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2020 年 7月 20 日，湖南省张家界市桑植县高峰煤业有限公司团结煤矿发生

瓦斯燃烧事故，造成 3人重度烧伤 

——一通电话，致电一个工会 

 

第一通电话：湖南省张家界市桑植县总工会 办公室 陈先生 

桑植县总工会：喂？ 

ＣＬＢ：喂，请问是桑植县总工会吗？ 

桑植县总工会：嗯，你是哪里啊？ 

ＣＬＢ：你好，我姓韩，我是从中国劳工通讯打来电话啊。 

桑植县总工会：哦。 

ＣＬＢ：就是关于你们这儿，我在国家煤矿安监局网站上看到，这星期一你们这

儿高峰煤业有限公司团结煤矿有瓦斯燃烧事故，有三个人重度烧伤，想问一下咱

们工会有没有参与这个事故调查呢？ 

桑植县总工会：哦，我问一下具体管这方面的，好不好？应该有的，我们每次，

他们有事故，我们都会参加。 

ＣＬＢ：就是有事故就会参加？ 

桑植县总工会：恩，有事故，安全局……安监局都会喊我们去参加的。 

ＣＬＢ：哦，那这被烧伤的三个人都是本地工人，还是外地来的工人啊？ 

桑植县总工会：这个具体我还不太清楚。我要问一下具体管这个的人，我要问一

下他，他具体管这方面的才清楚。 

ＣＬＢ：您这个是县工会经济技术部的吗？还是…… 

桑植县总工会：办公室。 

ＣＬＢ：办公室，那您这儿有没有……经济技术部，经济技术部是负责安全生产

的吧？ 

桑植县总工会：他，有一个安全生产的，对。 

ＣＬＢ：那您这儿有经济技术部的电话吗，我可以这样子……免得你这儿不了解

情况。 

桑植县总工会：行行，我帮你问一下好吧？ 

ＣＬＢ：您这儿有没有经济技术部的电话，我打过去直接跟他们聊一下呢？ 

桑植县总工会：哦，他们现在办公电话好像都没有，就是私人电话。 

ＣＬＢ：哦，那就不好意思拿人家私人电话了。他们负责安全生产的工会部门，

没有座机电话啊？ 

桑植县总工会：没有座机电话啊。 

ＣＬＢ：哦，你们这儿，不是那个什么嘛，工会资源下沉，在你们这儿县级工会

都没有负责安全生产部门的座机电话都没有啊？ 

桑植县总工会：没有，我们现在什么事都是通过办公室转的。资源下沉，我们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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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会才六七个人。 

