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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进城务工人员称为

“讨薪律师”，着实让赵彦松

有些意外。这位大学毕业

后留在西安的河北青年，从

第一次接触农民工讨薪起

至今已有12个年头了。从

最初的法律援助到今天做

专职讨薪律师，12年中，赵

彦松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先

后代理农民工讨薪、劳动争

议、工伤赔偿、伤残鉴定等

各类案件436起，胜诉428

起，帮农民工讨回了近千万

元的血汗钱。

由于多年从事为劳动者讨薪维权工作，赵彦松
养成了记日志的习惯，慢慢地形成了3万多字200
多篇网络日志和纸质日志。日志内容包括当事人
的诉求、案情概要、胜诉节点及自己代理案件的心
理感受等方面。这其中最感人的是他经过多方努
力为农民工讨回了工钱，办理了社保，获得了经济
补偿的案子。当然也有因种种原因未获得成功的
案例，这似乎成了他终身的遗憾。

“2019年 1月 9日（晴）星期三，今天非常开
心。在铜川新区一建筑公司打工的 50多名农民
工，从2013年开始讨要劳务报酬132万元，我代理
这个案子后，经过当地法院 5次开庭，去年 11月
22日经法院调解，开发商和建筑商终于答应支付
所欠农民工的工资。今天他们如愿拿到了工资可
以安心过年了，打电话向我表示感谢。放下电话，
我感到非常欣慰，有一种成就感。从2006年进入
律师行业，我帮农民工和工薪阶层讨薪维权，转眼
已经 12年了，每当我帮劳动者讨回劳动报酬，补
办社保，拿到补偿金，自己所付出的一切努力，所
受的委屈都烟消云散，让我对未来的工作充满了

激情和信心！”
这是赵彦松“维权日志”中的一篇，描述了他为

农民工讨回工资时的喜悦心情，以及维权讨薪的艰
难程度。像这种形式的日志，累计200多篇3万多
字，大多是以网络日志的形式发表在他的维权网
站，有些牵扯到个人隐私的，不宜公开发表的，他则
写在记事本里。

1月17日，记者到赵彦松的法律维权工作室采
访时，正好有4位女环卫工因所在保洁公司没有为
其办理“五险一金”，随意克扣工资等问题寻求帮
助。其中一位环卫工的丈夫之前起诉西安一家医
院克扣工资未办理社保，在赵彦松的帮助下，通过
劳动仲裁和法院裁决，如期拿到了所欠的工资和养
老补偿金。正是出于对“讨薪律师”赵彦松的信任，
她这次才带着三位姐妹到这里来咨询。

赵彦松接待完4位环卫工后，又赶紧为次日的
开庭做准备工作。等到夜深人静时，赵彦松便将白
天发生的事记入日志。多年来他逐渐养成了记日
志的习惯，一旦哪天忘记了，就觉得似乎缺少点什
么，想起来后就找时间及时补上。

“讨薪律师”的200篇维权日志

今年41岁的赵彦松是河北辛集市人，他中等
个头，长相文雅，但骨子里却有着“燕赵之士”的古
道热肠和侠肝义胆。

2016年的一天，他来到长安区为一名手指伤残
的工人维权，用人单位的老板看他据理力争，不肯
妥协让步，竟然恼羞成怒，让其手下把大门关闭，逼
迫伤残工人妥协，不让赵彦松等人出门，并且谩骂
恐吓。此时的赵彦松非常冷静，他首先告知那个老
板，非法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要承担法律责任，同
时他拨打了110报警。直到后来警方介入，他们才
得以脱身。通过这件事，他更加坚定了为农民工维
权的意志。在他的努力下，最终通过法院诉讼使这
位农民工获得了应有的赔偿。

2002年6月，赵彦松从当时的西北政法学院毕

业后，在一家单位找了份节目编辑主持工作。2006
年6月，他放弃主持工作做起律师，开始代理劳动争
议案件。12年时间，赵彦松先后代理涉及讨要工
资、解聘赔偿金、经济补偿金、养老医疗失业社保纠
纷、工伤赔偿、伤残鉴定等各类维权案件436起，胜
诉428起。

赵彦松说，最难忘的是2012年他帮安康患尘
肺病矿工姚元聪讨回18万元赔偿款一案。虽然此
案历经一年左右时间，从西安到渭南市劳动部门和
白水县煤矿，他奔波20余次，但当姚元聪拿到18万
元救命钱，当其家人流出感激的泪水时，他更加感
受到自己肩上的重任和担当。让劳动者获得法律
的帮助，让农民工体会到人间的正义和温暖，成了
他的人生追求和工作目的。

