一个是

怕出安全事故，一个是怕不能按时拿到钱，第三呢，是还怕生病。晓得不，怕生

病啊。就是我们现在建筑行业的农民工呢，最怕的是这三件事情。 

CLB：所以一生病就干不了活，干不了活那一天就没钱；或者是那一个星期，这

一生病，一个星期就不上班，就没钱了？ 

建筑业工联会：他不是没有钱而已，他有医疗费啊，治疗费啊，我跟你讲，这个

保障啊，这个医疗保障是不好说的啊。晓得不。 

CLB：这个你知道，我在前几年去过一次加拿大多伦多，他们的建筑行业工会去

拜访过。在那里我看到的一个情况是什么呢，就是他们的建筑行业工会，一方面

其实是在那里的建筑行业最大的职业介绍所。就是大部分的建筑行业工地的用工

都是通过工会来用工的。而工会在介绍用工的时候呢，就说在企业，参与了集体

合约的企业呢，也一定要来工会这边，请工会的这个工会会员来做工作。那这时

候就解决了你刚才鲁主席你说的一个什么问题呢，就说是，一个是他有保险，有

各类的保险，工伤保险，失业保险，医疗保险等等，还有当然养老保险啊。那么，

如果出现你刚才说的那个情况，你通过工会请的人在工地就业，如果一个星期生

病上不了班的话，那其实老板也不用付钱，工会也不用付钱，谁付钱呢？保险公

司。那个保险就负责承担这部分病假期间的工资还有医疗费啊等等这些。甚至就

是说，如果要是这个工程干完了，你有一个月、或者两个月的空档期，就是失业

状态，那你也可以在失业金那里支取生活费。所以，鲁主席你觉得，咱们是不是

有可能朝着这个方向走呢？就是说，由工会来扮演最大的建筑行业的职业介绍的

功能，就是说，在本区的建筑行业的企业，要通过工会来聘请工会会员，而工会

呢，就在这里登记会员的各个工种，工种当中的各个级别，工会这时候就扮演这

样的角色，你觉得这个可行吗？ 

建筑业工联会：这个完全是可行的。这个完全是可行的。但是我们国家呢，就必

须要政府来主导推动这个思路。政府不主导推动这个思路的话，像我们这些做工

会工作的人，说话像放屁的，没有谁听你的啊，它是这样的，因为我们没权啊。 

CLB：这个我有点不太同意。你别介意啊。我们都知道，七八年改革开放是小岗

村、安徽省小岗村的几个党员干部，签了血书把田给分出去了，对吧？ 

建筑业工联会：对呀。 

CLB：然后这个分田到户，最后就引出来了中国的改革开放，整个的翻天覆地的。

分田到户，这可不是政府推动的啊，是几个党员自己私下里做，最后做成功了，

有用。那你觉得，咱们工会是不是可以也胆子放大一点，往前多走几步呢？就像

习近平曾经在十月份底的时候给全总讲话，说是“哪里工人的合法权利受到了侵

害、哪里的工会就要站出来说话”，那工会可不可以往前多走一步，不等着，就

是不用等着工人的权利受到侵害才站起来说话，而是主动地去谈判，一点一点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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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蚂蚁搬家一样的，把建筑行业的这些包括工伤保险，包括医疗保险、包括失业

