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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年前袁90后小琪成了一名新妈
妈遥后来袁我还看到她分享重返工作的
状态遥 作为休完产假按时返回职场的
哺乳期女性袁如果被公司开除袁她完全
可以申请劳动仲裁袁并且胜算很大遥

但是袁小琪并不是被公司开除袁而
是被劝退遥自从她休完产假回来工作袁
公司领导和人力资源部门就一直找她
谈话袁向她施加压力袁以她工作状态不
好为由袁劝她尽快离职遥 不仅如此袁领
导还在工作上将她边缘化袁 不安排具
体工作袁将她晾在一边袁等她自己受不
了主动提离职遥

野不光是我袁我们这里几个哺乳期
妈妈袁都面临着这个问题遥 冶

过了几天袁 我又听说公司其他部
门的一位 90后哺乳期妈妈袁也遭遇了
类似情况袁 领导和人力资源部门企图
用只给她发放社会保险而不发放工资
的方式袁逼迫她尽快离职遥

最近袁 河北传媒学院对未报备怀
孕女职工进行野全校通报批评袁扣发 6
个月绩效工资冶野取消两年内评优评先
和评定职称冶的做法袁再度引发社会对
育龄女性职场生存状况的关注遥 很难
想象袁在人类文明高度发展尧法律不断
完善的今天袁 女性仍会因为生育这一
天然的生理属性袁 成为被不断伤害的
对象遥

当今职场袁 生育歧视现象十分普
遍袁像一个可以幻化千张面孔的幽灵袁
在女性职业生涯的各个阶段伺机潜
伏遥

许多育龄女性在求职面试时袁都
难免会被问到是否结婚尧 是否生育等

涉及个人隐私的问题遥 已婚未育的女
性往往最先被人力资源部门拒之门
外袁 因为她们已经被企业标记为一个
随时可能生育休假的 野定时炸弹冶袁存
在着野高成本养人袁低劳动产出冶的风
险遥

即便获得了工作袁 很多已婚未育
或未婚女性也需要与用人单位签订
野承诺几年内不怀孕冶的隐形不平等条
款遥生育后重回职场的新妈妈袁由于育
儿压力袁 考虑到工作与生活平衡的需
求袁需要一段适应和磨合期袁此时她们
则会面临曾经的位置被取代袁 原有的
权责被架空袁 甚至自己最终被企业扫
地出门的风险遥 很多女性在其职业生
涯中袁因为承担着赡养老人尧照料子女
等家庭工作袁很难被委以重任袁或不得
不放弃工作遥

自从国家实施二孩生育政策后袁
各地推出了延长产假时间尧 哺乳期灵
活工作时间等优惠政策遥 6月 26日袁
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在官网
发布了 叶关于进一步加强招聘活动管
理促进妇女就业工作的通知曳袁明确要
求不得以性别为由限制妇女求职就
业尧拒绝录用妇女袁不得询问妇女婚育
情况袁并依法惩处侵害女职工孕期尧产
期尧哺乳期特殊劳动保护权益行为遥

但是袁 法律法规对女性的保护和
优待袁在某些企业眼中袁反而成为限制
育龄女性的首要原因遥 企业总是急于
翻开法律法规袁利用没有明确要求或详
细规定的法律空白袁对女性下手遥

不过袁也有好消息遥 近年来袁通过
借鉴外国公司的福利模式袁 一些知名

的国内互联网企业开始人性化地为孕
妇和哺乳期妈妈开设休息室和吸奶
室袁 并为她们设立弹性工作制度遥 据
悉袁 一些企业还开设了托儿所和亲子
中心袁配备专业的教师尧保育员和营养
师袁 以帮助职场妈妈更好地实现工作
与育儿的平衡遥

2019 年 5 月袁 彭博创始人迈克
尔窑布隆伯格宣布袁在全球范围内将全
薪产假由最低 18周延长至 26周遥 该
政策性别中立袁 无论男女员工都可申
请袁 并且是针对主要照顾人的全球最
低标准遥政策调整后袁彭博的带薪产假
将是美国通信和金融行业平均水平的
两倍袁并且比科技企业平均多出 63%遥

布隆伯格在给全球员工的备忘录
中这样写道院野通过这一政策调整袁我
们进一步实现了将彭博打造成为卓越
工作场所的承诺遥 我们意识到每个家
庭情况不同袁 而政策应该反映每一位
同事的需要要要要跨越全球袁 不论性
别遥 冶

虽然目前的科学和医疗水平袁还不
足以让男性成为生育担当袁但假如职场
爸爸也不得不去休假照顾孩子袁或许生
育歧视就自然失去其容身之地了吧钥是
否可以尝试让职场夫妇共享固定天数
的生育假期袁根据情况分配双方各自的
休假时间曰或者将职场男性也纳入现有
生育休假体系袁鼓励爸爸们同样成为新
生儿的主要照顾者遥

