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07-29 贵州省毕节市，文家坝煤矿拖欠工资，民工讨薪，被打 

CLB就此个案访谈了：贵州省毕节市总工会（经济技术部），织金县总工会（办公

室，帮扶中心） 

 

  

第一通电话：贵州省毕节市总工会 经济部 董先生 

毕节市总工会：喂？ 

ＣＬＢ：喂，请问是毕节市总工会吗？ 

毕节市总工会：嗯。 

ＣＬＢ：您好，我是从中国劳工通讯打来电话啊。 

毕节市总工会：哦。 

ＣＬＢ：喂，就是你们这儿织金县有个文家坝煤矿，他们现在有这个差不多一

百来个工人被拖欠工资，这个想问一下咱们县工会是不是可以出面帮他们一下

呢？ 

毕节市总工会：哪个？ 

ＣＬＢ：就是咱们毕节织金县的文家坝煤矿啊。 

毕节市总工会：哦。 

ＣＬＢ：就是有一些来自湖北的工人被拖欠工资。这个…… 

毕节市总工会：你是哪里的？ 

ＣＬＢ：我是从中国劳工通讯打来电话。 

毕节市总工会：哦。 

ＣＬＢ：我也是在网上看到他们的一个投诉，微博的投诉。所以想问一下咱们

这个毕节工会可不可以帮他们一下啊？ 

毕节市总工会：这样，你有和他们联系吗？ 

ＣＬＢ：我有他的这个……因为他在网上留下了手机号码，那个你记一下他的

手机号码跟他联系，可以吗？ 

毕节市总工会：哎，可以。 

ＣＬＢ：嗯，他手机是 155XXXXX444。 

毕节市总工会：等一下哦，155XXXXX444。 

ＣＬＢ：对，他这个人姓刘。 

毕节市总工会：姓刘，是吧？ 

ＣＬＢ：对。然后这是一个矿工啊，他说那个什么呀，他们十几天，等了十几

天都拿不到工资，然后今天跑去了贵阳的那个省信访局。然后现在又回来，回

来说是到咱们这个市信访局。那我就想，如果工会能出面能代表他们的话，可

能就是解决的可能性会增加一些。我不知道我想得对不对啊。 

https://maps.clb.org.hk/?i18n_language=zh_CN&map=1&startDate=2020-07&endDate=2020-07&eventId=2020073013090238515&addressId=520500&address=%E6%AF%95%E8%8A%82%E5%B8%82


毕节市总工会：我们问一问吧，我们了解一下情况再说。 

ＣＬＢ：好的。因为他们还提到一点，就是说老板那边呢，工人感觉到，老板

那边就有一些挑衅的行为，就是不排除就故意地要搞出打架来，然后变成是一

个治安的案件，然后就有可能就搞复杂化。 

毕节市总工会：哦哦。 

ＣＬＢ：那我就想，如果咱们工会出面，尽快出面，站在工人和老板中间这

里，代表工人的话，那就把双方隔开，就可以减少这种冲突的一个可能性。这

是我的一个想法啊。 

毕节市总工会：哦，你是哪里啊，我还没搞清楚，我看你这个电话我也没看明

白。 

ＣＬＢ：我这是中国劳工通讯。 

毕节市总工会：劳工通讯？ 

ＣＬＢ：对。 

毕节市总工会：你这个电话，看不出来。行吧。 

ＣＬＢ：我这是在香港。 

毕节市总工会：行。你怎么知道我这个电话呢？ 

ＣＬＢ：你们这是总工会的电话吗，不是？？ 

毕节市总工会：是啊。我们总工会很多电话啊。 

ＣＬＢ：这个，您这是什么部门啊？ 

毕节市总工会：这样吧，我们马上问一下，了解一下这个情况。 

ＣＬＢ：好的，那谢谢你。请问你贵姓啊？ 

毕节市总工会：免贵姓董。 

ＣＬＢ：董，那您这是什么部门呢？ 

毕节市总工会：经济部。 

ＣＬＢ：好的，那谢谢你了啊。 

毕节市总工会：没事。 

ＣＬＢ：希望这事儿工会能帮得上啊。 

毕节市总工会：嗯嗯，应该的，我们应该做的。 

ＣＬＢ：好，谢谢，再见啊。 

毕节市总工会：再见。 

 