为农民工维权曾遭恐吓

“作为一名法律工作者，多年来你一直
坚持为农民工讨薪维权，你的出发点和原
动力是什么？为什么同行嫌麻烦、挣钱太
少、不愿接的案子，你却承揽下来代理诉
讼？”

面对记者的提问，赵彦松坦言，“因为
我自己也是农民的儿子，从小看到听到村
里许多农民工到城市打工的曲折经历，深
知他们背井离乡的种种不易，尤其是春节
前仍拿不到工资而无法面对家人时的无
助，这些都深深触动了我。我当时就暗暗
发誓，自己长大后一定要当一名法律工作
者，替他们依法维权。”

对于未来的工作安排和规划，赵彦松

在其“维权日志”中写道：以后我将在为农民
工、劳动者维权的道路上更加坚定地走下
去。对于我的选择，有的同行不理解，说你
这是何苦呢？替农民工和城市工薪阶层维
权打官司挣不了多少钱，而且还费时费力，
有些还是无偿的法律援助，真是得不偿失。
但是我认为，每个人的志向不同，追求不同，
12年来，我帮许多劳动者讨薪维权，经过媒
体报道，农民工口口相传，劳动者纷纷找我
代理劳动争议案件，还有一些外地农民工
慕名到西安专门找我代理案子。虽然我在
经济上没有获得多少收入，但我能够成为
众多劳动者心中的“讨薪律师”和维权代理
人，我就感到非常满足了！

把为农民工讨薪维权作为职责和担当

记者：赵律师，据我了解，
几乎每年的元旦春节前夕，就
会成为劳动者讨薪维权的高发
季，其原因何在？

赵彦松：这个现象确实存
在，主要原因有三点：第一，劳
动者干完活之后，个别无良企
业在部分或全额获得工程款的
情况下，故意拖延，迟迟不愿按
照合同规定支付农民工的工
资，从年初拖延到年底，农民工
只能依法维权。第二，有的公
司因为经营不善破产了，老板
跑路了，劳动者辛辛苦苦打工
最后拿不到血汗钱，到了年底
只能向劳动监察部门，劳动仲
裁部门申诉，讨要工资。第三，
近年来，由于《劳动合同法》的
实施，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
对农民工和工薪阶层讨薪维权
的关注和帮助，以及强令建筑
施工单位进场前必须缴纳保证
金，劳动者讨薪维权的案例，比
前些年减少很多。不过，这几
年劳动者维权意识逐年增强，
再加上元旦春节期间讨薪维权
的人相比平时要多一些，所以
形成了高发季。

记者：根据你多年的司法
实践，你认为劳动者该怎样维
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劳动者维
权又有哪些途径？

赵彦松：首先，劳动者到用
人单位应聘时，一定要和用人
单位签订劳动合同。第二，如
果用人单位规避责任，找借口
不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那
么劳动者可向属地劳动监察部
门反映投诉，强令其签订劳动
合同，缴纳“五险一金”。第三，
如果当事人抹不开面子，或者
投诉后效果不佳，则应该保留
相关证据，比如与用人单位存
在劳动关系的证明材料、进门
卡、工资条、工作质量验收单
据、工作卡、考勤表等凭证，包
括用人单位解除或终止劳动关
系的通知书等等，为以后向劳
动部门申诉，到法院打官司做
准备。

劳动者依法维权有三个途
径：第一，与用人单位协商解决
问题，讨要劳动报酬。达不到
目的，则向当地劳动监察部门
反映投诉，责令用人单位支付
劳动报酬。第二，当用人单位
不承认劳动者与其形成的劳动
关系，不肯支付工资以及办理
或补偿社保金时，劳动者可依
法向劳动仲裁部门申诉，请求
劳动仲裁委裁决用人单位支付
工资、办理社保、赔偿损失。第
三，劳动者也可以依据《劳动
法》和《劳动合同法》相关规定，
向法院起诉，将用人单位请上
被告席。

记者：上边你说的是用人
单位应遵守的法律法规，那么
作为劳动者应遵守哪些规定
呢？

赵彦松：对于劳动者来讲，
从进入用人单位的第一天起，
就应遵守公司的相关规章制
度，保质保量完成工作量，完成
生产任务，不要迟到早退，不要
偷奸耍滑无故旷工。只有把工
作做好了，并得到了用人单位
的确认，同时自己也保存有足
够的证据，维权的时候才能够
真正硬气起来。