保险，包括养老金等等，包括就业的稳定性这些（做起来）。这个工会有没有主

动发挥作用的空间可以做呢？ 

建筑业工联会：工会主动地发挥作用的空间肯定是有，但是很有限。晓得不，它

必须依赖……就是还是回到我刚才跟你汇报的那个话，还是要依赖行政资源。它

不依赖行政资源，第一，现在我们的这个国情它就是这样的，你没钱又没权…… 

CLB：但是话说回来，刚才我提到习主席已经说过，“哪里的工人权益受到侵害、

哪里的工会就要站出来说话”。哪里还有什么比这个行政资源更大的行政资源呢？

咱们工会就带着这样一句话，对吧……当然带着这样一句话有一点“拉大旗作虎

皮”啦，但是有这个资源不用白不用，对不对？ 

建筑业工联会：是。 

CLB：那是不是可以把习主席的这句讲话，作为工会多往前走一步的背景，然后

就进一步推动在建筑行业的谈判呢？ 

建筑业工联会：我觉得是很有必要，也有可能。因为去年的工资集体协商，湖北

省开了一个座谈会。我就跟全总那边有一个处长，政研室有一个处长也来了，我

就跟他也好像跟你这样汇报的。实事求是说的。我说，你们以前说的那些，已经

跟我们现在的建筑行业农民工的实际情况，已经，已经不适应情况了，晓得不。

我说现在的情况，因为他们天天在办公室里，农民工到底是那一群人，他在想什

么啊，他在急什么啊，他要求什么啊，他们搞不清楚。你要进工地才晓得的啊。

对不对。因为我们经常，我经常喜欢去走一走，我本身做这一行也做了十几年。

我都晓得这些。我说现在主要，一个是怕过春节的时候拿不到钱，这个呢平时都

可以，今天啊明天啊后天啊，五一啊十一啊他都可以（忍受欠薪）。但是春节前

他非要拿回去不可，就是春节前保证他拿钱。第二个呢就是安全事故，他最怕出

安全事故。出了安全事故这些索赔啊，打官司啊，我们的法律又不全。到时候扯

皮啊闹啊打架啊什么的蛮复杂。第三个就是怕生病，晓得不。我就讲，我说如果

是再要开展工资协商的话，要主动从这三个方面去细化、去完善。 

CLB：对对对。这个说的真的是、这真的说的很棒。工会工作其实是非常细致的，

不能在那里讲空话。 

建筑业工联会：对对对，他要有变化。你十年前订的那个条款，他还在讲，他总

在跟我讲最低工资标准。我说最低工资标准是的，是有普遍性的。我说，但是就

我这个行业的实际情况来讲呢，最低工资标准不是主要矛盾。我跟他讲过几次，

他听不懂啊。我说你不要看农民工穿得破破烂烂，搞得脏兮兮的，我说他实际上

每个月只要有事做的话，他每个月拿到的钱比我们公务员还要多很多的。我说我

们一个月拿四五千块钱，养儿女都养不活。我说他们提灰桶的、做小工的，在工

地上一天他也可以拿两百块钱。但是呢，他的生活还要有开销，就是他净落、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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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到六千。有点技术的工种的话，他可能一个月，一天能拿到三百，三百多一点，

三百四、三百三这都有可能。但是呢，不是说他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天天都能有事

做啊。我是说的这个意思，只要有事做，他每天的收入…… 

CLB：对，保障的问题啊，他每天的收入和他的可持续性，他的保障啊，像刚才

说的，病了啊，安全问题啊，欠工资等等。 

建筑业工联会：对对对。 

CLB：那鲁主席，对不起用你这么多时间啊，我还有最后一个很好奇的问题。如

果要是说——其实我刚才跟咱们的协理员小方也提到过这个，就是说咱们工会如

果要是经常的下到工地，进到工地里面，直接的登记工人的会员，然后回来以后

输入。这时候就是说，哪怕他在这个工地干半年，然后呢，他移到下一个工地了，

但是，他到下一个工地了他还是咱们工会的会员，他不会说随着这个工地项目部

消失了，这个项目部成立的工会也就没了。那到时候，这个工会会员好不容易发

展了一次，最后就没了，就变成是一次性的数字游戏。所以说，如果要是说把这

个工会会员实名制，咱们不是有一个工地的农民工…… 

建筑业工联会：实名制。 

CLB：农民工实名制嘛。 

建筑业工联会：对。 

CLB：咱们建筑工会是不是也能搞一个工会会员实名制？就是说，无论你在哪个

工地干活，哪怕你从洪山区跑去了硚口区，对吧，你的会员资格还是在网络里面

是有效的。你就是到了硚口区，你仍然是硚口区的建筑工会会代表你。那有没有

可能就是说，咱们建筑行业工会联合会，搞建筑工人入会实名制，来充实工会的

会员力量呢？ 

建筑业工联会：这个从理论上讲应该是可行的。从理论上讲应该是可行的。因为

工地上面现在基本上都有实名制。但是，它有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我们在项目

部设的工会呀，就是一个临时工会。 

CLB：对呀。 

建筑业工联会：晓得不，它为什么是一个临时工会呢？因为这个项目部它有工程

才有项目部，项目部它一做完一验收，就走了，那么我这个临时工会，也就自然

而然就消失了。但是，它消失了，但是在这个工地上施工的单位，比方说中建三

局这个公司，中建三局这个公司它没有消失啊。那么中建三局这个公司的本部啊，

它那个工会是永久存在的，除非中建三局那个公司注销了。所以这个呢，倒不是

一个很大的矛盾。看我的这个说法你能不能了解？就是说，实际上，施工单位呢，

比方说，我们现在成立一个项目部，项目部的施工单位比如说是中建三局二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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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某某项目部。那么呢，从理论上讲，他这个项目部啊，也是中建三局二公司的