 

 

第二通电话 贵州省毕节市织金县总工会 办公室陈明 

织金县总工会：喂。 

ＣＬＢ：喂，请问是织金县总工会吗？ 

织金县总工会：嗯。 



ＣＬＢ：您好，我是从中国劳工通讯打来电话啊。对不起麻烦你一下啊，就是

在网上呢，有你们这儿文家坝矿业有限公司二十几名矿工的一个投诉，说被拖

欠工资了，然后他们被拖欠工资以后又提出辞职，他们矿方到现在都不发工

资。那这二十多个工人等了好几个星期，又跑去了贵阳，到省信访办，然后还

说解决不了问题就去北京。那我介绍他们，让他们，建议他们来找咱们县工

会，他们有来了吗？ 

织金县总工会：文家坝的工人啊？ 

ＣＬＢ：对，文家坝矿业有限公司啊，是在井下的工人啊。 

织金县总工会：没有啊，没有听到过啊。 

ＣＬＢ：哦，我上个星期五就打电话到咱们毕节市总工会，经济部有一位姓董

的，他说他会找那些工人，也会找咱们织金县工会，看看县工会属地管理，能

不能介入。你们这儿没接到毕节市工会经济部的电话吗？ 

织金县总工会：哦，我们这儿不清楚，我要去询问一下。 

ＣＬＢ：哦，那这个矿，这个文家坝煤矿有没有工会呢？ 

织金县总工会：文家坝煤矿啊？ 

ＣＬＢ：嗯。 

织金县总工会：呃，因为我是刚来的，我还需要去问一下，不好意思啊。 

ＣＬＢ：你是刚刚应聘的社会化工会工作者吗？ 

织金县总工会：嗯，是的。 

ＣＬＢ：哦，就是那个 19年下半年开始上班的？ 

织金县总工会：嗯嗯。 

ＣＬＢ：那按说咱们这个也差不多快一年了，对工会工作也应该有所了解了

吧？特别是这个…… 

织金县总工会：关于组建工会这块没让我做，然后我不太涉及到。 

ＣＬＢ：对，那文家坝这么大的煤矿有没有工会，咱们县工会也不是说……那

么大应该了解吧？这么大的一家企业？所以…… 

织金县总工会：那可能是我自己不知道。 

ＣＬＢ：哦，那这些工人他们还说，就是签了一份东西，就是进矿的时候，五

月份进矿。然后就是说，也不知道是不是劳动合同，但是呢，工人自己手里却

没有留一份。就是说像在文家坝煤矿，这种大型国有企业，咱们工会都会按劳

动法、工会法的规定，就是代表职工指导工人签劳动合同吗？ 

织金县总工会：会的吧，如果建立工会的话。 

ＣＬＢ：啊？ 

织金县总工会：如果建立了工会的话，应该是会指导的。 

ＣＬＢ：哦，那也会有集体合同吗？ 

织金县总工会：嗯，也会有的。 

ＣＬＢ：就是理论上应该是会有的？ 

织金县总工会：嗯嗯嗯。 



ＣＬＢ：那那个这家煤矿的矿工，我跟他们工人谈啊，他们说这边有那个什

么，有那个非法承包的用工，这是非法用工啊。咱们县工会知道这个情况吗？

就是文家坝矿业有限公司，这么大的国有企业有非法用工的情况，这个咱们县

工会知道吗？ 

织金县总工会：我是不知道的，问问其他人。 

ＣＬＢ：哦，你这儿是什么部门啊？咱们县工会的。 

织金县总工会：什么部门？ 

ＣＬＢ：嗯，我说你现在…… 

织金县总工会：你是在考我吗？ 

ＣＬＢ：没有没有，对不起，对不起。我……不要误会，我不是来为难谁的。

我只是看到这个情况，我跟工人谈过以后，就建议他们来找咱们县工会。习近

平很早就提出来，就说是“哪里职工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哪里工会就要站出来

说话”，那我就建议他们来找工会，而且把这个电话也给了工人。所以才过来问

一下，咱们工会是不是会代表他们出面跟矿上…… 

织金县总工会：可能是我自己没有太关注这个事，然后来了几个反映的嘛，都

不是这个你说的文家坝工会的，煤矿工会的，所以我跟你说我没印象。 

ＣＬＢ：哦，不是文家坝煤矿工会啊，是文家坝煤矿的矿工。 

织金县总工会：嗯嗯。 

ＣＬＢ：就是他们反映说，一个是被拖欠工资，然后在拖欠工资、企业违法之

