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孕妇肖潇 （化名） 早产了。 孩子因早产， 出生后不久被诊断为伴有肺炎、 肝炎、 颅内出血、 新生儿贫血等多种疾病。 肖
潇和家人都认为早产和她怀孕期间被迫加班有关， 于是将肖潇供职的单位———某投资管理公司告上法庭。 单位能要求孕妇职
员加班吗？ 孕妇被要求超时加班， 如何取证维护自己权益呢？ 近日， 该案在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调解结案， 记者随后采
访了主审此案的法官和相关专业的律师为人们解读若孕妇被迫加班应如何维权。

昌平区司法局

案情简介:
近日， 家住流村的李某夫

妇一脸愁苦地来到流村镇法律
援助工作站咨询， 原来李某夫
妇家中有两个儿子， 三年前他
们写过一份遗嘱， 内容是百年
之后老宅基地上的房屋由两
个儿子共同继承， 协议上有两
个儿子、 一个代书人和一个见
证人的签名， 但老夫妇因为不
识字没有签名也没有捺指印 。
现在两个老人改变主意了， 想

把房子留给经济状况最差对
他们最孝敬的大儿子。 小儿子
知道这件事情之后说遗嘱已
经写好， 不得再更改， 因此老
夫妇来法律援助工作站咨询 ，
写好的遗嘱难道真的不能更改
了吗？

法律分析
李某夫妇咨询的问题实际

是代书遗嘱效力问题。 首先根
据 《继承法 》 第十七条规定 ，
代书遗嘱应当有两个以上见证

人在场见证 ， 由其中一人代
书， 注明年、 月、 日， 并由代
书人、 其他见证人和遗嘱人签
名。 继承法规定代书遗嘱必须
由见证人、 代书人和遗嘱人三
方签字， 像李某夫妇如此不识
字的情况， 可在代书遗嘱上捺
指印代替签名。

但是有书写能力的遗嘱人
不得用捺指印取代签名， 代书
人、 见证人均不得以捺指印的
方式代签名。

因此 ， 根据李某夫妇叙

述， 二人既没有在代书遗嘱上
签名也并未在上捺指印， 故在
二人百年之后， 这份遗嘱也不
会生效。

其次， 根据 《继承法》 第
二十条规定 ， 遗嘱人可以撤
销、 变更自己所立的遗嘱； 立
有数份遗嘱 ， 内容相抵触的 ，
以最后的遗嘱为准； 自书、 代
书、 录音、 口头遗嘱， 不得撤
销、 变更公证遗嘱。

因此 ， 即便老夫妇之前
写 的 遗 嘱 有 效 ， 也 有 权 利

对自 己所立的遗嘱撤销或者
变 更。

（昌平区司法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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孕 妇 早 产 认 为 单 位
“为难” 所致

2014年4月10日 ， 肖潇入职
一家投资管理公司， 双方签订二
年期的劳动合同， 期限为2014年
4月10日至2016年4月10日。 2015
年年初 ， 31岁的肖潇确认怀孕
了， 她及时地告知了单位。 肖潇
说， 2015年6月底， 公司财务总
监兼管人力资源工作的杨某某曾
两次找她谈话 ， 意图迫使她离
职， 但双方未就经济补偿达成一
致。 而后， 公司财务总监表示，
她可以继续工作。 肖潇认为， 之
后公司有意安排她加班， 而且是
刻意地连续安排。

当年的7月17日凌晨1点， 原
本预产期在9月的肖潇突然感到
剧痛， 家人紧急叫来救护车， 将
肖潇送到医院， 当晚肖潇产下一
子， 只有28周。 孩子一出生就被
送到某儿童医院进行治疗， 10月
20日才出院。 据了解， 孩子出生
后伴有肺炎、 肝炎、 呼吸窘迫综
合征、 动脉导管未关闭， 颅内出
血、 早产儿晚发型感染、 新生儿
贫血等多种疾病。

肖潇认为， 孩子早产与单位
有意“为难”她有关，于是向北京
市朝阳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
会（以下简称朝阳仲裁委）申请仲
裁。 2016年8月17日，朝阳仲裁委
作出仲裁不予受理通知书。 肖潇
不服仲裁，向法院起诉，要求公司
支付损害赔偿金6万余元。

