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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临沂

青青睐睐短短工工
轻轻视视““长长””工工

用工荒的背后

目前，“用工荒”在各个地方都很普遍，一些企业为了

招工想尽办法却一直招不来人，但在市区金雀山路和通

达路交会处的西北角，每天清早都有四五百名民工在等

待工作上门。他们为什么宁愿打些零工，也不肯到工地或

工厂？

一个情景是，一双双等活的眼睛、

“轰一下”围上去抢“雇主”的场面，另

一情景是企业招工人员举着高高的招

工牌在为找不到工人而发愁。这种“用

工荒”和“零工挤”的现象在一些城市

比较普遍。

究其原因无非像文中所说，一是

(企业)工地会拖欠工资，就像他们所说

的“活好干，钱难要”，而零工一般不会

出现这种情况；二是在工地不自由，有

时还会不停地加班，而打零工没有这

种制约和限制，相对自由一些；三是家

庭方面的一些因素，比如照顾家里的

老人、孩子上学等致使外出不方便，这

也的确正在成为农民工外出打工要面

临的一系列问题。

当然，打零工也不像想象中的那

样“完美”，有的很长时间找不着活，有

的会遇到劳资纠纷。那这两种现象就

引出一些深层次的问题来，说到底还

是与我们目前的用工制度有关，农民

工在城市扎根生活的保障机制不够完

善。再者，企业、工地或个体诚信意识

的缺乏等，就像文中所说，“有的工地

还坑人，干一年都不给工资”，估计这

些“宁愿打零工也不愿去工地”的是被

“坑怕了”。

同样，那些打零工者也会“被坑”，

只是被“坑得轻一些”罢了。这一点又

让人想起了另一方面，就是农民工兄

弟维权意识淡漠，只会“忍气吞声”。即

使他们说会随着大溜“签”个口头协

议，但这也的确让他们为难，目前零工

市场的“行情”就是这样：谁不会为了

一点“小活”跟你“签个合同”，全凭双

方的诚信度。

写到这里突然明白了，这个“用工

荒”和“零工挤”现象其实也并非真的

“矛盾”着，在有着一个保护双方基本

利益的制度和信息更加畅通的渠道

下，再加上双方能够树立良好的诚信

意识，那样可能会出现“用工火”和“零

工热”的现象了。

徐启超

零工不诓,

用工不荒!

“根本没想过和雇主签合同”

一辆车停下，近 20 人上去要活干
3 月 9 日早 7 点刚过，记

者来到了位于金雀山路与通达

路交会处的露天劳务市场，发

现已经有四五百人在那里等待

“雇主”上门。他们大多三五成

群地站在路边聊天，不时扫视

下周围，一旦有人在附近停留，

他们便“轰一下”围上去，问是

找人做什么活的。

一辆白色面包车远远地驶

来，慢慢地刹住车，近二十人抢

步上前，打开了面包车的三个
门，更有人没等雇主说明找什

么工种就坐进了车里。

“我想找 5 个人，铺地板

砖，每人每天 100 元，干不干？”

面包车主问。

“太低了，一天至少要给
120 元。”大伙“开价”似乎很一
致。

但面包车主一看这么多人

可用，坚决不同意涨价，很多人

纷纷从车上下来了，几位接受

这价格的工人坐上面包车走

了。

“过了 9 点，就不会有多少

活了。”徐师傅告诉记者，他是

早晨 5 点多从罗庄骑车赶过来

的，想要找到活，就必须要早

起。

记者了解到，这个劳务市

场是自发形成的，每天都有很
多人在这里找活干，最近这段

时间每天达四五百人。在此等

活的以临沂当地人居多，但也
有很多来自河北、江苏、河北、

黑龙江等省市。这些人中可以
找到每个工种的工人，也不乏

一些技术高超的技术工，他们

干活分大工小工，大工技术都

比较熟练，工资相对高一些，多

的一天可以拿到 150 元钱；小

工一般没什么技术，打打下手，

一天能挣七八十块钱。

“活一干完就能拿到工资”

“去工厂，到工地干活都

要扣一两个月工资，有的工地

还坑人，干一年都不给工资。”

