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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何晨阳、马丽娟

　　“办公室要求上报材料催交一次扣 0.05
分”“观看学校制作的专题片”……这是新华每
日电讯记者近期调研时，西部地区一位中学校
长展示的上级部门明确的年终考核清单。
　　“一到年末就头疼！”面对清单，这位校长坦
言：学校即将迎来上级教育部门年终考核，一看
考核清单，足足近百项。临近期末，本该将主要
精力放在帮学生复习巩固本学期所学知识的教
师们，又开始忙着写材料准备迎检，大量精力被
耗费在写材料上。
　　记者查看这份考核清单发现，一些考核指
标非常细致，如“旷会一次扣0.04分，迟到一次
扣0.01分”“办公室要求上报材料催交一次扣
0.05分”；有的考核要求准备工作过程性材料，
如控辍保学要求“劝返记录详实”，记者看到该
校教师在学生档案里详细记录了家访几次、通
电话几次、各方态度，还有家访现场拍照等。
　　有受访教师私下告诉记者，教师的本职工
作是教学，但为还原一些担负的其他工作过程，
势必要事事处处留痕，不留痕，怕年终考核吃
亏，这占用了不少精力。
　　最让这位校长郁闷的是：除了查看文字档
案资料，当地教育部门新增的考核方式，明确要
求观看学校制作的 5 到 10 分钟专题片，了解
一年来学校的工作情况，掌握学校“互联网+教
育”工作应用水平。

　　“做一个 5 分钟的专题片至少得 1 万多
元，学校哪有这个钱？有这个必要吗？而且
我想不明白，这和‘互联网+教育’到底有什
么关系？”这位校长说。
　　年终考核，是总结工作、评先定优的重要
一环。岁末年初，不少单位的年终考核陆续
拉开，这种总结与评比，其初衷是评先定优、
激发大家干事创业的积极性，是树立正确业
绩导向的重要体现，更是一个单位、一个行业
精神面貌的一次集中展示。
　　但记者调研发现，个别地方类似“制作专
题片”等考核内容看似是融媒体时代的一种
创新，实则有些“奇葩”。从这位校长的不解
中不难发现，对以教书育人为主业的教育工
作者而言，这种“创新”无异于变相“加码”。
　　这种令人费解的奇葩考核，实则是形式
主义的新变种，亟需引起高度警惕。
　　类似的奇葩考核并非孤例。记者在一次
调研中发现，有学校为证明给无法劝返的辍
学学生通过微信送网课，专门打印多张微信
聊天截图，装订整齐放在学生档案袋里。但
至于学生是否真正上课，负责的教师则表示

“不好说”，但材料必须要有。
　　中央不断强调要给基层减负，有的地方
有的部门却在不必要的地方“加码”，这种“加
码”滋生了不断披着“新马甲”出现的形式主
义苗头。对这种苗头必须坚决遏制！
　　现在没人愿意当班主任，行政化事务太

多了；干得好不如材料写得好，咱们都搞这些
形 式 化 的 东 西 ，未 来 学 校 办 学 还 有 啥 信
心……一线教育工作者的“吐槽”，上级部门
应该真正听进去。

　　考核的初衷是为了通过奖惩机制来调动
大家积极性，写材料、拍照片、做视频的方式
让考核变了味儿，不仅耗费基层教育工作者
的精力，还易滋生重痕不重绩、留痕不留心的

不良风气，影响真正干事者的积极性。
　　为什么人人痛恨形式主义？因为对于个
人而言，形式主义易造成一种消耗精力、消解热
情的“内卷”；对于团体而言，形式主义在造成

“内卷”的同时，还会消耗公信力、削弱凝聚力。
　　为什么人人痛恨，形式主义却仍能变换“马
甲”出现？一是名利思想和惰性思维在作怪。
展现工作亮点本应有更具针对性的手段和方
法，但靠“留痕”来体现，无疑是慵懒的表现。当
然，形式主义背后往往闪现官僚主义的身影。
一些上级部门总想搞些花样，以凸显所谓的工
作创新，从而不切实际地发号施令。
　　考核与总结是过程而非目的，其目的是为
了让正向激励的“风向标”更鲜明、实绩至上的
导向更明确。宁夏银川市近期探索在年度领
导班子和干部考核中增加“一线走访调研法”，
要求考核组深入一线全面掌握领导班子和领
导干部工作实绩。银川市的这种“一线走访调
研法”不失为一种有效的探索。
　　各地各部门都应做些更具针对性的探索，
坚决遏制形式主义通过对考核导向的侵蚀进
而影响一线同志干事创业积极性。这既需要
发挥群众监督，倒逼相关部门转变作风、优化
考核，更需要考核制定部门在做相关决策前
多深入基层调研，广泛听取一线干部群众的
意见建议，科学制定考核办法，严防奇葩考核
成为形式主义新变种，警惕形式主义引发“内
卷”。

