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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不应该被忽略
北大学生调研学校后勤工人:超 3/4未签合同或持有合同

“他们是隐藏在食堂工作台
后的脸庞；他们是屈居于八人间
宿舍中的黑影。 平时，他们是一
个很难被北大师生注意到的群
体。 ”

12 月 15 日， 北京大学学生
社团马克思主义学会微信公号
上发布《北大后勤工人调研报
告———被忽略的群体》，61 名北
大学子将目光投向在食堂、保
安、园林、保洁和建筑工地等部
门工作的，既熟悉又无比陌生的
北大后勤工人。

调查结果发现，存在劳动合
同缺失严重、 无端克扣工资、不
发工资条、多数单位不为员工缴
纳社保等工人合法权益被侵害、
食宿条件恶劣等问题。

尽管他们就生活在北大学
生身边，但这些问题在此之前却
从未引起重视。 他们本不应该被
忽略， 同样不应该被忽略的，还
有那些为农民工提供服务的社
会组织。

61名北大学生的调研和呼吁

9 月下旬， 北大校园内建筑
工人讨薪的话题引发北大学子
大讨论。 11 月中旬北大马克思主
义学会面向全校招募志愿者，成
立校园工人状况调研小组。 最
终，来自社会学系、中文系、法学
院、 新闻与传播学院等 19 个专
业院系的 61 名本科生和硕博研
究生参与了本次调研。

11 月 23 日—12 月 5 日期
间， 志愿者分成四个小组对学校

几个重点后勤部门的工友进行了
探访。 整个过程采取深度访谈的
形式，以个体访谈为主，群体访谈
为辅，共访谈约 100名工友。

访谈到的工友大都来自河
北、河南和山东三省，很多有长
年的打工经历，生活的重压迫使
他们背井离乡， 来到外地谋生，
却面临着回不去农村、在城市也
留不下的境地。

在报告中，调研团队称希望
通过此次调研真正接触身边工
友，详细了解并向师生们展现后
勤工友真实的工作和生活状况，
将被标签化了的“工人”还原为
全面的、活生生的人，探求校园
不和谐劳工问题的根源并尝试
对此提出合理化建议。

被忽略的五类问题

调研报告分别对“合法权益
被侵害”“恶劣的食宿条件”“乏味
的地下室生活”“单调紧张的人际
关系”“建筑工人之殇” 等进行了
论述，诸多问题被一一呈现。

合法权益被侵害主要包括
劳动合同缺失严重，无端克扣工
资、不发工资条、多数单位不为
员工缴纳社保等问题。

报告显示大约有 36%的后
勤工友在入职以来，单位根本就
没和他们签订劳动合同，超过 3/
4 的工人未签合同或者未持有合
同；单位从来不按照劳动法等相
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计算工资，只
有不足一成的工友可以拿出工
资条；单位为其购买社保的后勤

工友比例低于 40%，而全额购买
的则不到 10%。

与此同时，大多数工人维护
自己权利的意识普遍不强，对劳
动法律的规定也不熟悉。 75%的
人权益受到侵害忍气吞声，不敢
维权。

食宿条件方面，北大绝大多
数后勤工人住在地下室，大多数
工人宿舍的面积和学生宿舍差
不多，却放着四张上下铺，格外
拥挤，因此很多生活用品就需要
被放在床上；在交流中学生们得
知，食堂打发阿姨早饭大都是馒
头加咸菜，而其他两顿饭经常吃
清汤面和炒蔬菜， 肉食很少见，
反正是“什么便宜吃什么”。

精神和文化生活方面，工人
们娱乐和文化生活的时间很少，
他们能够获得娱乐和文化享受
的渠道也极其有限，这其中既有
经济条件的限制，又有观念的影
响。 对于很多工人来讲，自己的
生活就只有工作。

人际关系方面，调研小组分
批走访过 5 个保安宿舍，发现每
个宿舍的工友之间并没有多少
交流，经常看到的是画面是每个
人都在低头玩手机，有室友下班
进来后也不会打招呼。 工友们普
遍认为学生与工友之间的交流
太少，所以一旦他们遇到主动交
谈的学生就热情异常，话匣子一
旦打开就停不住。“谢谢你们，平
时虽然一直为大家服务，但却很
少和学生直接打交道，我们和你
们这些天之骄子差得太远了，我
们经常开玩笑说，在一部分人学
生心中，外面的野猫都比打工的
强……” 一位中年大叔这样表
述。