后呢，这个我想你也应该知道，劳动合同法、劳动法有这个规定，就是说企业

违反劳动法的规定，然后拖欠工资等等这些呢，劳动者可以单方面解除劳动合

同，对吧？ 

织金县总工会：是的。 

ＣＬＢ：所以他们就提出辞职，而且按照劳动法的规定给了通知期，但是矿方

却不给他们发工资，所以搞到他们要到省里，甚至要去北京去上访。所以我就

建议他们来这个工会，先来找。到现在为止，他们这几个矿工没有就拖欠工资

的事儿来找过工会啊？ 

织金县总工会：没有，我们这边现在的记录上没有。 

ＣＬＢ：所以你们这边这个电话号码就是接待工人的投诉的吗？ 

织金县总工会：都可以啊，虽然是办公室的，但如果来人的话、反映的话，我

们会叫他们来的。 

ＣＬＢ：所以他们也没打来电话，也没有上门来？ 

织金县总工会：嗯。 

ＣＬＢ：因为我是说这个文家坝矿业有限公司是在十二年前，2008 年就是国家

发改委就批准建立的，是咱们省的重点开发建设项目。所以这么大的企业，有

非法用工而且不发工资，这事儿，我想咱们工会应该，如果这个事儿要是这么

严重，工会会不会介入进去做一番调查呢？ 

织金县总工会：会如实汇报嘛。 



ＣＬＢ：汇报，跟谁汇报啊？ 

织金县总工会：领导汇报，我跟领导汇报。 

ＣＬＢ：咱们县工会的领导吗？ 

织金县总工会：这个事儿我自己不清楚。对对对。因为我第一次听到这个事。 

ＣＬＢ：哦，那你这儿有没有，咱们织金县有没有负责工会组建的部门啊？ 

织金县总工会：有啊，我们有专门负责工会组建的。 

ＣＬＢ：是基层工作部还是什么？ 

织金县总工会：嗯，基层工作部。我们职工帮扶中心有一个专门负责建工会的

工作人员啊。 

ＣＬＢ：哦，你们织金县负责建工会的是职工帮扶中心负责做的啊？ 

织金县总工会：嗯，大家都在一起的，我也不知道他是分属于帮扶中心还是办

公室。 

ＣＬＢ：哦，因为在很多地方都是属于是基层工作部来做。那您这儿有没有那

个负责组建工会的电话，我到那边去问问这个企业工会的情况呢？ 

织金县总工会：嗯，可以。 

ＣＬＢ：电话多少呢？ 

织金县总工会：你打那个 7629763，帮扶中心的。 

ＣＬＢ：7629763 啊？ 

织金县总工会：对对对。 

ＣＬＢ：我找哪一位呢？ 

织金县总工会：你找谢健吧，谢健。 

ＣＬＢ：谢，感谢的谢，健是健康的健？ 

织金县总工会：啊，对。 

ＣＬＢ：那你们这个县工会有没有专门的维权部啊，还是就是这个职工帮扶中

心啊？ 

织金县总工会：嗯，这个就是职工帮扶中心的热线，我刚才讲的这个。 

ＣＬＢ：哦，好的好的。那这样，你跟领导汇报这个事的时候，我也把这个工

人的电话号码给你好不好？可以就是给工人打个电话，看看尽早介入。 

织金县总工会：好的好的，麻烦你再详细说一下你刚刚说的部门，你是中国什

么部啊？ 

ＣＬＢ：中国劳工通讯。 

织金县总工会：中国劳工通讯。好的。 

ＣＬＢ：你记一下工人的电话号码好不好？你们看看尽快给他打个电话，然后

就是在他去北京上访之前，打个电话，让他来工会求助，这样可能会比较……

可能会好一点啊，我觉得。手机是 155XXXXX444。 

织金县总工会：155XXXXX444。 

ＣＬＢ：他姓刘。 

织金县总工会：姓刘啊，嗯，好。 



ＣＬＢ：那麻烦你们尽快能给工人打个电话吧？就是让他们知道工会在关注他

们，也就可能心里会稍微地踏实一点，好吧。 

织金县总工会：嗯，好的好的，感谢。 

ＣＬＢ：哦，还没问你贵姓啊？ 

织金县总工会：我姓陈，叫陈明。 

ＣＬＢ：陈明，明天的明，耳东陈？ 

织金县总工会：嗯，对对对。 

ＣＬＢ：好，那谢谢你了，小陈。 

织金县总工会：不用谢不用谢。 

ＣＬＢ：好，再见。 

织金县总工会：再见。 

 

 