年终考核近百项，还要花钱制“专题片”
基层一些奇葩考核成为形式主义新变种

本报记者周琳、王默玲

　　“996”，一个频频出现在社交网络吐槽中，
却几乎从未出现在公司“明文制度”里的词汇。
　　连日来，因拼多多接连出现员工猝死、跳
楼、被辞退等事件，再次引发舆论声讨与关注。
　　12日，新华每日电讯记者联系到该被辞退
员工，回顾事件始末。而“996”这一既层层加
码被公开执行，同时又讳莫如深的敏感词汇背
后，所反映的畸形加班文化值得深思。

认同言论过激但不后悔发视频

　　 2020 年 12 月 29 日，一位 20 出头的女
员工意外离世；2021 年 1 月 9 日，通报一例
员工在长沙家中跳楼自杀……一系列事件，
让拼多多“畸形加班”和“996 ”工作机制再次
被推向台前。
　　事件一再发酵。2021 年 1 月 10 日，花名

“王太虚”的拼多多员工在多个网络平台发布视
频《因为看到同事被抬上救护车我被拼多多开
除了》。
　　 11 日，拼多多向记者回应表示，公司查询
到其既往匿名发帖内容充斥不良“极端言论”，
诸如：“想要××死”“把××的骨灰扬了”等。人力
资源部研判该员工以上言论严重违反员工手
册，且其极端情绪有可能会对其他同事造成不
可知威胁，决定与其解除劳动合同。
　　回应还称，在公司与其解除劳动合同后，该
员工及其周边人继续在网上发布不实言论，包括
公司HR通过翻看其手机获悉其在某匿名社区发
帖，以及公司HR威胁毁坏其档案，公司有300小
时工时的“本分计算器”等，上述均为谣言。
　　“我承认自己言论有些过激，但不后悔把视
频发到了网上。”12日，在接受新华每日电讯记
者专访时，王太虚向记者出示了一张其他同事
的记录，整月这位同事都保持着周日、周一到周
五每周六天，早十时前后到晚十时左右的打卡。
　　“加入拼多多一年半以来，我几乎一直处于
早上11点上班、晚上11点下班、一周工作6天的
状态，每月工时在300小时左右，这也是组内不
少同事的现状。如果工时不达要求，会被主管
谈话。但这些都不会‘白纸黑字’进行明文规
定，而是一种隐性制度，很难举证。”
　　目前，王太虚已经在咨询劳动仲裁等相关
事宜。“我的心情非常复杂，有愤怒、无奈、惋惜。
愤怒在于公司的加班制度正不断突破底线；无
奈是由于加班文化带来的薪资确实稍微高一
点，大家也由于自己的个人规划和生活压力必
须留下来；惋惜的是还有数千个‘我’留在这个
制度里。”王太虚说。

隐性超时加班成“标配”却难举证

　　对“996”等机制的声讨并非个案，因畸形
加班文化而引发争议的事件近年来频繁出现：

有称“996 是一种福报”；有在公司年会上公然
表示，“未来执行 996 工作制，甚至举例称工作
家庭平衡不好可以离婚”；有企业宣布全员开启

“隔周双休”的大小周模式。
　　在社交平台上，更是不乏一边加班一边吐
槽“996”的众多年轻人。
　　“互联网大厂们从来不会明说加班，但免
费班车、免费餐券、免费打车的‘福利’一步步
‘套路’着员工‘自主自愿’地加班。”一位互联
网企业员工小张介绍道，“晚走两小时就能坐
上免费班车，再多加班一小时还能拿张第二天
的免费餐券，再忍个一小时就能报销打车费。
于是，几乎没有人是不加班的，甚至看起来，我
们很‘乐意’加班。”小张表示，几乎没有看见过
自己组里有人按时下班过，“按时走反而感觉
像是翘班。”
　　举证难、认证难是目前超时加班盛行的重
要原因之一。从监管执法单位的角度看，往往
容易陷入只有劳动者举报，才能被动监管的局

面；而为了保住工作，愿意站出来和公司对
抗，且有足够对抗能力的劳动者却极为少数。
　　“按照劳动法的最上限工作时间来看，
‘996’工作制度显然超时，甚至超过的时长
相当惊人。”北京盈科（上海）律师事务所高级
合伙人律师李乐元认为，不论加班长短，用人
单位都是必须要和劳动者协商后才可以延长
工作时间，但这个“协商”在实践中，往往容易
流于表面甚至“缺席”。“从我入职一年半来
看，我没有接触过公司的工会组织。”王太
虚说。
　　制度的缺失也让“过劳死”难以认定。
2003 年通过的工伤保险条例中，规定了七种
可以被认定为工伤的情形，但并不包括“过劳
死”。“严格意义上说，‘过劳死’不是一个法律
概念，按照现行条例，有可能可以将‘过劳死’
认定为工伤的情况是，在工作岗位、工作时间
突发疾病且 48 小时内抢救无效的情形。”上
海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江锴