人。中建三局二公司它是有工会的啊，但是我们这里呢就这么多人，我这里不能

留死角。以他现在这个项目部啊，因为我们项目部里面的农民工啊，他的流动性

很大的，流动性很大，他的职工是分工种的。晓得不。就是说，如果我是一个模

板工，我这个模板工到一个工地上，最多最多也只能干三四个月的活。那么砌墙

工呢，它主体一完，没有需要砌墙的事了，那么我这个砌墙工就要走了。它这个

工地上呢，客观上是不停地在进进出出。需要的工种的工人进来了，做完了的工

种的工人就走了。它是这样的，它跟那个富士康啊，跟餐馆里的工人不一样的。

它除非，如果是说我的工人都是全能的，一开工，这里招了五百个工人，从开始

一天到最后一天，都是这四五百做人……可那是不可能的啊。 

CLB：对，鲁主席，我刚刚提到一次多伦多，加拿大的那个建筑行业工会。其实

就我的经验观察呢，建筑行业在全世界，建筑工人都是流动性很强的。它都是阶

段性的就业。没有人会一下子就在一个公司干十年二十年的，除非是那种设计员

啊，什么项目的管理员啊等等。 

建筑业工联会：技术人员。 

CLB：对。施工人员呢，各工种的施工人员都是在一个一个的工地之间跳来跳去

的。所以说，就他们而言呢，给我一个很重要的我的一个观察啊，就是他们不是

以企业，特别是在建筑行业，不是以企业建工会作为依归。而是什么呢，行业工

会。就是比如说，你们洪山区，或者咱们武汉市，建筑行业工会，那么呢，它不

是一个联合会的概念，它不是说各个项目部有工会，我把这几个项目工会都联合

起来，在你们洪山区就有一个建筑行业工会联合会，不是这样的。它是建筑行业

工人工会，是个人入会。入会以后呢，你再通过我工会找到的工作，你就享受这

些这些这些的待遇。那么那些建筑公司，通过我工会请我的工会会员去工地干活，

你就要必须支付这样这样这样的待遇。所以这样一来呢，就说是像我刚才说的，

在那些地方呢，他们的工会会员，无论是到另外一个省，或者是到另外一个地方，

换工地，但是不换工会会员的这个身份。所以我刚才提到，如果咱们这边如果洪

山区往前多走一步，就是到工地去发展会员，发展个人会员。让这些会员呢，无

论他到哪个工地干活，他都是咱工会的会员，工会都会代表他，他到时候有需要

的时候，都可以来找娘家。这个是不是可以作为一个尝试呢？ 

建筑业工联会：这个你的想法呢是很好的。你的意思呢，就是要我们从下到上，

这样来发展会员，这个想法肯定是好。但是我们现在的实际情况就是呢，必须依

靠项目经理。因为我们这里的工人不识字，文化水平又低。你去跟他谈，叫他入

会，他就反问你，就说你能够给我什么好处啊。我们中国的这些农民啊，都是目

光很短浅的，你跟他谈了半天，他就说，你是给我带一点油来啊还是带一点米给

我，你叫我加入工会可以，有什么好处给我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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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B：这就是一个蛋生鸡、鸡生蛋的问题了。就是工会要对会员、对工人要显示

出，你加入工会是有好处的，我们要说出一二三来。而同时呢，在说出了一二三

以后，会员看到了这个，当然，他才会加入工会。所以说，这个任重道远啊。 

建筑业工联会：是的。 

CLB：我还是觉得，如果要是能发展更多的会员，让会员能支持工会，那工会能

代表会员。这时候呢，再充分利用行政资源，那这时候，怎么说呢，咱们国家的

建筑行业工会的工人权利就有保障了。 

建筑业工联会：是的。 

CLB：鲁主席，跟你谈了这一会真是学到了很多东西啊。 

建筑业工联会：啊你太谦虚了太谦虚了。 

CLB：我不知道如果要是有一些像我刚才说的，像加拿大工会啊，丹麦工会啊什

么的，这些建筑行业工会，包括他们的合约什么之类的，我要是有机会跟咱们分

享，我怎么给您，寄过来还是怎么样啊？ 

建筑业工联会：我来跟你加微信啊，或者是寄过来，这都可以。韩记者我跟你说

啊，你如果是有空啊，到我们武汉市总工会来。现在我们武汉市总工会的一把手

很有开拓精神，是一个女的，她叫李丹芳。 

CLB：许静红是吗？ 

建筑业工联会：啊？ 

CLB：不是许静红吗？ 

建筑业工联会：许静红？现在又换了？ 

CLB：又换了？ 

建筑业工联会：去年就是李丹芳嘛。是李丹芳啊，一个女的。哦哦哦，李丹芳是

常务副主席、还是主席啊？是主席吧？反正是一个女的，姓李，叫李丹芳，个子

不高，这个女的很有开拓精神。你的这些想法，你可以到武汉市总工会来做一个

调研。你调研，你到时候打电话来，我就会去，因为我了解情况啊。对不对。 

CLB：好的。 

建筑业工联会：所以你要推，你要把你的这些想法来进行探讨、形成东西的话，

非要依靠领导的。 

CLB：领导推动是一回事啦，包括刚才提到的，习主席的讲话已经讲得很清楚，

“哪里的职工权益受到侵害，哪里的工会就要站出来说话。”至于在什么情况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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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话，怎么说话，说多少话，这个就是咱们工会自己的这个……怎么说啦，咱们

自己的自由意志，来看看你要多走几步还是少走几步的问题了。 

建筑业工联会：是的是的。 

CLB：那谢谢鲁主席了。 

建筑业工联会：我愿意干的。我愿意干。就是说，如果上级领导支持，他给我人

力、物力……因为我们现在靠他拨款啊。我们现在又不收费。所以就是说如果要

开展工作的话，他要跟我计划，这样子我才能去做啊。是这个意思，韩记者我跟

你讲。 

CLB：好的，谢谢了，鲁主席，我到时候加你微信，好吧。 

建筑业工联会：好好，行行。 

CLB：好好，再见啊。 

建筑业工联会：欢迎你来指导工作啊，韩记者。 

CLB：再见再见。 

建筑业工联会：再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