第三通电话 织金县总工会帮扶中心 谢健 

织金县总工会：喂，您好，工会。 

ＣＬＢ：喂，您好，请问是县工会帮扶中心吗？ 

织金县总工会：是的，请问您是哪一位啊？ 

ＣＬＢ：您好，我是从中国劳工通讯打来电话啊。请问谢健在吗？ 

织金县总工会：在的，等一下啊。 

ＣＬＢ：好，谢谢。 

（稍等，换人接电话） 

织金县总工会：喂，您好。 

ＣＬＢ：喂，您好，谢健吗？ 

织金县总工会：嗯，对，是。 

ＣＬＢ：您好，我是从中国劳工通讯打来电话啊。 

织金县总工会：哦，您好。 

ＣＬＢ：您好您好。有个事儿麻烦一下，就是咱们这儿文家坝矿业有限公司有

矿工被拖欠工资，这个提出辞职以后又……矿方到现在都不发放工资，这二十

多个人已经好几个星期了，那想问一下咱们这个文家坝煤矿有没有工会啊？ 

织金县总工会：文家坝有没有工会是吗？ 

ＣＬＢ：嗯，对。 

织金县总工会：有的。 

ＣＬＢ：文家坝矿业公司是有工会的，是吧？ 

织金县总工会：嗯，对。 

ＣＬＢ：那这些矿工，他们在这儿上班的井下的工人都是工会会员吗？ 

织金县总工会：理论上的话，只要和这个文家坝公司签署了劳动协议的话，都

是属于工会会员的。 



ＣＬＢ：哦，只要签劳动合同，就都已经，就是同时就在咱们工会备案、变成

工会会员吗？还是怎么？ 

织金县总工会：嗯对，是这样。 

ＣＬＢ：那他们会拿到…… 

织金县总工会：他们就是说，每一年我们这边都要统计工会的会员名单嘛，如

果他们有报上来的话，就都是工会的会员嘛。 

ＣＬＢ：哦，那他们是会员，是不是有一个，就是咱们工会会不会给每个会员

发一个会员证啊？ 

织金县总工会：没有会员证，但是有一个贵州银行的一个工会会员服务卡。 

ＣＬＢ：哦，就是包括那个外包的这些农民工，也是会加入工会吗？ 

织金县总工会：外包的，外包的农民工是不是工会会员？等一下啊，等一下我

看一下啊。 

（稍等） 

织金县总工会：他外包有那个劳务合同吗，有劳动合同吗？ 

ＣＬＢ：那个，就是我跟这些投诉的、被拖欠工资的工人谈，他们说，当初下

井之前签了一份东西，他们也不知道是不是劳动合同，或者是或者不是。但是

他们自己手里却没留一份。然后如果是劳动合同，应该是员工自己手里会有一

份的，是吧？ 

织金县总工会：嗯，应该会有的。而且据我了解的话，他说的这种外包就相当

于是那种民工的形式。就是说，今天找一批人来帮我做这个事情，然后每个人

给多少钱。这种的话他大都是口头上的协议，或者是由他的某一个负责人去找

一批人，实际上并不存在这种签劳动合同这种形式的。 

ＣＬＢ：但是他们如果在文家坝矿业有限公司下井干活、在那儿做采掘工，这

个实际上是文家坝矿业有限公司的职工，是吧？在那儿干活。 

织金县总工会：在那儿干活的话，就是说要看他们有没有这个劳动合同了。 

ＣＬＢ：先不说有没有劳动合同，有还是没有劳动合同，那是一个非法和合法

的问题。就是雇主有没有合法，依法签合同的问题。 

织金县总工会：嗯对。 

ＣＬＢ：但是签不签那个东西，都不会影响这个事实——就是他们在井下干

活，在文家坝煤矿的井下做采掘，那就是文家坝矿业有限公司的职工，这不会

影响这个事实，对吧？ 