ＣＬＢ：哦，县总工会才六七个人啊？ 

桑植县总工会：对啊。 

ＣＬＢ：哎呀，那工会改革资源下沉，到县这一级，应该算是下沉基层工会了吧，

你们这儿桑植这边…… 

桑植县总工会：现在就是缺人员，缺编，没编制，我们这儿才六个编…… 

ＣＬＢ：这不是过去，这几年有工会改革，不是有这个资源聘请那个社会化工会

工作者吗，你们这儿没有吗？ 

桑植县总工会：社会化工作者，现在县里面他好像又不能乱批用人员，哎呀，这

个比较麻烦。 

ＣＬＢ：什么叫乱批啊，从全国总工会，而且工会改革可是习近平亲自抓的、亲

自推动的，这个还会缺资源吗？ 

桑植县总工会：是啊，我们现在……你看，我们以前跟县里申请了多少次啊，要

他弄两个编制，一直都没有。没有批下来，没有。 

ＣＬＢ：那你看，我在省安监局……就是煤矿安监局网站上也看到说是，从今年

三月份开始，全省各个市的应急管理局还有监察分局啊什么之类的，就要对全省

煤矿，每个月生产，就是说安全生产每个月要进行一次考核。那这项考核，咱们

县级工会有没有参与啊？ 

桑植县总工会：县级工会考核？具体好像都是……因为我是办公室这边，具体都

是由劳动保护部一个姓罗的部长参加。 

ＣＬＢ：对，我就是说啊，这些事情因为咱们县工会资源有限，人员有限，所有

的跟外边的对接都是由咱们办公室安排。所以你们这儿办公室有没有在过去，从

三月份到现在，就协调每个月一次的，县里面煤矿经营单位的安全生产，每个月

一次的考核啊？ 

桑植县总工会：这方面，他们每次都是，安全有什么事就直接通知我们生产保护

部的那个负责人。 

ＣＬＢ：所以，你们这儿办公室这边没有了解到，有这个从三月份开始的这个每

个月一次的安全考核？ 

桑植县总工会：是是是。我们办公室有时候不知道详细情况。 

ＣＬＢ：哦，他这个啊，我也是在他们网站上看的啊，就是到现在为止呢，这个

发生事故的团结煤矿，他们三月份、四月份和六月份的考核呢都合格，但是五月

份的考核呢不合格。然后考核合格是九十分线，五月份的团结煤矿只有七十九分，

所以差十几分。那像这种情况，如果咱们工会要是有参与这个考核的话，那会不

会就是说，（工会）一看考核不及格，然后就会赶快进入团结煤矿，就去了解安

全生产的实际情况？就是说，如果（工会）参与的话，是不是就会有这个跟进的

这种工作啊？ 

桑植县总工会：我们主要是参与维护职工权益这方面的，其他的方面我们可

能……就是看他在维护职工权益方面做的有没有缺失啊，这些方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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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ＬＢ：主要是像什么劳动合同啊，工资拖欠啊什么这一类的？ 

桑植县总工会：对对对。再就是发生事故以后啊牵扯到赔偿啊，这些看是不是按

照法律法规要求给规定的赔偿。 

ＣＬＢ：哦，所以是不是说……我也看到，《安全生产法》第七条规定，要求工

会依法对安全生产工作进行监督。而且还要求，生产经营单位的工会要依法组织

职工参加本单位安全生产工作的民主管理和监督。那咱们县工会，整个桑植县工

会只有六个人，那足够不足够…… 

桑植县总工会：七个人嘛，六个编七个人，还超编一个人。 

ＣＬＢ：哦，另外第七个人是没编制的？ 

桑植县总工会：就超编一个，总共七个，总共是六个编制，就五个行政编，一个

后勤事业编。 

ＣＬＢ：哦，那从《安全生产法》第七条，对工会提出这么高的要求，就是说这

是工会的一项职责，就是避免安全生产（事故）、进行监督工作。但是你们这儿

只有七个人，一个县工会，县里面这么多企业，这么多矿啊，大大小小的这种，

那你们这怎么落实《安全生产法》第七条给你们定下来的职责啊？ 

桑植县总工会：我们没落实也没办法啊。就是反正安监部门他去处理，叫我们去，

我们这边就安排一个人去啊。 

ＣＬＢ：但是《安全生产法》却给你们工会规定了这项职责，是你们独立地对企

业安全生产进行监督啊？就是说…… 

桑植县总工会：我们没有人员啊，这个没办法去进行监督。那么多企业，根本没

办法监督到。 

ＣＬＢ：对，为什么我提到这一点，就是您刚才提到，咱们工会主要是集中资源，

就是能有的这些资源和时间，精力，来管工人权利的事情。还有就是说如果发生

事故就确保赔偿。那就是说，有没有可能，就是说，按照《安全生产法》的规定，

咱们工会往前多走一步，就是说从事故以后确保赔偿，到避免事故，就是避免这

种悲剧的发生？就是资源看起来，人力啊什么的够不够？ 

桑植县总工会：人力、资源都不够。 

ＣＬＢ：哦，所以你看，我也是在这个什么，在这个咱们省煤矿安监局网站上看

到他们对这次事故的一个初步了解。说这个原因是这家矿从六月份开始，就擅自

启封了已经被责令封闭的一大片采面，而且就是以掘代采。然后，违规承包给多

个外面的包工队，还有工作面用局部通风机通风，不是全面通风。然后风筒也安

装得不合格，在位置不对。而且特别重要的是没有监测监控，都没有安装。所以

最后导致通风不畅，瓦斯聚集。而且这个煤矿是低瓦斯矿啊，就是说，低瓦斯矿

还造成了瓦斯聚集，而且遇到火源。遇到火源，火源从哪里来？然后引起了瓦斯

燃烧。就是说，一方面六月份的时候，在每月的考核里面这家团结煤矿六月份的

考核成绩有很大进步，从七十九分到了九十四点五分。然后又同时是在六月份，

他们擅自启封了被责令封闭的采面。所以，这个考核与实效的这个事儿，好像对

不起来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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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植县总工会：好像说不过去哦。 

