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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是一个加班文化盛行的国家，
但这种文化已与 “奋斗” 没有太大关
系。 根据OECD的统计 ， 韩国人2016
年年均工作时间为2069小时， 在该组
织中仅次于墨西哥 (2255小时)。 麦肯
锡同年进行的调查显示， 韩国人工作
时间与效率成反比， 一天工作时间约
11个小时的生产性效率仅为45%， 而
工作9小时却为58%。

韩国KBS电视台曾在一档访谈节
目中披露， 韩国上班族痛恨加班文化，
不能按时下班， 一定程度上是儒家尊
卑思想作祟。 受访者称， 下班时大家
基本按照职务级别依次离开， 即部门
经理—课长—代理—主任—普通职员 ;
上司心情的好坏也是能否按时下班的
风向标。

在韩国， 随着社会节奏加快， 竞
争加剧 ， “过劳死 ” 或 “过劳自杀 ”

的事件经常见诸报端， 护士、 IT产业
人员、 广播电视台编导、 家政配送员
等逐渐成为高发人群。 为此， 自2017
年起， 韩国政府开始着手改善这一局
面。 2018年， 国会通过 《劳动基准法》
修订案， 将周最高工时由68小时减为
52小时。

韩国官方3月份发布的数据显示，
2018年韩国家庭教育支出增长3.2%，
娱乐支出增长4.6%， 究其原因， 与去
年7月以来缩短工时带来的红利有关。
而在去年5月的麦肯锡报告中， 韩国大
公司的企业文化与两年前相比已有好
转， 但仍未达到国际企业标准的 “及
格线”。

在同属儒家文化圈的日本，996话
题传来后，日本《钻石周刊》以“中国IT
业界异常残酷的996遭遇罕见抗议”为
题评论称，这是中国劳动者权利意识的

苏醒。 但梳理日媒评论，会发现一个有
趣的现象：日媒把重点放在劳动者是否
得到相应的报酬上， 而没有触及996制
度本身。 曾经加班成狂的日本，实在是
没有底气批评中国企业。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 日本人为了
所谓 “战后复兴” 及出人头地， 出现
过全民加班的社会现象。 社会上奉行
“生活就是工作 ， 工作就是生活 ” 信
条， 不加班者甚至会被视为 “异类”。
但从上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 虽然日
本人对 “常态性加班” 并没有明显不
满 ， 国际劳工组织的批判却很猛烈 。
此后， 日本为维护形象， 采取各种措
施减少加班。

去年7月， 经合组织的报告显示，
日本劳动者年均劳动时间已从2000年
的1821小时 ， 下降到2017年的1710小
时， 低于意大利 (1723小时)。 2017年

日本人的日均劳动时间已经降为6.98
小时。 客观说， 现在的日本已经不是
以前 “加班成狂” 的国家了。

记者曾采访二十多位日本上市公
司的负责人， 发现老年被访者普遍将
工作看成人生乐趣 ， 工作强度超过
996， 他们希望员工也这样做。 而中青
年被访者以 IT界 、 金融界人士居多 ，
他们对于加班很反感， 主张保持工作
与生活的平衡， 对于员工则更不会要
求其拼命加班。 这一点与中国IT企业
的中青年老板们形成鲜明对比。 “人
才如此紧缺 ， 不加班我都怕他们跑 ，
千方百计留住他们， 更别说要他们加
班。” 一位IT公司的董事长对记者说。

在记者看来， 企业需要的不是靠
加班刷存在感的 “社畜 ”， 而是 “社
主”， 有上进心和主人翁精神的员工。

摘自 《环球时报》

““999966””与与““奋奋斗斗精精神神””
国国外外怎怎么么看看？？

国内有关 “996” (“朝九晚九 、 每周六
天”) 的讨论依然在持续。 这个始于一名程序员
的吐槽， 因马云 、 刘强东等互联网大佬参与而
“激烈” 起来的话题， 触发了一场有关加班文化
的大讨论。 实际上， 加班在全球层面都是一个值
得关注的现象， 被996笼罩的也不只有国内一些
公司———美国硅谷就以 “工作狂 ” 文化闻名于
世。 但996等于 “拼搏” “奋斗精神” 吗？ 在某
个发展阶段996不可避免吗？ 从欧美发达国家到
新兴经济体， 再到同属儒家文化圈的东亚国家，
记者就此进行了调查。