织金县总工会：是是是，您说的对。 

ＣＬＢ：所以说，他们跟我说呢，就是签了一份东西，自己手里却没有一份。

那如果是劳动合同的话，那矿里没给他们一份，那这就是一个违法操作。如果

不是劳动合同，假如是一个其他的什么东西的话，那他们说只签过这么一份东

西，那就有可能……就是说无论是两种情况的哪一种，矿里都有可能涉嫌违反

劳动法、劳动合同法啊。这个我的这个理解会不会有偏差啊？ 

织金县总工会：嗯，可以这么理解。 



ＣＬＢ：那咱们这个，这家国有煤矿就是说工会，您刚才讲是有工会的，那工

会会不会应该会按照工会法、劳动合同法规定的这个工会职责，指导工人签订

劳动合同啊？ 

织金县总工会：没有啊，一般他们签劳动合同都不会到我们工会这边来啊。而

且他们有各个基层工会，各个单位、或者企业、企事业都有自己的独立工会，

然后具体他们签合同的时候有没有经过工会的话，这个我们总工会这边没有做

过硬性的要求，也没有去管过这方面的事情。 

ＣＬＢ：哦，但是按照劳动法和工会法都有清楚的规定啊，就是工会的职责是

指导工人签订个人劳动合同，同时代表工人跟企业方签订集体合同。这是法律

给咱们工会规定的工会职责啊，不是说来找。 

织金县总工会：哦，不一定的。因为他跟公司签订合同的时候，很多人都是自

己跟公司方面协调，然后达成那个合同的签署，大多数都没有来找过我们工会

啊。就是说，我不知道，我在这里做的，不知道今天有谁跟哪家公司签订了合

同，这个我是不知道的。我不可能说，每个人他每天跟哪家公司签订了合同我

都知道，我都要去要求介入里面，是吧？ 

ＣＬＢ：哦，那咱们工会面对这样一个情况，就是说，如果要是，一个是不签

劳动合同就下井干活，一个是签了劳动合同却不按照规定、不规范操作，像这

种情况、让工人签一个东西，又不给工人一份，也不知道是劳动合同还是什

么。那咱们工会有什么方法来确保在文家坝，特别是文家坝这样的国有大型国

有煤矿，就是能在这儿干活的工人都有劳动合同呢？ 

织金县总工会：这个没有。 

ＣＬＢ：咱们织金县工会没有一个方案，就是能确保每一个在这儿干活的工人

都要有劳动合同，有没有这个方法？ 

织金县总工会：没有方法。 

ＣＬＢ：那这个会不会，如果上级工会来问责，会不会咱们这儿会有麻烦啊？ 

织金县总工会：具体我也不是很清楚，我刚来也没多久。而且就是说，还是刚

刚那个问题，就是当地就有很多这种临时工的类似存在。就是说他们要求今天

你找几个人，帮我把这个活儿干了。然后因为这个活儿是临时性的，就不必要

说长期雇佣这么一批员工，而是需要做这项活动的，这项项目或这项活儿的时

候，就临时找几个人来，做完了就完事儿了，然后结清就好了，大多数都是这

种情况啊。 

ＣＬＢ：那像文家坝矿业有限公司的这种井下采掘，就是采煤工，这是这个这

家煤矿的主业，那采掘不能是临时找几个人干几天、然后不干了、再找吧？这

可是主业啊。除非你是扫院子，或者是有什么地方有的水淹了，或者是什么修

房子，或者是砍树。这些是清洁，这些事可以是临时的干。但是采掘，井下采

掘，不应该是临时的吧？ 

织金县总工会：嗯，采掘应该不是临时的，但是这个具体情况我也不是很了解

他们怎么操作的。 