ＣＬＢ：对呀，就是在同一个月份，他考核的成绩大幅度进步。然后同时，咱们

安监局又落实了，就是说了解到六月份开始，擅自启封被责令封闭的这个采面。

所以这个考核跟实际操作完全是分开的啊？ 

桑植县总工会：他这个考核，他们应该都是安委管，县安委管啊。 

ＣＬＢ：对。所以我的意思是，咱们工会的角色在哪里？工会是不是就是说啊，

以这次事故作为一个契机。以前不是说跟县里申请编制名额什么的申请不到，那

可不可以以这次事故为契机，向省煤矿安监局，或者是县的，或者是市的，然后

要求从现在开始工会需要人，要参与这个由省安监局统一安排的月度对煤矿的考

核。工会可不可以以这个为契机要求参与啊？ 

桑植县总工会：要求参与？这个我们本身就没有人员。上面给不了人员编制。上

面说要改革，怎么说呢，改革也没有办法，改革改不到位，他没人。 

ＣＬＢ：对，你就从要求参与的这个角度切入。就是说，他如果批准了你，或者

是邀请工会正式参与月度对煤矿的考核，那你们不是就多了一个理由，向县政府

县财政申请编制吗？就是说，那我们这边一方面已经批准了要参与这个，但是同

时我们没人，是不是可以增加编制啊？这不就可以增加编制了吗？ 

桑植县总工会：那，考虑不到这方面的事。 

ＣＬＢ：啊？ 

桑植县总工会：县里面考虑不到这方面的事。没办法的，那个编制。 

ＣＬＢ：那或者就是说，不要编制，但是增加一些预算，就是那种社会化工会工

作者，不是也不是编制吗？都是这个…… 

桑植县总工会：现在那个公益性岗位好像都要取消了。 

ＣＬＢ：取消了？现在不是，工会的社会化工会工作者，现在全国各地的工会不

是还在不断地…… 

桑植县总工会：工会的社会化工会工作者，我们都要放到乡镇，放到企业去的，

不能放在我们总工会的。 

ＣＬＢ：那像你们县一级的这种协调安全生产的监督考核，这个不能跑到乡镇去

安排吧？ 

桑植县总工会：他安全生产，这个都是安委会去考核嘛，与我们都没关系的，我

们都不参与。 

ＣＬＢ：所以说，资源下沉等于是工会的资源是下沉到乡镇一级了？ 

桑植县总工会：下沉乡镇，乡镇现在，怎么说呢，工会在基层，这是一个普遍的

问题。 

ＣＬＢ：哦，那像这家煤矿，像就是说这个团结煤矿，出事的这个，这个矿有没

有矿企业工会啊？ 

桑植县总工会：团结煤矿，好像他们……他人不多，他是个私营的。 

ＣＬＢ：对，私营煤矿，他好像是 11 年注册的，那他有工会吗？是不是私营企

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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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植县总工会：他们好像都没组建工会。 