在工作时间问题上，法国人的“认
真”是出了名的。 据记者在法国工会组
织任过职的经验来看，法国人认为劳工
权利的一个重要基础就是工作时间，欧
美劳工经过19和20世纪一系列斗争换
来的8小时制不容侵犯。这与“理想”“奋
斗”无关。

对于996， 法国劳工民主联盟的特
里莫雷表示，雇主跟你讲这些冠冕堂皇
的话时要小心，他们的目的是剥削你更
多的剩余价值，你越奋斗，他赚得越多。
他告诫说，任何人付出劳动都必须得到
收益，超时工作没有加班费在法国是绝
对不允许的。

法国雇主协会一名负责人对记者
表示，控制员工的工作时间、精确核算
劳动生产率是企业提高竞争力的重要
环节。他认为，延长工作时间后，员工的
生产效率会因疲劳积累而下降，这在高
科技企业、一些研发领域尤其要避免。

当然， 工作时间问题不能一概而
论。 法国企业有一项不成文的规矩，负
责任、收入高的高级职员常常不精确计
算工作时间，而是可以根据自己的节奏
安排工作， 还有不少技术人员自愿加
班，这也是事实。

在另一个老牌资本主义国家英国，
当地人对于加班并不陌生。据英国总工
会的统计， 英国3000万就业人口当中，
将近500万人经常性无偿加班。其中，从
事教师行业的人每周无偿加班时间最
多，约为11.2小时，其后是律师行业、金
融行业、建筑师行业、传媒业。

在伦敦从事能源贸易的萨福克表
示， 他不定期地在周二和周四加班，主
要是因为英国有些公众假期都是在周
一和周五，很多人会在假期结束后的第
一天或假期将至时处理手头上堆积的
工作。 但对于996， 萨福克表示难以接
受， 因为偶尔加班变成常态性现象，会

令自己失去更多家庭生活，这不是额外
酬劳可以弥补的。

对于英国人来说，能够找到的加班
奋斗历史记忆要追溯到二战期间。伦敦
人休伊特说，当年她的父母在一个军工
厂工作，为应对纳粹威胁，才会时常加
班到深夜。 在和平年代，多数英国人都
不会把加班看作个人奋斗的体现。

说起996， 很多人都会想到美国的
硅谷。 一位在硅谷工作的朋友告诉记
者 ， 加班对他来说是常事 ， 而且是
“自愿”。 的确， 加班是不少硅谷人的
日常默认选项， 特别是初创企业。 但
这不是硅谷的全貌———除了高工资 ，
每天下午5时准点下班的人很多， 不加
班的大公司司空见惯 。 而且在硅谷 ，
被看重的是结果， 不是工作时长； 工
作和生活的平衡不仅是个人追求， 也
为诸多企业所提倡。

整体上， 美国人的工作强度大于

欧洲 。 经合组织 (OECD) 的数据显
示， 在工作与生活的平衡问题上， 美
国在发达国家中处于底端。 例如， 与
荷兰人相比， 美国人每年的工作时间
要多353个小时。 美国对劳工福利的保
障也落后于欧洲国家。 但美国社会对
工作与生活平衡的追求仍很突出。 许
多媒体会以工作生活平衡指数为指标
评选宜居城市， 同时热衷于报道 “疯
狂工作” 对健康的坏处以及对工作效
率的负面影响。 对于部分高科技企业
的过度加班， 媒体多以黑料处理。