ＣＬＢ：所以你是不是去年下半年社会化工会工作者应聘来的啊？ 

织金县总工会：我是去年下半年到这边来见习实习的。 

ＣＬＢ：哦，所以你是负责工会组建的，是吧？ 

织金县总工会：我主要平时的工作就是负责，他们成立工会，然后我给他们出

批复这一块。教他们怎么去写这个成立工会的请示啊，或者是有哪些步骤，然

后就给他们去批复这些。 

ＣＬＢ：哦，那像文家坝矿业有限公司这样大的企业，他们工会，就是说第一

是这个工会有没有代表工人、指导工人签订劳动合同，确保最少采掘面、这个

采掘工是没有这种临时工的这种安排，也没有这种非法的外包的这种安排。那

咱们工会组建这部分是不是也会把手伸过去那一边，也确保这个矿里面的工会

有发挥作用呢？ 

织金县总工会：这个我就不是很清楚了，因为我来之后没有接触到这一块的工

作。 

ＣＬＢ：那这个……到时候一问起来，这个小谢啊，你组建起来的工会，或者

是在你这个范围里面的工会，到底建起来了有没有作为呢？那到时候你要是答

不上来，那会不会被问责啊？ 

织金县总工会：因为他是在我来之前成立的工会嘛，然后我真的不是很清楚。 

ＣＬＢ：但是之前成立的工会，既然成立起来了，作为负责组织的，也要跟进

吧？就是说，这些组建起来的工会，一年以后、两年以后、五年以后，是不是

还在，是不是还作为，那到底还有多少会员，那这些还要有定期的跟进吧？不

能说是组建完了就一劳永逸就不管了吧？ 

织金县总工会：这个之前都没有跟进过。 

ＣＬＢ：没有跟进过啊？ 

织金县总工会：对。 

ＣＬＢ：哦，那那个小谢，我不知道提一个建议会不会，你别介意啊，会不会

是不是合适啊。 

织金县总工会：您说。 

ＣＬＢ：我觉得啊，就是你作为咱们这个织金县负责工会组建的工作人员，是

不是回头对本县，过去你来之前过去的工会，到底还在不在，到底还做不作

为，到底还有没有会员，能不能回头翻一翻，确保建起来的工会还是作为的

啊？ 

织金县总工会：好好，可以，我就是去统计一下，联系一下，了解一下。 

ＣＬＢ：对，要不的话，建了半天等于没建。 

织金县总工会：嗯。 

ＣＬＢ：我不是说那个什么啊，因为我遇到了这样的事件，就是说，所以才问

起的这个事儿。那另外一个就是说是，他们工人也反映，说是他们在采掘面上

是有非法承包、非法用工的情况。也就是说，他们是受一个包工头的管理，然

后这个包工头的这个什么呢，他是从给工人的钱身上，每个人身上抽头，然后



作为包工头。那按道理讲，这个像采掘面上呢，按以前说呢，采掘队长应该是

矿方的聘请的管理人员。但是现在这个文家坝这个大型国有的煤矿里面，却用

这种非法承包的形式。那咱们工会要不要过去特别地对这个文家坝煤矿非法用

工的，涉嫌非法用工的可能性去做一个调查啊？ 

织金县总工会：可以，我这边向领导反映一下，然后请领导安排去查看一下，

看结果如何。 

ＣＬＢ：好的，感谢你。还有一个就是说，像这种我刚才说的这些来投诉的这

些农民工，他们……我也问了他，就是说他是不是工会会员，他说不是工会会

员。然后我问他知不知道工会，他说以前曾经知道过工会，但是从来没有加入

过工会，然后也没有人去发展他入会。所以那像这种，包括这个非法外包用