ＣＬＢ：就是，私营企业组建工会，特别是煤矿这种，是不是比较困难啊？ 

桑植县总工会：私营企业都比较困难，他企业老板都不想组建工会。 

ＣＬＢ：最大的困难就是说服不了老板？老板拒绝建会？ 

桑植县总工会：再一个可能我们这边人员也不够，我们天天去找他可能也做不了，

因为企业比较多嘛。 

ＣＬＢ：哦，这么聊半天才搞清楚，不是搞清楚啊，我才算是明白了一点儿。就

是说一方面，《安全生产法》规定了，就是要求工会依法对安全生产工作进行监

督，对吧？生产经营企业的工会要如何如何。但是呢，现在现实当中呢，工会又

没有资源，同时老板又拒绝建会。 

桑植县总工会：是啊。 

ＣＬＢ：那在这种情况下，没有企业工会作为抓手，那你们工会怎么落实《安全

生产法》规定的监督职责呢？ 

桑植县总工会：现在我们没办法啊，就是县安委会一起去弄咯，去做咯。 

ＣＬＢ：所以只能是政府一家在那边忙，然后，其实就是等着事故发生。事故发

生了之后再去调查、追究责任。其实预防这个事情在现实当中，特别是在煤矿这

种事故高发的矿山企业，预防，怎么说呢，不说是走形式，几乎可以说是巧妇难

为无米之炊了？ 

桑植县总工会：是啊。就是安监部门去开展宣传咯。每年六月份搞那个安全生产

宣传月，我们就去企业，通过去给他们做一下宣传啊。 

ＣＬＢ：对，就是像刚才说的，咱们省安监局的网站上说得很清楚。就是六月份

这家出事的企业，他们考核的分数最高，但是又在同一个月，他们考核分数最高

的这个月，他们又擅自启封被责令封闭的采面。所以就变成预防和现实根本是脱

节的，最多也就是做到形式上的东西。那我的问题是…… 

桑植县总工会：按理说他们应该是矛盾的吧。 

ＣＬＢ：对，在我这里是一个外行的角度啊，我不是工会的角度，从外行的角度

一看，这里好像真的就是，关键部位就缺企业工会的参与啊。如果咱们想象，如

果这家团结煤矿，如果有工会的话，对吧？那这个事情，咱们工会的会员，企业

工会，就可以依据《安全生产法》的规定，说咱们刚考核完，咱们可是最高分，

六月份，那你们老板不可以启封这个已经被封闭了的这种采面。那工会就可以在

现场发挥作用啊，工会会员就可以在现场发挥作用啊？ 

桑植县总工会：嗯，是。 

ＣＬＢ：所以，就是说……我这么聊了一会儿啊，我自己觉得啊，其实关键是咱

们工会没有资源，或者是不在现场，去不到现场。 

桑植县总工会：没有人力也。现在人员特别，可能是缺人员，缺的特别厉害。你

想想一个这么大的县，就是包括领导一起，就六个人，七个人，能完成这些事吗？

所有的。 

ＣＬＢ：对，像这种，除了人员以外，就是你们作为上级工会，面对这种矿山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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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老板拒绝建会的情况，如果到时候有了人员了，再给你增加一倍，再给你增加

七个人，都有编制。而且那七个人里面的五个人都是专门负责基层企业的这种安

全生产啊、组建工会等等的。那面对老板不同意建会这样的情况，那你觉得咱们

县工会有没有可能，直接未来跳过要经过老板同意建会的这个操作，直接成立咱

们县的矿工工会联合会，直接发展矿工入会呢？ 

桑植县总工会：这个怎么说呢，如果是说老板不同意建会，我们也……如果是人

员够的话，我们也可以采取法律途径啊这些去给他弄啊，也可以去弄的。但是你

现在没那人力啊。 

ＣＬＢ：所以如果增加了基层县工会的人手的话，如果面对企业老板拒绝建会的

这种情况这种刁难，其实如果县工会有足够的人手，是可以通过法律上的跟他们

碰，来强制突破建会的？ 

桑植县总工会：是啊。 

ＣＬＢ：那有没有可能不碰呢？就是说，咱们为了和谐劳动关系这样，工会要不

跟老板碰，就是跳过老板同意，老板不同意也没关系。咱们县比如说成立一个桑

植县矿工工会联合会，由县直属，然后呢，直接到咱们矿里面发展矿工直接加入

工会，不需要老板同意。这样做是不是可以呢，先把矿工工会联合会先建起来？ 

桑植县总工会：行业工会啊？ 

ＣＬＢ：嗯。 

桑植县总工会：建行业工会也是可以的。 

ＣＬＢ：嗯。 

桑植县总工会：但是你现在像他，我们煤矿山，整个煤炭企业，好像我们县只有

三家了吧。 

ＣＬＢ：哦。所以刚才谈到资源不够的问题，这个也是很巧合，很那个什么，让

人觉得有点矛盾的就是——我在咱们张家界市总工会网站上刚才看到说，张家界

市和桑植县总工会在今年四月十四号的时候，委托一个叫深圳红色文化教育有限

公司组织了一次主题党日活动。那我想咱们工会委托这种红色文化教育有限公司

办活动也要给钱的吧？而且看起来，照片上好几十个工会干部穿着红军的灰色军

服，带着八角帽，扎着绑腿，到那个湖南百年红色教育基地党建广场，在那儿合

影拍照。这个，做那些衣服也花不少钱吧？主办这些活动也花不少钱吧？给人家

这个深圳…… 

桑植县总工会：他这些服装都是他们基地的。 

ＣＬＢ：就是给人家这个深圳红色文化教育有限公司付钱，办这个主题党日活动

也得给钱吧？ 

桑植县总工会：他这个要不了多少钱。 

ＣＬＢ：要不要钱，但是钱……就是说，在那个广场上合个影，然后说是为了让

咱们工会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让这八个字入脑入心，然后把这种精神融

入到工作里面。这个，说实话，我在读这个的时候，在脑袋里想的是煤矿的那三

个人被重度烧伤，而且刚才又提到，咱们又没有资源去煤矿企业去组建工会，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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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不让建会，又没有资源让工会参与对煤矿的月度考核、预防事故的监督。所以

