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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 11

第一天晚上 8：00 上班，到第二天早上 7：50 才可以
下班，每日工作长达近 12 个小时；实习期间受伤不允
许休息；生病不允许请假……
近日，广西桂林网友陌晓发在微博上的一段文字
引发外界关注。陌晓描述的是她读中职的妹妹在广东
江门一家企业实习的情形，文字后面还附上了她妹妹
在实习期间被烫伤的图片。
这些情况是否属实？为何学生实习中权益受侵害
的情况屡屡出现？带着这些问题，有媒体展开了调查。

广西一中职学校组织学生到江门实习，
被举报违反多项规定，
当地教育部门介入调查要求整改

“有人一天要上 12 小时夜班”
实习中专生：一天 12 个小时夜班
陌晓的妹妹钟婷（化名）就读于桂林电
子中等专业学校（简称“桂林电子中专”
）计
算机应用专业，今年读二年级下学期，按照
学校的教学计划，
要安排去企业跟岗实习。
今年 3 月 6 日，
钟婷和同年级 100 多名同
学在老师的组织下，乘大巴车从桂林来到广
东，到国内一家知名空调企业位于江门的工
厂实习。经过几天培训后，
3 月 10 日，
钟婷和
班上几名同学被安排到配管班组，在流水线
上负责空调毛细管的插管组装工作。
除了前 3 天适应期，工作时间是头一天
20 点到第二天早上 6 点半，之后钟婷每天要
从头一天 20 点一直工作到第二天早上 7 点
50 分，中间只有一个半小时的宵夜和休息时
间。
“我从来没有熬过夜，刚开始还算精神，
两三天后我就有些坚持不了了。”钟婷说，3
月 16 日凌晨三四点，连续工作了几个小时
的她又累又困，渐渐地越来越跟不上流水线

上迅速旋转的转台，一不小心，她的右手手
腕被一旁刚焊好的零件烫伤了。
每天十多个小时不停地重复用手操作，
加工几千个零件，钟婷的左手手腕因为使用
过度出现了一个硬块，一工作便感觉有些疼
痛。3 月 17 日，钟婷将手腕出现异常和被烫
伤的情况向班主任反映后，班主任廖老师在
微信中对她说：
“问题不大，坚强点！”廖老师
还表示，流水线基本都是这种情况，要适应
也要接受。
当时，
钟婷班上有一名男生上白班，
因为
站着操作的时间太长，
加上体质比较弱，
在流
水线上昏倒了两次后，在家长的交涉下办理
了离岗手续，
因为受不了工厂高强度的工作，
她学校先后有 20 多名学生申请离岗。除了 3
月 17 日请假去医院休息了一天，
她在这家工
厂连续实习了 12 天都没有享受过法定假
日。无奈之下，她把厂里遇到的情况告诉了
在桂林工作的姐姐。

学生家属：
学校做法违反相关规定
姐姐陌晓通过桂林市教育局的公众号
“桂林教育”联系上了职成科的工作人员，就
相关情况进行了咨询、
反映。此后，
她又查阅
教育部等部门印发的《职业学校学生实习管
理规定》，
发现妹妹的学校在组织学生去江门
工厂实习期间，
很多做法都违反了规定。
《职业学校学生实习管理规定》第十六
条明确提出，除相关专业和实习岗位有特殊
要求，并报上级主管部门备案的实习安排
外，学生跟岗和顶岗实习期间，实习单位应
遵守国家关于工作时间和休息休假的规定，
并且不得安排学生在法定节假日实习，及安
排学生加班和夜班。
此外，
《职业学校学生实习管理规定》
第十五条要求职业学校和实习单位要依
法保障实习学生的基本权利，并不得安排
未满 16 周岁的学生跟岗实习、顶岗实习。
钟婷却发现，班上两名未满 16 岁的学生小