传统的野丧偶式育儿冶袁职场的生
育歧视袁 已经让妈妈们在生理和心理
上承受了太多遥职场爸爸们袁你们准备
好在家休假带娃了吗钥

上岗一周不到就辞
职袁没时间谈恋爱尧办公
室没空调尧WiFi速度太慢
成离职理由噎噎 近日袁一
则年轻求职者 野闪辞冶让
企业措手不及的报道引
起关注遥 面对此类报道袁
不应仅仅感叹年轻人追
求个性尧我行我素或指责
年轻人没有恒心尧不够专
一尧缺乏责任感袁更应反
思如何才能改变现状袁创
造更加良好健康的就业
环境遥

年轻人可以彰显野个
性冶袁 但不能丢弃最珍贵
的品质遥 当代年轻人成长
于科技日新月异尧信息高
度融通的时代袁社会发展
给年轻人创造了众多新
的机会袁提供了更多职业
选择袁也呼唤青年人大胆
突破传统袁 奋力创新创
造遥 年轻人有选择的权
利袁正常的辞职也无可厚
非遥 但无论时代如何变
化袁社会总是欢迎讲诚信
有担当的人遥 思维活跃尧
行为率性不代表可以不
负责任遥 不顾手头工作的
进展袁不考虑自己的行为
是否会给公司造成损失袁
甚至不在乎是否会付出
法律的代价而随意辞职袁
体现的不是个性袁而是丧
失诚信尧没有担当尧缺乏
责任感的表现袁不利于年
轻求职者自身的成长遥

提高诚信度袁优化用
人管理机制是企业减少
野闪辞冶的有效手段遥 诚信
是相互的袁唯有企业向求
职者表现出最大的诚意袁
才能真正留住人遥 一些企
业在招聘中夸大岗位薪
酬福利袁明知无法兑现还
随意承诺袁 在实际发放工资福利时却故
意刁难尧推三阻四遥 求职者感受到了野欺
骗冶且难以维权袁便用野闪辞冶及时止损也
就不难理解遥此外袁当前的年轻求职者有
着与父辈截然不同的工作态度袁野不愿意
迎合冶是他们在职场中真实的写照袁他们
希望在工作中实现自身价值袁 并且得到
认可和尊重遥据报道袁相当一部分年轻人
因为没有受到公正对待袁 在领导无故批
评和毫无根据的指责后选择辞职遥可见袁
当代企业要想拴住人心袁 应当着力营造
公平公正尧唯才是用尧风清气正的工作环
境袁用良好的企业文化吸引人才袁留住人
才遥

制度约束是规范就业市场行为的重
要保障遥 求职者与企业都是 野闪辞冶现象
的野受害者冶遥 唯有从制度上进行规范和
约束袁才能保障双方的利益遥 今年 4月袁
浙江省人社厅曾透露将用征信来约束求
职者的任性行为袁 频繁辞职和就业可能
被记录信用库遥 其实不仅员工不负责任
的行为应该挂钩个人征信体系袁 建立企
业用人的信用体系同样重要遥 相关部门
应对离职率较高的企业进行检查袁 若存
在招聘时夸大工资福利袁 或通过设置条
件克扣工资等严重侵害求职者合法权益
的行为袁 将违规者记录在案并进行严厉
处罚遥唯有建立一个双向的约束机制袁才
能最大程度减少野闪辞冶的现象遥

野闪辞冶 看似是求职者的个人行为袁
实则关乎年轻人的自我认知尧 职场诚信
等袁应当引起全社会的关注和行动遥随着
又一年高校毕业季到来袁 学生们陆续离
开校园走进职场袁尤需求职者尧企业和社
会三方合力袁营造诚信的氛围袁形成制度
的制约袁推进就业市场健康发展遥

伏特

山东院
出实招帮扶退役军人创业就业

6月 24日上午袁 山东省首批退役军人就业创业导师聘任会
在济南市举行袁 山东省退役军人事务厅领导向退役军人就业创
业标兵谢清森等 12人颁发导师证书遥这标志着山东省退役军人
就业创业工作取得新进展遥

6月初袁山东省出台叶退役军人就业创业导师管理办法渊试
行冤曳袁 由退役军人事务部门聘任具备就业创业指导专业知识或
专项技能的人士袁为退役军人就业创业提供专业服务遥导师主要
担负以下职责院开设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专题讲座曰组建退役军人
就业创业团队曰 指导退役军人参加就业创业大赛和各类创客活
动等曰与退役军人进行野面对面冶项目指导曰参与退役军人就业创
业相关课题研究曰积极向创业投资机构推荐研究成果遥 谢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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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后妈妈遭遇生育歧视院

不是被开除而是被劝退
阴小象

天津院
实施野青年就业启航计划冶

天津市人社局和天津市团市委近日联合下
发叶关于实施青年就业启航计划的通知曳提出袁
针对 16岁至 35岁有劳动能力尧 失业一年以上
的青年袁 建立健全覆盖求职创业全过程的帮扶
机制袁 使有需要的失业青年都能得到相应就业
帮扶遥

在提升专项技能方面袁 天津将向失业青年
免费提供岗位信息尧职业培训信息尧职业介绍和
政策咨询等曰在自主创业方面袁天津将组织有创
业意愿的失业青年参观创业园区尧孵化基地尧众
创空间袁 开展创业创新培训袁 落实创业担保贷
款尧一次性创业补贴等创业扶持政策袁降低失业
青年创业成本袁 为失业青年提供低成本尧 便利
化尧开放式的服务遥 周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