现在就令到，我的手里，我的电脑屏幕上，就看着这三十好几个人在桑植烈士陵

园里合照，这有点对不起来啊。这个“入脑入心、牢记使命”？没关系啊。而且

说要把这种精神融入到工作中，这个对我来说好像就有点看起来像摆拍啊。就是

说，真能通过这样的活动入脑入心？我自己是觉得比较怀疑。您本人有没有参加

这次活动啊？ 

桑植县总工会：嗯，去过。 

ＣＬＢ：去过，也穿了那身灰色军服，然后戴了八角帽？ 

桑植县总工会：嗯。他这个就是一个党的教育基地，因为他是一个红二方面军的

出发地。 

ＣＬＢ：对，对，而且还去了贺龙的纪念馆。就是说，您觉得您参加了这次活动

以后，这个“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或者你们其他的工会同事，就真的是入脑

入心了？就算是入脑入心了，你没资源，你没人，你怎么样把这个精神融入到你

们的工作中啊？ 

桑植县总工会：现在确实是这个难题呢。 

ＣＬＢ：所以就不用说，你们，我相信你们县工会的工作人员，还应该有今年的

脱贫的关键年。 

桑植县总工会：脱贫攻坚啊。 

ＣＬＢ：脱贫攻坚，今年一定要，无论是水灾还是疫情这些，一定要达到脱贫攻

坚的这个目标。那你们工会也应该，县政府应该给你们下了脱贫的任务吧？ 

桑植县总工会：下了脱贫的任务，我们在这方面还是做得比较好的。 

ＣＬＢ：对，脱贫做得好，然后这个主题党日活动做得好。但是在同时，砰，咱

们这下面的所属范围内的煤矿发生瓦斯燃烧，工人被烧成重伤。这两个对不起来

啊，工会的重要职责、主业应该是工人权利、安全生产监督啊，跑去弄什么脱贫

呢？ 

桑植县总工会：脱贫，他现在是排在一切任务最前面的任务啊。 

ＣＬＢ：对啊。所以这个矛盾到这个程度。那我现在一边聊，一边就想着这三个

重度烧伤的这三个工人。就是说，咱们，您能不能帮我带个话给咱们这儿的经济

技术部或者是法律维权部等等，这边的同事，就是说咱们县工会无论如何要确保

这三个工人要拿到合理的工伤待遇赔偿啊？ 

桑植县总工会：这个都没问题。这个我们会跟踪的。 

ＣＬＢ：对，因为以前经常…… 

桑植县总工会：他出了安全事故，他这些赔偿啊，最后调解啊，这个我们都会参

加的。 

ＣＬＢ：对，假如说，如果真需要法律援助的话，咱们县工会能不能给这三个工

人提供免费的法律援助，如果有诉讼需要的话？ 

桑植县总工会：也可以的。 

ＣＬＢ：那就太好了。就是最少，咱们在预防事故上，因为资源不足啊或者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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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原因，没有工会啊什么的，然后做不到预防。那么现在，悲剧发生了，就不能