面对记者现在工厂都找不着

人，他们为何不去工厂工作的

询问，几位师傅这样回答。

记者发现，很多等活的民

工带着一些专业设备。作为有

技术的熟练工人，他们到工地

找些相对稳定的工作可以说

轻而易举，但他们说之所以不

愿意去，最重要的一个原因是

工地的活好干，钱难要，打零

工工钱当天结算，很少拖欠。

一位已经 50 多岁的张师

傅告诉记者，谁找工作都想图

个长远和稳定，但他给坑怕
了，去年跟一个包工头干工
程，干了 6 个月，工程结束了，

包工头也不见了，两万多元钱

的工钱没处要。“找谁诉苦去？

在这里等活干，赚钱多少不

说，基本没有拖欠的，即便不

给钱，也不是大数目。”

已经在这里干了两年零

工的老李告诉记者，“虽然不

是天天有活，但一个月也能

干个一二十天，工资平均每

天比一般工地要高个一二十

元，而且都是去雇主家或单

位干活，不担心雇主跑了，活

一干完就能拿到工资。”老李

说，在这儿收入不稳定，多的

时候一个月能赚个两三千

元，少的时候一个月也就是

赚个五六百元。

罗庄的老徐还曾经是车

间的管理人员, 在他的眼里根
本不存在“用工荒”，找不到

人的原因很大程度上是因为
工资低，而且发放不及时。

“说是一个月几千几千，真正

干了，拿到手的钱就没那么

多了。”老徐说。

“揽到活就是自己当家，心里舒服”

不想受约束，是一些人选

择做零活的一个重要原因。

“在工地上干，经常有项目

经理或包工头呼来喝去，在这

里揽到活就是自己当家，心里

舒服！”几个曾经在工地做过多

年的师傅告诉记者。

来自临沭石门的老李告诉

记者，他长期从事内墙粉刷，去

年跟着建筑单位在西安包活

干，一年收入 5 万元。但今年考

虑到家里老母亲身体不好，就

不想走远了，也不想去工地长

期做。“虽然收入相对稳定，但

挣钱并不多，最重要的是没有

一点自由，经常还要加班到很
晚，根本就没法做自己的事。”

听别人介绍，他开始到这

个劳务市场来找工作。“自由是

自由了，但现在活不好找，已经

连续 4 天没找到活了。本来想
的是想干就干，不想干随时都

可以休息。但现在是想干没得

干，干着急！”

“我都在这里十几天了，也

没找到活干！”旁边的一位师傅
说道。

9 点 40 分，记者离开时，

劳务市场上的人少了一半，没

找到活的人有的仍在等待，有

的骑车回家，有些人席地而坐，

打开了扑克。

“回家也得挨老婆骂，还不

如在这儿玩会儿，回家就说找

到活了，但人家没给钱！”正在

打扑克的一位师傅笑着说道。

他们担心去工地工作工
资难讨，打零工就能确保工资

都能拿到吗？

在劳务市场记者发现，工
人和雇主之间基本都是口头

约定，不签任何形式的书面合
同。

“我们这些人文化水平不

高，法律意识也淡薄，根本没

有想过和雇主签合同的问
题。”河北来的老王称，他们从

事的都是零工，一个活下来最

多几天，所以签合同也比较麻

烦，只要雇主能当天结算，其

他的也就无所谓了。

记者采访的几位民工都

有干完活没拿到钱的经历，多

的上千，少的几百。

“雇主也不直接说不给
钱，就说暂时没钱，就那几百

元钱，我们不能天天跟在他后
面要吧？”罗庄区的老徐去年

在北城新区一家单位干的活，

到现在还欠他 1000 多元，年

前去要时对方叫了 4 个小伙

子要打他，他打了 110 才得以
脱身。

孙玉国律师介绍，打零工
签合同确实很麻烦，但如果没

有劳动合同，一旦发生纠纷和
安全事故，很难维权。安全事

故相对来讲要好鉴定一些，但

劳资纠纷就很难界定了，打零

工者还是尽量和雇主签一个
书面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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