工，他毕竟是工人。那咱们矿的工会，或者县工会，当然现在没有这个计划

了，没有这个安排了，那以后会不会对这些特别是在大型国有煤矿这种井下的

工人，专门地发展出一个让他们也加入工会这样的一个组织计划呢？ 

织金县总工会：嗯，这方面这种事，肯定以后会把这方面的工作重视起来的。

那之前没有去重视的原因，就是都是那种属于说，如果在总工会这边成立了工

会，那和他们就是产生了劳务关系、或者是签订了劳动合同的员工，就是默认

为是工会会员，然后如果有什么困难啊、或者是需要工会这边帮助的话，也可

以向工会这边申请相应的补助和相应的就是支持。 

ＣＬＢ：所以那，其实现在，从 2015年，可能你去年来也应该知道吧，领导应

该有跟你们新入职的应该也有谈过吧？就是 2015年 11月 8号开始启动的全国

总工会的改革，这个你应该知道吧？ 

织金县总工会：嗯。 

ＣＬＢ：就是改革其中有一句话，我觉得是习近平讲得非常到位的，就是说

“哪里职工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哪里的工会就要站出来说话”，这个是对工会

改革的一个非常形象化的一个要求。那像这些矿工被拖欠工资，那你们这儿的

工会可不可以过去关注一下，就是代表他们跟矿方交涉，把工资拿回来啊？ 

织金县总工会：因为之前倒是说都没有接到过这方面的反映，然后他们……就

是我之前，就是没来这边上班之前，了解到的情况都是说，有这种问题存在的

话，都会自己去找人社部门啊或者是其他一些部门，然后大多都没有找到工会

这边来。而且我来这边上班之后，接触到的这种类型的事件也很少。现在就是

怎么说呢，可以说今天才听到这种事情，然后我具体也不知道怎么处理。之后

的话，我需要向领导反映一下，然后看领导的安排啊。 

ＣＬＢ：哦，那可不可以换一下角度，就是说，与其向领导反映一下，可不可

以向领导提个建议啊。就是跟领导提议一下，就是说习近平讲话说是“哪里的

职工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哪里的工会就要站出来说话”。而不是说，哪里的劳动

部门就要站出来说话，对吧？ 

织金县总工会：可以，可以。 

ＣＬＢ：也没有说，“哪里的职工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哪里的职工就要去主动找



工会”。所以说，这个工会改革是让咱们工会能动起来。 

织金县总工会：好，可以。 

ＣＬＢ：所以，那这个，小谢是不是可以，与其跟领导汇报，不如跟领导直接

提建议，就是说我觉得咱们工会是不是主动走出去。比如说以一两个大型企

业，包括文家坝煤矿，走进矿里，把现有的工会，他有可能不作为，有可能是

这个工会改革没有去到那儿，到企业工会。那让他发挥出一种生气来，把他有

所改变。那向领导提这么个建议是不是可以呢，而不是汇报等领导的决定啊？ 

织金县总工会：是是，您说的这个可能更好一点，我晚一点的话给领导。 

ＣＬＢ：没有，没有，只是分享一下。你们年轻人可能对中国改革开放的这个

什么没有亲身经历过当初改革开放的起点。那你们可能读书有读过，但是起点