滴滴打车和微信能否证
明加班

为证明自己的主张， 肖潇向
法院提交了一些微信对话的截
图， 还有加班后打车回家的滴滴
打车记录。 肖潇认为以上证据能
证明自己在怀孕6、 7个月的时候
被要求超时加班。

该案的代理律师付迎涛表
示 ， “因为公司曾经要求她离
职， 但是双方就经济补偿标准没
有达成一致， 孕妇没有离开工作
岗位， 继续上班。 但那时上级对

她存在情绪， 所以工作安排上不
考虑她的身体状况。 工作量和工
作要求都不合理。 到了7月中旬，
因公司业务的需要， 孕妇要承担
的工作量很大。 有些工作其主管
明确表示第二天就要， 她必须当
天晚上干完。 在她早产前三天，
她一直在连续加班。 一直到第三
天加班后回家 。 没想到当天夜
里， 她就突然早产， 孩子是分娩
在家里的， 被急救车送到医院才
剪开脐带 。” 付迎涛律师表示 ，
肖潇当时出具的聊天记录是她和
家人之间的对话， 上面提到了她
要加班和必须加班的理由。 滴滴
打车的记录也显示在单位门口接
上了她。 但一审法院认为， 以上
证据都不能证明肖潇确实存在加
班的事实， 也不能证明单位对她
的要求与她早产有因果关系， 因
此驳回了肖潇的诉求。

对此， 付迎涛律师表示， 在
现实生活中， 很多企业有规章制
度， 比如申报加班必须要领导审
批， 但是劳动者常常处于弱势地
位， 为完成工作任务加班却不能
获得加班待遇的情况比比皆是。
“员工拿着加班单据， 追着领导
要签字， 不签字就不加班， 这样
不现实。 而且， 领导要求加班，
也不会直接留下证据， 一般是口
头的， 或者隐晦地表达 ‘你今天
辛苦一下’。 而这些言语都很难
作为呈堂证供。”

肖潇不服一审判决， 向北京
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

二审期间，在法院的主持下，
肖潇最终与公司达成和解， 公司
支付肖潇5000元钱， 双方就此案
再无其它争议。

孕妇如何证明加班导致
侵害

北京市中闻律师事务所合伙
人沈斌倜律师介绍， 我国 《劳动
法》 规定， “不得安排女职工在
怀孕期间从事国家规定的第三级
体力劳动强度的劳动和孕期禁忌
从事的活动。 对怀孕7个月以上
的女职工， 不得安排其延长工作
时间和夜班劳动。” 但是， 法律

没有规定如果单位违反该条款该
如何赔偿。 如果因加班导致严重
的侵害后果， 劳动者维权也存在
很大难度。

首先， 劳动者应该证明存在
加班。 例如在本案中， 劳动者拿
出 的 证 据 是 微 信 对 话 和 滴 滴
打 车 记录 。 这两项证据属于电
子证据， 其证据效力比较弱， 最
好辅助有其他证明， 形成证据链
条， 法院才可认定。 劳动者如果
能拿到加班审批的表格、 上下班
打卡记录， 和单位安排加班的通
知， 再辅有微信对话记录和打车
记录， 就能更有利地证明加班的
存在。

第二， 劳动者要提供一些证
明， 证明加班和侵害后果有因果
关系。 因为早产形成的原因非常
复杂， 医学上也很难明确早产的
原因。 孕妇无法排除在加班回家
之后发生了其他导致早产的事
实， 也无法证明自身体质与发生
早产之间的是否存在关系。

如果劳动者提供证据证明
其在早产前有连续加班， 超过一
定强度的超时工作， 或被迫从事
不 符 合 身 体 条 件 的 强 度 大 的
工作， 可形成更完整的证据链。

付迎涛律师则认为， 用人单
位本身应该具有促进劳动关系和
谐的管理理念和社会责任， 遵守
《劳动法》等法律法规。 “从劳动者
的角度讲， 如女员工能够坦诚与
单位沟通， 及时提出自己的意见
和诉求。在此基础上，用人单位若
不理会， 劳动者就应该马上树立
证据意识， 主动留存领导要求加
班的邮件，追讨加班审批表格，及
时保留报销加班用车的票据等。 ”

法官 ： 最好的办法是
“拒绝”

法官表示， 《女职工保护特
别规定》 明确规定， 怀孕7个月
以上的女职工， 用人单位不得延
长劳动时间或者安排夜班劳动，
并应当在劳动时间内安排一定的
休息时间。 但是在司法实践中，
由于早产、 流产的原因具有复杂
性和多样性的特点， 一旦出现不