由于建筑工地在劳动模式
上同食堂等后勤部门存在较大
差异，调研报告把在建筑工地发
现的问题单独列出， 工资拖欠、
工伤得不到赔偿是主要问题。

谁在持续关注农民工？

报告发出后，很快就引发了
北大学子、 后勤工人们的讨论。
报告编写组也在调研报告中呼
吁学子们走出象牙塔， 关注底
层，走近工人，分享他们的喜怒
哀乐；用实际行动去为身边的工
友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可以
在晚上走进宿舍陪他们聊聊天，
听听他们真实的心声，可以通过
不同的方式了解他们的困难，帮
助其维护合法权益！

其实这些工作早就有公益
组织在关注、实践。 调研报告中
就提到“当我们聊及工友之家为
工人提供的一些文化和娱乐活
动时，工友们表现出了极大的兴
趣，部分工友希望在工友之家组
织的元旦晚会上表演节目。 ”

这里的工友之家全称北京
工友之家文化发展中心，是一家
致力于服务打工者群体的社会、
文化、教育、权益维护及其生活
状况的促进与改善的民非机构，

成立于 2002 年。
在工友之家的组织下，由打

工者自己发起创办、以文艺的方
式为打工者群体提供文化教育
服务的新工人艺术团多次奔赴
各建筑工地、工厂、高校、企业及
社区坚持为工友们做义务演出。

2006 年，工友之家还创办了
同心互惠商店，通过面向社会募
捐及回收筹集闲置富余物资、在
打工者生活社区开办“同心互惠
商店”进行义卖的方式，以降低
打工者的生活开支，发展移民社
区的合作消费， 促进社区参与、
支持打工者群体自身文化教育
事业及其他相关公益活动，从而
改善打工者群体的生存状况。

和工友之家一样以为工人
服务为己任的社会组织，还有不
少。中国民间公益透明指数收集
的的劳工领域的 NGO 就有 40
家， 其中广东 20 家， 北京有 7
家。

这些机构为农民工提供生
活支援、文化娱乐、心理咨询、安
全防护、法律支持、权益维护、未
来发展等多种类型的服务。

例如，北京一砖一瓦文化发
展中心就在给建筑工人提供免
费安全生产教育培训；2007 年成
立的北京义联劳动法援助与研
究中心则致力于为困难职工、农
民工提供专业化的劳动法律援
助；深圳青草工友成长服务部为
打工者提供劳动关系、 日常礼
仪、有效沟通、合理理财、普法知
识等不同层面的培训服务……

不应被忽略的公益组织

虽然有这些民非机构在关
注农民工， 但与巨大的需求相
比， 机构的数量还远远不够，而
且目前已经成立的这些机构发
展得并不顺畅，在公益慈善行业

一定程度上被忽略了。
分析中国民间公益透明指

数的数据可以发现，不论是自身
数量还是与其他领域的机构相
比， 从事农民工工作的 NGO 都
明显偏少。

据 USDO 自律吧总干事丁
承诚介绍， 通过公开信息搜集，
截至 12 月 9 日， 中国民间公益
透 明 指 数 共 收 集 到 1680 家
NGO 组织的数据， 关注农民工
的 40 家，12 家注册为民非机构，
14 家为工商注册， 有 4 家未注
册， 还有 10 家公开信息未显示
注册情况。

这一数据相较于残障领域
的 289 家、 环保领域的 169 家还
有很远的距离，而且统计显示一
大半的省份里没有这样的组织。

已经成立的这些机构大多
数的发展之旅并不顺畅，资金匮
乏是一个主要问题。 由于大多数
基金会的关注领域不包括农民
工问题，他们从基金会获得的支
持有限；政府购买项目方面则并
不稳定，已经实施的项目中途被
停止的现象也是存在的。

公众募款方面，这些机构的
项目往往传播困难， 成功率不
高。 工友之家就曾经为设置工人
活动中心大院的公共椅子发起
过网络募捐，但收效并不大。“我
们之后采用了社区参与的方式，
号召工友利用业余时间参与制
作，最终完成了项目。 ”工友之家
工作人员付秋云表示。

发起者是工人、 志愿者等工
作人员是工人、 资源的提供者还
是工人， 是目前关注农民工的公
益机构的常态，从某种程度上说，
他们是远离主流舆论关注的。

这种状况需要改变，不仅需
要机构自身的努力，更需要外界
更多的关注。 他们，本不应被忽
略！

� � 9 月下旬，北大校园内建筑工人讨薪，引起北大学子对工人问
题的关注。

关注工人的 NGO 集中在广东、北京等地

调研报告显示，北大后勤部门工人合同签订情况堪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