说，认定标准相对比较严格。

告别“超时加班光荣论”

　　专家认为，劳动者要增强自己的法律意
识，有更强的证据意识和保全意识。
　　记者查询发现，在 2018 年的一个判例
中，就曾出现过员工连续一个半月超时加班
后猝死、家属将企业告上法庭的案例。案例
显示，一是工作时间以及延长的工作时间如
果均超过法律规定上限，公司所提“自愿加
班”“已支付加班费”的理由都不能作为其违
法延长劳动时间的合理事由；二是即便无法
证明加班与其死亡结果存在必然直接因果，
无法认定为工伤，公司对该员工死亡造成的
损失也需承担赔偿责任。
　　在休假文化大不过加班文化的当下，难
以指望企业靠道德自觉来解决超时加班的困
局。早在多年前，就有专家呼吁：要遏制过度

加班现象，在企业层面建立健全工时协商机
制，在行业层面科学制定劳动定额，在立法层
面明确界定“过劳死”标准，在政府层面加大
执法惩处力度，切实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
　　鉴于“过劳死”认定为工伤难度较大，
不少专家也建议适当扩大职业病目录的范
围，“把一些普遍由于工作压力引起但却不
在原有目录范围内的疾病纳入进来。”江锴
表示，既要用法律标准的完善让企业认识
到，畸形的“超时加班”并不光荣甚至需要
付出代价，也要让诸如行业协会、企业工会
这样的组织力量发挥出作用，守护劳动者
的权益。
　　李乐元说，在科技发展的浪潮之下，很多
劳动者是被无奈地裹挟在其中，精密计算带
来极高效率的同时，千万不要忘记背后的安
全问题。“行业惯性不一定就有合理性，只有
关照好每一个劳动者，我们的社会才能创造
更大的价值。”

　　先是员工猝死，再是有员工跳楼自杀，后
又有员工因发布言论后被调查，最终因违反
员工手册被“辞退”，近日，新经济平台拼多多
数次陷入舆论漩涡。如何看待奋斗拼搏与

“狼性”加班、员工权利与企业发展，更是引发
多方讨论。
　　根据不完全统计，三起事件发生后，拼多
多已经数次对外发布回应。可惜的是，多次
回应中，未见深刻反思是否存在让劳动者超
时工作的制度安排，是否有背离奋斗精神的
畸形价值观。
　　这并非个案。近年来，多家互联网公司
在飞奔壮大的道路上，让畸形加班、“996”工
作制从幕后走到台前，在行业内多次发出“大
小周是硬核奋斗”“996 是福报”等言论，并假
借“奋斗”之名变得合理化。这是对奋斗本意
的误读，也是对员工合法权益的侵害，更是部

分企业为了逐利而压缩用人成本的“遮羞
布”。
　　另一方面，“996.ICU”“福报”“内卷”

“社畜”“打工人”等词汇的流行更反映出，
员工个人在与平台对话、与现实赛跑时的
无能为力，只能自嘲解围。
　　我们承认社会的快速发展，一部分是
加班加出来的；但勤劳不应当是过劳，拼搏
更非拼命。争议“996”不是不想奋斗、不
要劳动，更不能用一句“你不 996，自然有
人替你 996”来搪塞。
　　一些互联网平台该反思的，绝不是哪
个员工发布了错误的言论，而应反思更深
层次的问题：劳动者的个人权益究竟该如
何保障？企业发展如何设计出更好的激励
措施？
　　加班就是加班，不是文化，更不能和崇

尚奋斗画上等号。即使是按照劳动法的最
上限来计算，“996”也已经触碰了法律的
红线。目前，上海市长宁区劳动保障监察
大队已第一时间介入，根据相关法律法规
对拼多多的用人合同、用工时间等劳动用
工情况展开检查。期待此次的舆论关注，
能让劳动法长出“牙齿”，依法对相关事件
给予调查、给出公正结论。
　　资本不能搞“奋斗者”等同于“加班
人”、不加班就是不思进取的“道德绑
架”。随着互联网行业从野蛮生长逐渐
转向注重发展品质，企业制度设计和激
励措施，不仅要依法合规，更要文明高
效，切实拿出能让劳动者心甘情愿和企
业共同进退的各种保障制度，从高速增
长转向高质量发展。

    (本报记者周琳、王默玲)

可以很“拼”，但不能很“多”

王太虚展示的相关合同。 本报记者潘旭摄 拼多多提供的相关回应。

  举证难、认证难导致监管执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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