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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欲讨薪两千五 却获赔偿三万八
两名农民工感叹：
“
不用着急上火，相信法律就行”
“公司欠我们一人 1000 多元
工资，本来是抱着试试看的态度维
权， 想着能要回这点工资就行，没
想到最后要回了超过 15 倍的欠薪
和赔偿金。”4 月 19 日， 长春的农
民工于某和吕某，分别从长春某科
技公司拿到欠薪、 赔偿金 2.5 万元
和 1.3 万元，这份“惊喜大礼包”让
两人不住感叹：“通过法律途径解
决问题原来这么好使！”
在工作中发生欠薪或工伤申
请难等问题， 一些劳动者因嫌麻
烦，或心存畏惧，可能会用忍气吞
声或闹访等偏激方式解决问题。律
师提醒：劳动者应用法律来合理维
权，这也是最能全面且有效实现诉
求的途径。

抱着“
试试看”的态度
实现 15 倍超
“
期待”
今年 59 岁的于某和 57 岁的
吕某，分别于 2017 年 3 月 25 日和
2018 年 5 月 1 日入职长春某科技
公司，担任门卫。工作期间，公司一
直未与两人签订劳动合同，也没有
为其缴纳社会保险。 今年 3 月 20
日，公司以两人年龄太大为由与其
解除劳动关系， 且尚欠于某 1200
元、吕某 1320 元工资没有付清。
讨薪无果后，4 月 10 日，于某
和吕某来到长春市法律援助中心
求援。
在与法援律师讲述情况时，于
某和吕某难掩激愤情绪， 为 2000
多 元 欠 薪 已 经 折 腾 20 来 天 的 两
人，火气越来越大。
“
两个农民工的想法都很简单，
就是想要回欠薪。 但是根据他们说
的详细情况， 我发现这不仅仅涉及
欠薪。”法援中心律师张怀明说，
“
不
签订劳动合同、不缴纳社会保险、违
法解除劳动关系， 企业的这些做法
还应承担一定的经济补偿。 一些劳
动者不懂法， 经常不能清楚认识到
自己应该享受的合法权益。”
在张怀明的帮助下，两名农民
工向长春市高新区劳动仲裁委员
会申请仲裁。等待开庭期间，经积
极沟通，企业和两名农民工都同意
进行调解。接下来的调解过程也很
顺利。企业说此前是不懂法，同意
在 4 月 19 日一次性为于某支付欠
薪和赔偿金 2.5 万元， 为吕某支付
欠薪和赔偿金 1.3 万元。
拿到执行款后，于某和吕某倍
感畅快和惊喜。“以后再遇到类似
问题，不用着急上火，相信法律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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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于某感慨地说。

本想 10 万元“
私了”
最后能拿回 26 万元
“类似案例太多了。” 张怀明
说，“长春市法律援助中心的服务
对象主要是农民工群体和困难职
工群体，因为不懂法，他们本身的
诉求大多数时候都过于简单，并没
有涉及其他应有的合法权益。”张
怀明说。
来自长春榆树的 90 后农民工
小王，是某理财投资公司的一名销
售员。去年 7 月，公司以经营不善
为由， 暂缓发放工资。5 个月后，小
王被欠工资已达 10640 元。每次找
老板说工资的事，老板都会百般推
脱，后来甚至人去楼空，难觅踪影。
无奈之下，小王找到长春市法
律援助中心咨询解决方法。 当时，
她的生活已经陷入困境，情绪很激
动。她告诉张怀明，自己觉得打官
司会很难， 想通过网络曝光方式，
逼迫老板出面给工资。
“不建议你用这种方法， 因为
可能导致违法侵权问题，效果也未
必好。 我们可以帮助你向法院起
诉。”张怀明对小王说。
随后，小王向长春市朝阳区人
民法院提起诉讼。原本只要求讨回
1 万余元的欠薪， 但最后加上企业
应支付欠薪、未签订劳动合同双倍
工资、 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
等，法院判企业支付给小王的费用
共计 3 万余元。
“我们就想要 10 万元补偿，让
我丈夫能有钱治病、康复，我们就
可以‘私了’，但企业一直不同意。”
从事外墙保温工作的农民工张某
发生工伤后，被所就职的建筑公司
置之不理，其妻陈某找到长春市法
律援助中心寻求帮助。 实际上，按
照法律规定，张某应得的赔偿远超
10 万元这个数目。
接下来的 4 年间，张怀明帮助
张某分别就确定劳动关系、工伤认
定、 确定赔偿数额等打了数场官
司。去年 4 月，法院判决公司须支
付张某医疗费、一次性伤残补助金
等共计约 26 万元。次月，张某与公
司达成执行和解， 从公司拿到了
20 万元赔偿金， 是张某最初诉求
的两倍。