再让受伤的工人再拿不到补偿啊，这样工会就说不过去了。 

桑植县总工会：是啊，这个我们会的。 

ＣＬＢ：对，那这样，最少是，咱们作为工会的人，内心稍微少一点内疚，但是

也躲不开那个没有参与预防这样一个没发挥作用。这部分内疚我想我们工会应该

还是有的吧？ 

桑植县总工会：有有有。他不是说预防，这个东西可能也……因为我们人少嘛，

有时候去搞一些安全方面的宣传，我们也都会去的。比如说在 XX 公司组织这个

安全的宣传啊，我们也都会去宣传，都会去做的。至于说他这个煤矿，可能也不

大，也经常没怎么生产，经常都没人生产的。 

ＣＬＢ：哦。就是说如果这个矿工，咱们工会直接发展矿工，成立矿工联合会，

然后矿工直接入会的话，那如果有哪一个矿工，张三李四，在某个煤矿，哪怕只

有三个人，开工了，这个矿工的会员他也要知会咱们工会联合会，说“我现在开

始开工了”，就是知会一下工会，如果有事发生了，工会替我罩着。就是说，这

种发挥…… 

桑植县总工会：也可以的。 

ＣＬＢ：嗯，那我第二个建议是，可不可以请带个话给咱们这边的基层工作部，

就是如果考虑成立咱们桑植县的矿工联合会，哪怕只有一百个矿工、五十个矿工，

也成立一个矿工联合会，就是发挥矿工的一线的监督的作用。然后这样就能弥补

咱们工会缺少人员这个缺失，对不对？ 

桑植县总工会：我们可以都走安监局这边的工会嘛，现在这个叫做应急局，都是

他们应急局工会，把煤矿、矿山这些工会组建起来了。 

ＣＬＢ：但是咱们县工会不应该是负责组建工会的主体吗？怎么会是应急管理局？ 

桑植县总工会：他们现在是这个行业。如果是我们工会去组建，我们工会组织部

就一个人。 

ＣＬＢ：一个人也要……这种事急啊？咱们湖南省应该是有省煤矿行业工会的，

然后张家界市有没有我不知道。但是湖南省…… 

桑植县总工会：张家界没有。 

ＣＬＢ：对。湖南省肯定是有省煤矿行业工会的。就是咱们县工会这边是不是能

发挥这个工会组建的主体作用，就是把这件事搞起来？别只是通知一下其他的部

门，这种应急管理局让他们去做，咱们工会要采取主动啊。所以您能不能帮我带

个话，就是咱们县工会负责组建工会的这个同事，就是说，我这么一个姓韩的，

中国劳工通讯的这么一个人，建议他下点儿功夫，看看能不能跟省煤矿行业工会

沟通一下，看看能不能建立一个咱们县的矿工工会？ 

桑植县总工会：他……如果是，这个我们可以去咨询省里面，因为市里面没有。 

ＣＬＢ：对，就是这个，没有的事儿，咱们现在工会改革，改革的其中一个就是

从无到有，就是以前没有做过的，改革要尝试一些新的做法。如果能建起咱们县

的矿工工会联合会，就有可能突破瓶颈，充分发挥一线矿工会员的这种监督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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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的作用，那就可以一下子就弥补了咱们工会资源不够的问题。如果你有五百

个会员，那你就有五百个工会的监督员啊，对吧？ 

桑植县总工会：对，是啊。 

ＣＬＢ：所以这是一个，那再有另外一个建议啊。就是建议咱们这儿的经济技术

部，如果能给咱们县的安监局或者是省煤矿安监局提出来，就是要求工会参与月

度对煤矿单位的月度考核。其实我在他们的文件里啊，就是省煤矿安监局的网站，

在今年二月份发出来的关于这个月度考核启动的文件里，我确实在里面没有看到

有通知工会、有这个工会的参与。 

桑植县总工会：是啊。 

ＣＬＢ：所以那咱们工会，是不是可以，咱们县因为发生了这样一个大事故，三

个人重度烧伤，县工会以这个为契机，向省安监局、也包括省工会，提出来要求

工会参与这个月度考核？那可不可以请咱们这个县工会的经济技术部向省工会

和省安监局提出这么一个建议和要求来啊？ 

桑植县总工会：这个可以提，不知道省里面能不能……现在本身下面基层就……

工会现在事情就特别多，但是没有人员。 

ＣＬＢ：对，又是扶贫，又是这个主题党日这些事情。然后工会的主业就荒废了。

其实也应该进一步跟省里、或者市里提出来，跟县里提出来，工会不要参与扶贫。

扶贫有其他的部门，不缺工会这七个人去参与。那工会做好安全生产，工会做好

组建工会，比什么都强。是不是可以也提第四个要求和建议啊？我只是跟您，您

这儿是办公室，就是您跟咱们工会其他的部门，能不能把我这四个建议能给转达

一下啊？ 

桑植县总工会：能转达，能转达。 

ＣＬＢ：如果要是说转达了、提出来了，不同意，那你们也没办法。但是如果你

们连这种提议都不提的话，那可能就是你们的事儿了，对不对？ 

桑植县总工会：我觉得现在就是什么呢，工会这一层啊，工会这个层面啊，在上

面可能应该在基层还是要去调研，究竟存在哪些情况。不能光凭文字上的那些东

西。 

ＣＬＢ：太对了，太对了。工会改革从２０１５年十一月份这个确定工会改革，

然后现在已经差不多五年了。其实我经常看全总啊，省总啊，特别是如果有事情

的话，如果有工人的罢工啊、有事故啊这种的，我也会到你们地方的工会也看你

们的网站。真的是，很多事情是停留在文字上的，有的东西连文字都没有啊。 

桑植县总工会：现在其实感觉，很多东西讲得比较好，但是下面根本无法操作。 

ＣＬＢ：对，一个是没资源，没人力，另外一个，我还是觉得，有没有可能在咱

们自己基层工会人的身上找找毛病呢。就比如说，咱们现在的基层工会的人，县

一级工会的人，有没有七八年那个安徽小岗村那四个党员的那种魄力呢，就是不

等上级通知，不等上级的什么，就自己就跳出现有的框框往前走。咱们工会…… 

桑植县总工会：现在我跟你说我们工会的状况，我们工会现在平均年龄都是五十

多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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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ＬＢ：哦，等退休呢？ 

