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凭什么一周只能休一天 部分90后听到加班就跳槽

“法定双休”其实是一种误读
一周只休息一天？ 太累！ 越来越多的
年轻人不愿意加班，一些90后、95后职场
新人，视双休为不能触碰的底线。
近日，23岁的吴先生在城市留言板
留言，自称在武昌一家科技公司上班，每
周上班6天， 周六周日必须有一天上班。
他认为，根据劳动法等相关法律的规定，
周末上班就是加班， 单位应当支付加班
工资。 他说，如果平时有双休，周六周日
偶尔加加班也是可以的。 但长期一周工
作6天，他不干，“除了工作，还有生活。 ”

一周只休一天？ 部分90后不干

他们比70、80后更在意工作舒适度
9月3日，吴先生受访时告诉记者，
2017年7月本科毕业后，他进入武昌区
一家科技公司从事计算机软件开发，
公司员工被要求加班的现象很严重，
且没有加班费，今年以来，几乎每周都
是“做六天休一天”。
吴先生说，“虽然现在公司的薪资
待遇提高了， 我的工资也从每月2000
元不到涨到了4000多元， 但经常加班
而且不给加班费让人不能忍受， 前两
天我已经辞职另找工作。 ”
和吴先生一起打算辞职并追讨加
班费的同事小张告诉记者，“
‘做六休

一’我肯定接受不了。 进入公司前，说
好一周五天40小时工作制， 结果第一
天上班就被告知，每天上班7.5小时，周
六还要上班。 ”
8月24日， 武汉一家私企的HR在
网上发帖吐槽， 办公室新来的同事小
陈，前段时间因公司临时有宣传活动，
加班了一周，没想到加完班就辞职了。
小陈25岁，家在武汉，自称生活没
什么压力， 当初选这份工作就是认为
有双休。 小陈连离职手续都没办就“裸
辞”，让公司好多同事议论纷纷。 有人
说，其实公司今年就加了这一周班，平

时加班不算多；有人说，要还房贷，不敢
任性……
吴女士在一家银行工作，她也诉苦
说， 单位新招聘了两名1994年出生的
小姑娘，没干到1个月就走了，原因是
不能准时下班。
“银行工作的确忙，想每天准点下
班基本不太可能。 ”相比之下，70后、80
后员工不会轻易为此跳槽。
因为加班，一些国企、事业单位留
不住人，民营企业留人更难，多家民企
HR跟帖说，许多90后认为，工作舒不
舒适第一位。

法定双休？ 这其实是误解

但加班应安排调休、给足加班费
在很多人看来， 周六周日是法定
的休息日，真是这样吗？
武汉市劳动保障监察支队相关负
责人昨天解释说：“劳动法规定劳动者
每周至少休息一天， 并没有强制企业
安排双休，不少人误解了。 ”该负责人
表示，我国实行的标准工时制规定，劳
动者每日工作时间不超过8小时，平均
每周工作时间不超过44小时。
加班需要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协
商，在双方取得一致的前提下，一般每
日不得超过1小时，因特殊原因需要延

近四成职场精英
不介意是否加班
近期， 前程无忧旗下无忧精英网发
起了一项调研。 调查显示，尽管79.87%的
职场精英只愿意接受不加班或只是偶尔
加班的工作，但高达39.36%的人表示，加
班对自己毫无影响， 因为加班已成为生
活的一部分。 人力资源专家建议90后，入
职前几年重在积累经验， 大强度的工作
有利于增强抗压能力， 不宜简单抗拒加
班，“未来会回馈你最初的努力”。

长的，每天不得超过3小时，每月累计
不得超过36小时。 该负责人解释，像前
述的小张每天工作7.5小时，“做六休
一”，一周合计工作45小时，公司保证
了他一周一天休息， 因此其超出44小
时部分的1个小时，应视作平日超时加
班，而非双休日加班。
“平时加班，即安排劳动者在法定
标准工作时间以外延长工作时间，企
业可以安排员工调休。 如无法安排调
休， 则需要按照不低于劳动者本人工
资的150%支付加班工资； 双休加班，

又无法安排调休，需要按照不低于劳动
者本人工资的200%支付加班工资；如
果是法定节假日加班，企业只能按照不
低于劳动者本人工资的300%支付加班
工资，而不得以调休来免除支付加班工
资的义务。”市劳动监察支队负责人说。
市人社部门提醒，用人单位应合理
安排上班时间，避免员工超时加班。 如
劳动者遭遇强制加班， 或发生劳动争
议，可携带有效证据，向各区劳动监察
大队举报或申请仲裁。
武汉晚报记者章鸽 通讯员彭燕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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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影展、快闪店