农民工如何维权？
记者对话赵彦松

两位女环卫工人因保洁公司拖欠工资请
赵彦松代理维权

赵彦松热情接待每一位投诉反映人，并免费为其做法律咨询

新闻提示

文/图 本报记者 杨立

责编：李少娟 组版：艾莉 校检：公大年张冬平

官方微博：新浪/腾讯@三秦都市报

2019年2月12日 星期二新闻调查Ａ13
www.sanqin.com

﹃
讨
薪
律
师
﹄
和
他
的
﹃
维
权
日
志
﹄

被进城务工人员称为

“讨薪律师”，着实让赵彦松

有些意外。这位大学毕业

后留在西安的河北青年，从

第一次接触农民工讨薪起

至今已有12个年头了。从

最初的法律援助到今天做

专职讨薪律师，12年中，赵

彦松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先

后代理农民工讨薪、劳动争

议、工伤赔偿、伤残鉴定等

各类案件436起，胜诉428

起，帮农民工讨回了近千万

元的血汗钱。

由于多年从事为劳动者讨薪维权工作，赵彦松
养成了记日志的习惯，慢慢地形成了3万多字200
多篇网络日志和纸质日志。日志内容包括当事人
的诉求、案情概要、胜诉节点及自己代理案件的心
理感受等方面。这其中最感人的是他经过多方努
力为农民工讨回了工钱，办理了社保，获得了经济
补偿的案子。当然也有因种种原因未获得成功的
案例，这似乎成了他终身的遗憾。

“2019年 1月 9日（晴）星期三，今天非常开
心。在铜川新区一建筑公司打工的 50多名农民
工，从2013年开始讨要劳务报酬132万元，我代理
这个案子后，经过当地法院 5次开庭，去年 11月
22日经法院调解，开发商和建筑商终于答应支付
所欠农民工的工资。今天他们如愿拿到了工资可
以安心过年了，打电话向我表示感谢。放下电话，
我感到非常欣慰，有一种成就感。从2006年进入
律师行业，我帮农民工和工薪阶层讨薪维权，转眼
已经 12年了，每当我帮劳动者讨回劳动报酬，补
办社保，拿到补偿金，自己所付出的一切努力，所
受的委屈都烟消云散，让我对未来的工作充满了

激情和信心！”
这是赵彦松“维权日志”中的一篇，描述了他为

农民工讨回工资时的喜悦心情，以及维权讨薪的艰
难程度。像这种形式的日志，累计200多篇3万多
字，大多是以网络日志的形式发表在他的维权网
站，有些牵扯到个人隐私的，不宜公开发表的，他则
写在记事本里。

1月17日，记者到赵彦松的法律维权工作室采
访时，正好有4位女环卫工因所在保洁公司没有为
其办理“五险一金”，随意克扣工资等问题寻求帮
助。其中一位环卫工的丈夫之前起诉西安一家医
院克扣工资未办理社保，在赵彦松的帮助下，通过
劳动仲裁和法院裁决，如期拿到了所欠的工资和养
老补偿金。正是出于对“讨薪律师”赵彦松的信任，
她这次才带着三位姐妹到这里来咨询。

赵彦松接待完4位环卫工后，又赶紧为次日的
开庭做准备工作。等到夜深人静时，赵彦松便将白
天发生的事记入日志。多年来他逐渐养成了记日
志的习惯，一旦哪天忘记了，就觉得似乎缺少点什
么，想起来后就找时间及时补上。

“讨薪律师”的200篇维权日志

今年41岁的赵彦松是河北辛集市人，他中等
个头，长相文雅，但骨子里却有着“燕赵之士”的古
道热肠和侠肝义胆。

2016年的一天，他来到长安区为一名手指伤残
的工人维权，用人单位的老板看他据理力争，不肯
妥协让步，竟然恼羞成怒，让其手下把大门关闭，逼
迫伤残工人妥协，不让赵彦松等人出门，并且谩骂
恐吓。此时的赵彦松非常冷静，他首先告知那个老
板，非法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要承担法律责任，同
时他拨打了110报警。直到后来警方介入，他们才
得以脱身。通过这件事，他更加坚定了为农民工维
权的意志。在他的努力下，最终通过法院诉讼使这
位农民工获得了应有的赔偿。

2002年6月，赵彦松从当时的西北政法学院毕

业后，在一家单位找了份节目编辑主持工作。2006
年6月，他放弃主持工作做起律师，开始代理劳动争
议案件。12年时间，赵彦松先后代理涉及讨要工
资、解聘赔偿金、经济补偿金、养老医疗失业社保纠
纷、工伤赔偿、伤残鉴定等各类维权案件436起，胜
诉428起。

赵彦松说，最难忘的是2012年他帮安康患尘
肺病矿工姚元聪讨回18万元赔偿款一案。虽然此
案历经一年左右时间，从西安到渭南市劳动部门和
白水县煤矿，他奔波20余次，但当姚元聪拿到18万
元救命钱，当其家人流出感激的泪水时，他更加感
受到自己肩上的重任和担当。让劳动者获得法律
的帮助，让农民工体会到人间的正义和温暖，成了
他的人生追求和工作目的。