利后果， 女职工很难证明早产、
流产与加班或者工作之间的因果
关系， 这也为劳动者的维权制造
了相当的障碍。

法官建议， 最好的保护方式
并非事后维权， 女职工如满足上
述情形有权拒绝单位加班要求，
并可以向相关机关进行举报。 怀
孕的女职工一定要以身体为重，
坚决维护自己的合法休息权利，
不要因为工作忙而服从领导安
排， 忽视自己的健康。

根据 《劳动保障监察条例》，
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对下列事项实
施劳动保障监察，其中包括“用人
单位遵守女职工和未成年工特殊
劳动保护规定的情况”， 就是说，
女职工权益受损， 可以向当地的
劳动监察部门进行举报。 劳动保
障行政部门对违反劳动保障法
律、法规或者规章的行为，可以进
行行政处罚，或者责令其改正。

法律对女职工有哪些特殊保护

记者随机采访了10位30岁-
40岁在企业工作的女职工， 10位
女职工全都知道有休产假的福
利， 产假一般是4个月左右。 但
是， 对怀孕7个月以上就可以拒
绝加班等福利却不了解。 中闻律
师事务所赵金涛律师介绍， 处于
孕期、 产假或哺乳期期间的女职
工因生理和心理的原因， 往往无
法正常地向用人单位提供劳动，
而受到用人单位的不公平对待。
因此 ， 为保障女职工的合法权
益 ， 法律法规对 “三期 ” （孕
期、 产假、 哺乳期） 女职工做出
了以下保护规定：

1.禁忌劳动的限制。 在 “三
期” 期间， 用人单位不得安排女
职工从事高强度的体力劳动， 也
不得安排女职工在高污染环境下
工作等等， 从而保护女职工的身
心健康。

2.工资的保护 。 在三期期
间 ， 如果女职工正常提供了劳
动， 不存在请病假或者事假等扣
减工资的情形， 那么， 用人单位
就不能降低其工资。 而且怀孕期
间， 用人单位应该把产前检查时

间计算为正常提供劳动的时间，
不得把产前检查时间计算为病假
或者事假而扣减女职工工资。

3.加班的限制。 对怀孕7个月
以上的女职工， 用人单位不得延
长劳动时间或者安排夜班劳动，
并应当在劳动时间内安排一定的
休息时间。对哺乳未满1周岁婴儿
的女职工， 用人单位不得延长劳
动时间或者安排夜班劳动。

4.享受法定产假。 女职工生
育享受98天产假， 其中产前可以
休假15天； 难产的， 应增加产假
15天； 生育多胞胎的， 每多生育
1个婴儿， 可增加产假15天。 女
职工怀孕未满4个月流产的， 享
受15天产假 ； 怀孕满4个月流产
的， 享受42天产假。

5.对于产假期间的工资， 法
律法规并没有强制要求用人单位
预先发放， 如果用人单位已经足
额缴纳了生育保险， 则应由生育
保险基金支付； 如果用人单位未
缴纳生育保险， 则有用人单位支
付产假工资； 如果用人单位未足
额缴纳生育保险， 则用人单位应
补足生育津贴和实际工资之间的
差额。

6.哺乳假： 用人单位应当在
每天的劳动时间内为哺乳期女职
工安排1小时哺乳时间； 女职工
生育多胞胎的， 每多哺乳1个婴
儿每天增加1小时哺乳时间。 当
然， 女职工享受哺乳假期间， 视
为正常提供劳动， 用人单位不得
因哺乳假而克扣劳动者工资。

7.合同的顺延： “三期” 期
间 ， 如果女职工的劳动合同到
期， 用人单位不得终止双方的劳
动合同， 而应将劳动合同顺延至
哺乳期结束为止。 如用人单位直
接终止双方劳动合同， 则属于违
法终止， 应承担违法终止的赔偿
金责任。

8.解除劳动合同的限制： 依
据 《劳动合同法》 规定， 对于三
期的女职工， 除非存在 《劳动合
同法》 第三十九条规定的劳动者
有过错的情形外， 用人单位不得
随意解除与三期女职工的劳动关
系， 否则就属于违法解除， 要承
担赔偿金责任。

孕妇连续加班后早产 如何留证据才能维权？

代书遗嘱如何有效

□本报记者 李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