罗 和 小 吴 也 在 老 师 的 组 织 下 ，参 加 了 实
习，在进入企业后签实习协议时，老师让
他们填写的是别人的资料。学校拍摄的
一张校领导去车间看望实习学生的照片
中，小罗正在流水线上工作，一旁挂在墙
上的时钟显示当时是晚上 10 点半。
“我向教育局反映后，
还把发现的这些违
规情况发在了微博上。”陌晓说，可能相关部
门感到了压力，
同意给我妹办理离职手续，
结
束在那家工厂的实习。3 月 23 日，钟婷在填
写了离职申请表后，于 3 月 25 日回到了桂
林。离职时，带队老师告诉她将会按照每小
时13元的标准结算实习期间的劳动报酬。
3 月 29 日，钟婷在姐姐的陪伴下去桂林
市人民医院做了彩超，
通过超声诊断发现，
她
左手手腕出现的硬块是腕部肌腱腱鞘积液造
成，
医生建议她注意休息，
少用手腕。现在她
的手腕还是时常有疼痛和无力感。

当地教育部门：举报属实，已责成学校整改
“学生家长反映过来的问题我们
很重视，也了解到学校（桂林电子中
专）这批学生确实有这个情况。”3 月
30 日，桂林市教育局职成科科长粟旭
东向媒体表示，目前已经责成学校对
违规问题进行整改，据反馈这名家长
对处理结果也比较满意。
粟旭东介绍说，职业学校组织学
生实习是国家课程标准规定的教学内
容，为了保证实习过程依法依规，教育
主管部门每年会组织学校学习相关文
件规定，学校在组织学生外出实习时
要按教育部和自治区相关规定在教育
局进行备案，同时教育行政部门还会
不定期地到现场抽查一些学生实习的
企业。
“这个抽查是结合我们的工作安
排进行的，不可能覆盖到全部学校、全
部班级和时段，有可能会出现一些学
校违规教育主管部门不掌握的情况。
但一旦发现或收到外界举报，我们肯
定会责成学校整改。
”
他说。
据了解，每年教育主管部门都会
收到一些学生和家长投诉职业学校违
规组织实习的情况。在粟旭东看来，
学生权利意识增强是时代进步的表
现，
“ 我们把学生都当自己的孩子，如
果我自己的孩子遇到这样的情况我也
心痛。
”
他分析说，学校安排学生实习出
现违规的情况，往往跟实习岗位的性
质有关，比如烹饪专业一般比较规范，
酒店的工作时段执行得比较严格。但
一些生产企业的季节性的岗位，为了
赶订单，在任务紧张的情况下，尽管学
校与企业签订了合同，但学校在坚持
履行合同的态度上也可能存在不坚定
的情况。此外，像汽修专业，4S 店承诺
了给客户在几个小时内修好，实习的
学生只能跟着工作任务处理的全流程
才能学会相应的技能，也会出现实习
上班时间不规范的情况。
桂林电子中专校长陈显军表示，

今年学校组织了 150 多名学生赴广东
的工厂实习，接到教育局的整改通知
后，学校于 3 月 17 日派老师过去，和企
业高层进行沟通，就夜班和加班的情
况进行整改。因为马上要进入夏季，
目前空调企业的生产任务量很大，
“如
果企业不能把夜班的学生都调整到白
班，那我唯一的办法就是把学生撤回
来，这样就没有实习成绩，没有实习成
绩就毕不了业，家长到时候更不满意，
所以也很为难。
”
陈显军说。
职业院校组织学生实习是国家课
程标准规定的教学内容。但对于一所
地处西部的内地职业院校来说，要对
接到合适的实习企业并不容易。陈显
军说，学校每年都是到处找实习单位，
在校企合作一头热一头冷的情况下，
学校也有难处。
“不管是从保护未成年人权益还
是执行教育部相关规定的角度来说，
违规实习的情况我们一旦发现就会立
即要求学校进行整改。”粟旭东说，如
果整改不到位，还会进行通报，对校领
导进行处理。
对于教育主管部门的处理结果，
陌晓表示，尽管她妹妹已经离岗，但妹
妹的不少同学依然在这家工厂加班和
上夜班。据了解，在钟婷工作的车间，
就有两所广西的职业院校和一所山东
的职业院校的学生在实习，而学生们
也都是按照工厂的排班，在加班加点
地工作。
“我觉得这不仅是我妹妹一个
人的权益，很多职校生都没有这方面
的意识，
真是挺无奈的。
”
陌晓说。
接到反映桂林电子中专违规安
排未成年人进入企业实习的情况后，
粟旭东马上通过教育局学籍管理系
统进行查询，查实小罗和小吴确实未
满 16 周岁。3 月 30 日下午，学校方面
反馈，已安排这两名未成年学生结束
在工厂的实习，返回桂林。
（钟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