对于加班，美国不同代际之间有不
同观感。 《福布斯》杂志称，出生于1945
至1960年的美国人在成长过程中经历
艰辛， 因此更重视稳定的工作机会，所
谓工作与生活的平衡不是优先关注点。
但这一代人的孩子则更热衷于寻求诸
如远程办公、延长产假或陪产假、充足
的年假时间等。

作为世界上经济发展最快的国家
之一，印度也面临加班问题。 瑞士联合
银行在 《2018年度价格与收入报告》中
对世界上77个城市进行排列，其中孟买
劳工以平均每年工作3315小时居于榜
首，紧随其后的是河内、墨西哥城。报告
还指出， 孟买劳工年均假期天数为10
天，属榜上最少。

鉴于此，在多家印度媒体引述《彭
博商业周刊》一篇关于中国“996加班工
作模式”的报道后，印度网友议论纷纷。
有网友称，这就是“适者生存”的道理。
网友 “山迪普·库马尔” 很直白地说，
“996机制应该引入印度，这样印度的发
展将更加迅速”。 一名叫“高级公民”的
网民称，“马云是绝对正确的……没有
工作你根本无法支撑家庭”。

当然，持反对观点的也不少。 “哈什
瓦尔丹” 不无反感地表示，“996意味着
创造力的终结。长时间的工作让员工根
本没有时间提升知识结构以实现自我
发展，这样的公司可以在某一天将其炒
掉”。 “一些企业已经一周工作6至7天，
每天12到15小时。 这种模式让人渐渐丧
失情趣。 如果年轻人因此过劳死，那工
作有何意义？ ”网友“卡玛尔”写道。

与印度人的纠结相比， 同为 “金
砖” 一员的俄罗斯是另一番景象。 在
俄罗斯工作的中国人都深有体验， 每
到夏季和元旦前后， 开展工作就会变
得特别困难， 因为俄方人员几乎都在
休假 。 中国私营企业主韩先生表示 ，
刚开始从事中俄贸易时， 他对俄罗斯
人的 “懒” 非常不习惯。 雇的俄方员

工总是拒绝在周末加班， 经常请病假。
后来， 他在俄境内开了分公司， 渐渐
接受了 “有张有弛” 的理念。

俄罗斯人工作时间宽松，既有历史
文化因素， 又有现实的经济和社会因
素。 1917年十月革命之后，人民委员会
就规定了八小时工作制。 1967年，苏共
中央通过每周工作5天、 休息两天的提
案。 根据俄罗斯《劳动法》规定，不管用
人单位采用五日工作制还是六日工作
制，一周工作时长都不得超过40小时。
由于有这些规定，用人单位会对员工加
班问题格外慎重。 当今社会，IT工程师
时薪较高，增加工作时长对老板反而不
划算。 此外，员工还可以因拖欠工资或
工作时间过长而曝光老板，曾经有许多
不了解俄罗斯法律的外国公司因被举

报而遭处罚。
不止俄罗斯，在阿根廷、巴西等南

美新兴经济体， 如果有人敢公开支持
996， 会立即遭到整个社会异常激烈的
批评。一方面固然是因为这些国家完全
不存在加班文化，另一个更重要的原因
是南美强大的工会组织，他们会通过游
行、谈判等方式确保劳动者保护法严格
实施。

整体来看，拉美很少有加班情况出
现。绝大部分商店周末雷打不动要关门
歇业， 因为周末和节假日是 “家庭时
间”，拉美人的家庭观念很重，即使企业
方面给出三倍的加班费和调休安排。曾
经有一名阿根廷当地的中国旅行社老
板向记者“抱怨”说，每逢节假日就找不
到人干活，只好自己去办公室“坐镇”。

法国人： 雇主跟你讲这些冠冕堂皇的话时要小心 在美国，过度加班 小心遭媒体集体爆黑料１

印度网友的反应呈现 “两极” 拉美国家的态度堪称“禁忌”２

韩国减少加班仍未达 “及格线” 日本企业家代际差异很明显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