桑植县总工会：是啊，你怎么去做啊？ 

ＣＬＢ：唉，所以，还是需要资源，请一下有活力的年轻的所谓社会化工会工作

者，要靠年轻一代的有突破了。但是我还是觉得…… 

桑植县总工会：再一个问题还有，你工会工作，可以说在政府、县委政府这方面

层面，不是他们考虑的重点。人家，你跟他汇报，可能就放在……现在可能都是

抓政治，抓经济建设，你这些部门可能放在……这个说的都是题外话。 

ＣＬＢ：但是，与此同时，习近平在 2018 年，我记得很清楚应该是 11月 29号，

给全总新一届领导班子讲话，其中一句话我记得非常清楚，就是说“哪里职工合

法权益受到侵害，哪里的工会就要站出来说话”。那就是说，习近平作为中国共

产党的总书记，又是国家主席，又是军委主席，在政治上没有比这更高的权威了

吧。我相信你们桑植县县长、县委书记，不会说习近平说的话不重要吧？ 

桑植县总工会：他不是说不重要，但是他还得有一个主次，是不是。你像作为群

团改革，你像我们团县委，好像我们团县委就三个编吧，现在有一个调到省里面

去了，现在就还剩下一个团县委书记，一个人。 

ＣＬＢ：哦，那不就是，这不好意思啊，我这么说，听起来就是，那把椅子不能

空着，所以就是需要一个人在那儿坐着。那这个人就是面对一万件事情，他一件

事情都启动不了，其实跟你们工会现在的情况是一样的。 

桑植县总工会：是，所以我觉得群团这方面，很难啊。 

ＣＬＢ：对，所以你刚才提到五十岁以上，我听起来有点觉得不太舒服啊，因为

我今年都五十七岁了，我可能比你应该…… 

桑植县总工会：我都五十岁了。 

ＣＬＢ：所以我还比你大七岁。五十岁以上的人也可以跳出旧有的框框去思考问

题啊，咱们五十岁以上也不是说就是僵尸了，也不是这样吧？咱们自己别小看自

己啊，要跳出这个框框思考问题。就是哪怕你做不了决策，最少能提出来吧？ 

桑植县总工会：提出来，这个我们每年都给县委汇报，要求分管这方面的领导到

我们工会来调研、工作。但是县委的领导可能都特别忙。 

ＣＬＢ：那你们与其让领导来调研，为什么不可以咱们工会自己的经济工作部啊、

经济技术部啊、基层部啊、法律部啊，自己做一个调研，然后形成调研的一个报

告，就是说工会缺什么，工会需要参与什么，比如说我刚刚提的那四个建议…… 

桑植县总工会：是啊，我们就是跟他们汇报这方面的啊。 

ＣＬＢ：哦，那还需要什么调研啊？你们是最基层的，来自最基层的声音，还需

要什么调研啊？已经汇报了，已经把最基层的状况已经汇报上去了，还调研什么

呢？ 

桑植县总工会：那汇报了，他没有回音啊，怎么解决啊？ 

ＣＬＢ：那每个月汇报一次，每个季度汇报一次，最少每年汇报一次，是不是可

以这么着呢？当然，这么着会让人烦死了，最后弄不好让你下岗了，如果遇到心

眼小的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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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植县总工会：找领导也不容易啊，很难找到领导的。 