没有经历过。比如说安徽小岗村的这个分田到户，你应该知道这个事吧？ 

织金县总工会：我之前在网页上浏览过。 

ＣＬＢ：对，所以那个时候小岗村的党员干部可是，真的是下了大决心的，就

是签了血书说，如果以后要判刑、甚至杀头，我们这几个党员干部兜着。所以

那时候可没有等上级领导通知，也没有等上级领导做出决定来告诉你一二三

啊。他们是他们自己做出来，结果分田到户就推出了过去四十年中国的改革开

放，对吧？ 

织金县总工会：嗯。 

ＣＬＢ：所以咱们工会改革也要靠你这样的，小谢你这样的年轻人啊，就是要

有所魄力啊。 

织金县总工会：是是。 

ＣＬＢ：对，不能是整天向领导汇报，然后等着领导给指示。然后，那领导还

要给领导的领导，给领导的领导，一直到咱们整个中国就等着习近平一个人给

指示，他给得过来吗？ 

织金县总工会：您说的这个确实有道理。 

ＣＬＢ：对，所以这个。那这样，我把这个工人他……这个工人代表的手机号

码给你留下好不好，你如果要是…… 

织金县总工会：好，可以可以，你给我一下，我过去的话我跟他们取得一下联

系，然后了解一下详细的情况。 

ＣＬＢ：那太好了，太好了。他手机号是 155XXXXX444。 

织金县总工会：155XXXXX444。嗯好，就这样。 

ＣＬＢ：对，因为还有一个情况就是他们也提到了，说是包工头和矿里面呢，

就是跟工人形成一种冲突的一种态势。他们工人，当然了，我也跟他们说过，

因为我在上个礼拜刚跟阜新那边的一个矿，有一些工人跟他们谈过，那里就是

工人被克扣工资然后跟矿方冲突起来，结果有两个工人被刑事拘留了，就是故

意伤害罪。那我也跟这里的工人谈过，就是千万别掉进这个套里，就是跟（他

们）冲突起来，一旦刑事罪了，那你这个到时候就亏了。所以我也就是说让他

们来找工会，如果是工会站在企业和工人的中间，就可以避免这种冲突。你说



是不是啊？ 

织金县总工会：是是是。如果闹到那种地步，事态就不太好了。 

ＣＬＢ：对对对，所以到时候真问责起来，有可能工会也要被问责啊，你们工

会去了哪儿，对吧？特别是我今天打来电话了，咱们工会以后不能说不知道这

个事儿了，也跑不了了。 

织金县总工会：麻烦再问一下，请问你是哪儿来的，刚刚我没有听得很清楚。 

ＣＬＢ：我这是中国劳工通讯。 

织金县总工会：中国劳工通讯？ 

ＣＬＢ：对对对。 

织金县总工会：好的好的。 

ＣＬＢ：那就麻烦你了。哦，这个工人姓刘。 

织金县总工会：刘，文刀刘是吧？ 

ＣＬＢ：对对对，刘静。 

织金县总工会：好，刘静，好。 

ＣＬＢ：那麻烦你。 

织金县总工会：不用不用，这个本来就是我们的工作。 

ＣＬＢ：就给他打个电话，让他也心里有个底，就是工会来关注他了。对，心

里有底是很重要的，特别是在维权的时候。好吧。 

织金县总工会：好的，我这边稍后就跟他取得一下联系，了解一下这个事件。 

ＣＬＢ：好的，那多谢你了，小谢，再见啊。 

织金县总工会：没有没有，应该我多谢你才是。 

ＣＬＢ：没有没有，再见。 

织金县总工会：好，再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