为农民工维权曾遭恐吓

“作为一名法律工作者，多年来你一直
坚持为农民工讨薪维权，你的出发点和原
动力是什么？为什么同行嫌麻烦、挣钱太
少、不愿接的案子，你却承揽下来代理诉
讼？”

面对记者的提问，赵彦松坦言，“因为
我自己也是农民的儿子，从小看到听到村
里许多农民工到城市打工的曲折经历，深
知他们背井离乡的种种不易，尤其是春节
前仍拿不到工资而无法面对家人时的无
助，这些都深深触动了我。我当时就暗暗
发誓，自己长大后一定要当一名法律工作
者，替他们依法维权。”

对于未来的工作安排和规划，赵彦松

在其“维权日志”中写道：以后我将在为农民
工、劳动者维权的道路上更加坚定地走下
去。对于我的选择，有的同行不理解，说你
这是何苦呢？替农民工和城市工薪阶层维
权打官司挣不了多少钱，而且还费时费力，
有些还是无偿的法律援助，真是得不偿失。
但是我认为，每个人的志向不同，追求不同，
12年来，我帮许多劳动者讨薪维权，经过媒
体报道，农民工口口相传，劳动者纷纷找我
代理劳动争议案件，还有一些外地农民工
慕名到西安专门找我代理案子。虽然我在
经济上没有获得多少收入，但我能够成为
众多劳动者心中的“讨薪律师”和维权代理
人，我就感到非常满足了！

把为农民工讨薪维权作为职责和担当

记者：赵律师，据我了解，
几乎每年的元旦春节前夕，就
会成为劳动者讨薪维权的高发
季，其原因何在？

赵彦松：这个现象确实存
在，主要原因有三点：第一，劳
动者干完活之后，个别无良企
业在部分或全额获得工程款的
情况下，故意拖延，迟迟不愿按
照合同规定支付农民工的工
资，从年初拖延到年底，农民工
只能依法维权。第二，有的公
司因为经营不善破产了，老板
跑路了，劳动者辛辛苦苦打工
最后拿不到血汗钱，到了年底
只能向劳动监察部门，劳动仲
裁部门申诉，讨要工资。第三，
近年来，由于《劳动合同法》的
实施，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
对农民工和工薪阶层讨薪维权
的关注和帮助，以及强令建筑
施工单位进场前必须缴纳保证
金，劳动者讨薪维权的案例，比
前些年减少很多。不过，这几
年劳动者维权意识逐年增强，
再加上元旦春节期间讨薪维权
的人相比平时要多一些，所以
形成了高发季。

记者：根据你多年的司法
实践，你认为劳动者该怎样维
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劳动者维
权又有哪些途径？

赵彦松：首先，劳动者到用
人单位应聘时，一定要和用人
单位签订劳动合同。第二，如
果用人单位规避责任，找借口
不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那
么劳动者可向属地劳动监察部
门反映投诉，强令其签订劳动
合同，缴纳“五险一金”。第三，
如果当事人抹不开面子，或者
投诉后效果不佳，则应该保留
相关证据，比如与用人单位存
在劳动关系的证明材料、进门
卡、工资条、工作质量验收单
据、工作卡、考勤表等凭证，包
括用人单位解除或终止劳动关
系的通知书等等，为以后向劳
动部门申诉，到法院打官司做
准备。

劳动者依法维权有三个途
径：第一，与用人单位协商解决
问题，讨要劳动报酬。达不到
目的，则向当地劳动监察部门
反映投诉，责令用人单位支付
劳动报酬。第二，当用人单位
不承认劳动者与其形成的劳动
关系，不肯支付工资以及办理
或补偿社保金时，劳动者可依
法向劳动仲裁部门申诉，请求
劳动仲裁委裁决用人单位支付
工资、办理社保、赔偿损失。第
三，劳动者也可以依据《劳动
法》和《劳动合同法》相关规定，
向法院起诉，将用人单位请上
被告席。

记者：上边你说的是用人
单位应遵守的法律法规，那么
作为劳动者应遵守哪些规定
呢？

赵彦松：对于劳动者来讲，
从进入用人单位的第一天起，
就应遵守公司的相关规章制
度，保质保量完成工作量，完成
生产任务，不要迟到早退，不要
偷奸耍滑无故旷工。只有把工
作做好了，并得到了用人单位
的确认，同时自己也保存有足
够的证据，维权的时候才能够
真正硬气起来。

农民工如何维权？
记者对话赵彦松

两位女环卫工人因保洁公司拖欠工资请
赵彦松代理维权

赵彦松热情接待每一位投诉反映人，并免费为其做法律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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