武汉国际广场十一周年

9 月江城“
星光”有点亮

店庆热度本周持续进行时
上周末，不少市民已经进入
“
买买买”模
式，伴随武汉国际广场
“
至尚荣耀”十一周年
庆活动持续升温， 本周末还将迎来一波狂
欢高潮。 9 月 14 日 TOD'S 全新精品店开
业剪彩仪式，袁珊珊、李宗翰亲临现场；9 月
15 日蒋欣、 王媛共赴 MaxMara 名伶派
对。此外，国广年度力献巅峰回馈，多重厚礼
重磅答谢。 这个周末，你准备好了吗？
在 9 月 14 日， 位于武汉国际广场的
TOD'S 全新精品店开业剪彩仪式上， 袁珊
珊、李宗翰将亲临现场，带来 2018 秋冬系
列新品的意式风情， 展现意大利工匠手工
技艺。“秋意伴着雾霭的黎明姗姗来迟，
MaxMara 的秋冬献礼却从不会缺席。 ”9
月 15 日武汉国际广场，MaxMara 将邀请
品牌挚友蒋欣，品牌新朋友王媛可，与市民
一同见证 MaxMara 的秋冬名伶派对。

“
武汉国际广场十一周年庆，年度盛
惠持续呈现，还有八重精彩重磅回馈。 ”
国广相关负责人表示，欢迎市民在这个
周末，加入超燃的购物狂欢。
据悉本次国广周年庆期间，有三折
起活动产品，也有新款八折起优惠，VIP
更有全场 3 倍积分，此外满赠与满减也
将同时进行。
在美食与娱乐方面，9 月 15 日国广
推出寰球美食套餐五折起活动。 俏江
南、 麻小·麻辣诱惑、 化骨绵掌、ASIA
TABLE 聚蕉、鹿港小镇、小猪猪烤肉餐
厅等均会参与， 大家熟悉的网红奶茶、
咖啡店等也有“
买一赠一” 活动推出。
“
除了购物与享受美食，全家一起游玩，
也能在这里找到最佳方式度过欢乐时
光。 ”据悉，周年庆席间国广全明星滑冰

俱乐部、真快活电玩城、东田造型、艾玛造
型、美丽田园也有相应折扣活动。 这样的
国广周年庆，还不快本周末逛起来！
通讯员 袁思佳

美妆大钞、积分兑换、多倍积分

本周末快去武商广场“囤货”啦！
熟悉折扣季的购买达人， 进入 9
月开始摩拳擦掌， 因为店庆月来啦！
时逢武广 22 周年庆， 全年值得入手
的购物日子终于到来！ 尤其是在美妆
界鼎鼎大名的黄金购物胜地武广，化
妆品、护肤品此刻不囤货更待何时？
“这 次 周 年 庆 叠 加 品 牌 活 动 ， 真
的是堪比免税店价！ ”美妆达人豆豆，
上周起就在武广疯狂开启“购物模
式”， 资生堂会员活动叠加武广店庆
大 钞 与 积 分 兑 换 ，3000 元 买 到 了 价

值近 6000 元的产品，直呼太划算。据
悉， 从 9 月 14 日至 9 月 15 日在武
广，兰蔻将首次开展“超级品牌周”活
动， 推出有“大粉水礼盒买一享五”
“大眼精华送正装量”等礼盒活动，同
时包含多重礼遇，让消费者提前畅享
“双 11”。 此外，武广还推出有美妆大
钞 3500 变 4000、VIP 两倍积分、VIP
电子卡友积分兑人气品牌电子卡等
活动，希思黎、SK-Ⅱ、娇兰、资生堂、
后、雪花秀等品牌均会参与。

你以为折扣活动疯狂叠加就够了
吗？ 武广 22 周年庆当然不止于此。 据
相关负责人介绍，武广还推出有“店
庆七级豪礼赠” 活动，9 月 14 日至 9
月 16 日， 当日全馆百货消费满额赠
相应豪礼。 戴森冷暖净化风扇、微软
Surface Go、WMF 压力锅、 飞利浦
电饭煲等均在满赠礼物名单之中，本
周末在武广“拔草囤货”正合适。
记者赵歆 通讯员汪媛

想要遇星？ 9 月的江城最合适不
过。 伴随城市商业发展与实力体现，在
武汉商圈，通过摄影展、快闪店等不同
形式遇到心仪偶像不再难，9 月你遇
见了谁？
“没想到逛个街还能看到演员！ ”
本月 8 日，在武商世贸广场，曾志伟与
陈嘉桓为金至尊珠宝新店改装开业剪
彩，吸引了不少粉丝现场围观。 不仅老
派港星， 新生代明星也频繁到访。 7
日， 因电视剧热播而人气高涨的许魏
洲， 在位于江汉路商圈的兰芝潮美姐
妹嘉年华现身， 引发粉丝现场尖叫连
“
看
连。 如果仅一面之缘无法满足大家
星” 需求，7 日开幕的“
江一燕 LOVE
for Wildlife” 野生动物保护公益摄影
展， 一定能满足大家了解看星背后的
故事。 这场位于武汉天地壹方购物中
心的摄影展， 展示了包括地球上最后
一头雄性北方白犀牛“苏丹”等为对象
的照片作品。 主办方希望通过这样的
讲述， 让大家重视野生动物生存现况
加强保护意识。 据悉，此次影展展期持
续至 9 月 27 日， 期间市民可免费参
观。
记者赵歆 袁成 王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