果都是超‘期待’为当事人实现维
权。”张怀明说。
张怀明分析说， 一些劳动者在
维权时，往往只基于浅表事实，就事
论事，不会根据法律进行延伸，这就
往往造成对自身合法权益的维护不
够全面。
“
比如，简单的‘
欠债还钱’，
依据相关法律， 其背后很可能还涉
及不签订劳动合同、 不缴纳社会保
险、不支付加班费、违法解除劳动合
同等问题，而从这些事由中，维权者
都可以对就职企业依法索赔。”
“农民工和困难职工群体普遍
对法律维权心存畏难情绪，不是把

打官司想象得太难，就是把维权想
象得过于简单， 也不懂搜集证据。
如果没有专业的律师指导，维权很
容易处处碰壁。”张怀明说。
张怀明还提醒，从另一方面来
讲，企业也需要懂法守法，不能心
存 侥 幸 ，想 着“赖”掉 本 应 支 付 的
钱。不然，一旦走入法律程序，最后
判决结果可能让企业得不偿失。
“
‘众人拾柴火焰高’， 只有人
人懂法，人人愿意运用法律手段合
理维权，才会有助于在全社会营造
良好的法治环境。”张怀明说。
据《工人日报》报道

劳动者维权想法
“简单”
法律说其实“
可以更好”
“在我们处理的维权案件中，
尤其是欠薪案，有很多最终援助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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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德成：
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大地财产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新城支公司与你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内
0404 民初 2905 号民事判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 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赤峰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赤峰市松山区人民法院

孟祥伟：
本院受理原告鲍春雨与你身体权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内
0404 民初 354 号民事判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赤峰市中级人
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赤峰市松山区人民法院

王飞：
本院受理的原告李晓敏与你追索劳动报酬
纠纷一案，现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本院 （2019 ） 内 0404 民 初 2375 号民事判决
书。 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视为送 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 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
诉于赤峰市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不上诉，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特此公告。
赤峰市松山区人民法院
2019 年 5 月 8 日

王飞：
本院受理的原告张明与你追索劳动报酬纠
纷一案，现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
院（2019 ）内 0404 民初 2371 号民事判决书。自
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
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 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 上诉于赤
峰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不上诉，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特此公告。
赤峰市松山区人民法院
2019 年 5 月 8 日

赤峰市松山区人民法院公告
孙海：
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大地财产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松山支公司与你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内
0404 民初 2868 号民事判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 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赤峰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赤峰市松山区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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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国平：
本院受理的原告李子春、 孟庆华诉你追索
劳动报酬纠纷 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本院（2019 ）内 0404 民初 1930 号民
事判决书。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曰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
本 院递交上诉状， 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
副本， 上诉于赤 峰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不上
诉，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特此公告。
赤峰市松山区人民法院
2019 年 5 月 8 日

王飞：
本院受理的原告王晓梅与你追索劳动报酬
纠纷一案，现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本院 （2019 ） 内 0404 民 初 2292 号民事判决
书。 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视为送 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 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
诉于赤峰市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不上诉，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特此公告。
赤峰市松山区人民法院
2019 年 5 月 8 日

王飞：
本院受理的原告刘桂林与你追索劳动报酬
纠纷一案，现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本院 （2019 ） 内 0404 民 初 2291 号民事判决
书。 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视为送 达。如
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 诉状， 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
诉于赤峰市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不上诉，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特此公告。
赤峰市松山区人民法院
2019 年 5 月 8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