ＣＬＢ：对，还是谈到那句话，我这脑子里一直想着那三个重度烧伤、在医院治

疗的工人。其实，这三个工人完全可以，如果咱们工会有资源，可以在企业有工

会，可以参与煤矿企业的这种考核月度考核的话，这三个工人是有可能逃过这一

劫的。 

桑植县总工会：有可能啊。 

ＣＬＢ：对，而且现在咱们说话，那在推到未来，那又有多少个三个工人还会有

可能面对这样悲剧的可能性？那如果咱们工会拿出点魄力来，为了工人的权利，

为了这些家庭，然后也发一下脾气，有一点火，就是向上级发一次火，可不可以

啊？就说是，我不想再看到有潜在的这些工人被烧伤、炸伤、炸死、这些家庭悲

剧。那你上级不能不重视啊。或者更那什么一点，县工会可不可以越级直接向省

工会、甚至全总去提出来这些建议呢？ 

桑植县总工会：这些我们还不是很清楚。 

ＣＬＢ：我说的这些话其实也是为难你了。不好意思啊，我虽然五十七岁，还是

像个愣小子一样在这儿哗啦哗啦。 

桑植县总工会：没有没有，你是很负责任的。 

ＣＬＢ：没有没有，我是真的是心里不好受。因为我这些年都是不断地跟一些被

拖欠工资的工人啊，工亡工人的家属啊，工伤工人谈话，真的是不好受啊，跟他

们聊这个。有些时候工人维权，工人受伤的时候、被侵权的时候没人管，然后维

权的时候稍微有一点儿过火什么之类的，就变成是恶意维权、恶意讨薪。我上个

星期还跟一个重庆的一个矿工（谈话），他们到辽宁去打工，然后在那个矿里面，

他们十几个人就是两班倒。那老板嫌他们太慢让他们三班倒，然后工人就说我身

体吃不消，我做不到。那老板就即时给他们解雇。四十天的工资每个人应该是一

万多块，结果老板就是强迫让他们签，一个人只拿三千滚蛋。不签的话就，最后

弄来打手，跟工人冲突起来。冲突起来有一个打手就不幸颅骨受了伤，是摔的还

是怎么回事，然后结果有一个工人就被刑事拘留了，两个工人刑事拘留，故意伤

害。你说你这个，算是什么嘛？ 

桑植县总工会：是，像这个，怎么说呢，他没人……就是说，为他们说话的人太

少了。 

ＣＬＢ：对，就是我五十七岁，大你这么多。我真的是每隔一段时间就一股火就

上来。我真的是觉得，就很盼望咱们基层工会的工作人员也能时不时有这些火上

来一下。就是说，反正也快退休了，那能怎么着啊？就这样了，我就向全总直接

就捅一把……不过，了解咱们这体制，其实也难啊，我也理解这个。 

桑植县总工会：是啊。 

ＣＬＢ：那行，不好意思啊，耽误你这么长时间。 

桑植县总工会：没有没有，你有时间可以来我们这边做一些调研啊，都可以。 

ＣＬＢ：其实我以前听说过你们桑植这边的工会，也包括政府啊，其实为你们桑

植在深圳这边打工的这些打钻工，就是建筑工人他们尘肺病，替他们甚至跟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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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起…… 

桑植县总工会：就是那个尘肺病的那些人啊？ 

ＣＬＢ：对，你们做得不错啊，我以前读过这些报导，听说过啊。 

桑植县总工会：是啊，我们这个主席啊，都多次到那边去，和他们协商。 

ＣＬＢ：对，所以其实，从尘肺病，你们桑植尘肺病工人的这件事上，我过去听

说以后，我也看到你们桑植的工会，在有限的空间里面，有限的资源里面，其实

也是做了不少啊，就是这些工人是去在…… 

桑植县总工会：是，我们到深圳去，通过多次同他们交涉，和他们那边政府啊，

就是为了这些工人，可能真的……像他们的赔偿金，多的有超过一百万的呢。 

ＣＬＢ：对，这些以前都看过。就是咱们桑植这边可以跨省跑去广东、深圳，去

为咱们这的工人鸣不平。那在咱们本地，是不是也可以有这种精神？所谓“不忘

初心、牢记使命”，入脑入心，把这种精神融入到工作里面。就是向咱们本地的

政府就提出来，要求加大工会的这种工作力度和资源的配置。 

桑植县总工会：我们跟他们提过。 

ＣＬＢ：再提，再提，再提，好吧？ 

桑植县总工会：每年都在提啊。 

ＣＬＢ：然后，一再的提，因为毕竟提出来，那人家不批是人家的事。如果不提，

到时候人家说，哎你没提过啊，对吧。 

桑植县总工会：是是是。 

ＣＬＢ：所以要不断地提。那好，不好意思打扰了。聊咱们半天还没问您，请问

贵姓啊？ 

桑植县总工会：我姓陈。 

ＣＬＢ：陈啊？ 

桑植县总工会：耳东陈。 

ＣＬＢ：耳东陈，好。您怎么称呼啊？ 

桑植县总工会：啊？ 

ＣＬＢ：您怎么称呼啊？ 

桑植县总工会：你就叫我小陈就可以。 

ＣＬＢ：好，小陈，好的。那谢谢你了，真的跟你这一席话是受益匪浅，了解了

好多东西。那多保重啊。麻烦你帮我转达我的四个建议，好不好？ 

桑植县总工会：好的，好的。 

ＣＬＢ：那谢谢啊，再见啊。 

桑植县总工会：再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