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漫画摘自《京华时报》 

【死亡名录】那些随风而逝的年轻灵魂，只留下这冰冷的统计数字 

 5 月 14 日，龙华厂区男工梁某从宿舍楼 7 楼坠地身亡，21 岁。 

 5 月 11 日，龙华厂区女工祝晨明从 9 楼出租屋跳楼身亡，24 岁。 

 5 月 6 日，龙华厂区男工卢新从阳台纵身跳下身亡，24 岁。 

 4 月 7 日，观澜樟阁村，富士康男员工身亡，22 岁。 

 4 月 7 日，观澜厂区外宿舍，宁姓女员工坠楼身亡，18 岁。 

 4 月 6 日，观澜 C8 栋宿舍女工饶淑琴坠楼，仍在医院治疗，18 岁。 

 3 月 29 日，龙华厂区，一男性员工从宿舍楼上坠下，当场死亡，23 岁。 

 3 月 17 日，富士康龙华园区，新进女员工田玉从 3 楼宿舍跳下，跌落在

一楼受伤。 

 1 月 23 日，富士康 19 岁员工马向前死亡。警方调查，马向前系‚生前高

坠死亡‛。 

 

【最大的内地出口企业】帝国主义被我们请进了家门 



富士康在台湾被称为鸿海集团，1988 年投资祖国大陆，是专业生产 6C 产品及半

导体设备的高新科技集团(全球第一大代工厂商)。在中国大陆、台湾以 及美洲、

欧洲和日本等地拥有数十家子公司，在国内华南、华东、华北等地创建了八大主

力科技工业园区。自 1991年至今集团年均营业收入保持超过 50%的复 合增长率，

是全球最大的计算机连接器和计算机准系统生产商，连续 9 年入选美国《商业周

刊》发布的全球信息技术公司 100 大排行榜(2005、2006 年排名第 二)，连续四年

稳居中国内地企业出口 200 强第一名。2005 年(第 371 位)、2006 年(第 206 位)、

2007 年(第 154 位)、2008 年(第 132 位)、2009 年(第 109 位)迅速跻身《财富》全

球 500 强。多年来集团杰出的营运成绩和扎根大陆、深耕科技的投资策略，深为

国家与地方领导肯 定：胡锦涛、江泽民、吴邦国、温家宝、李瑞环、李长春、

吴仪等国家领导人多次莅临集团视察，给集团‚扎根中国，运筹全球‛以巨力支

持。 

只是显得另类的是，以富士康这样的企业规模、企业名气、企业实力，员工的收

入居然还只能无限接近最低收入线。当然，这与富士康"代加工大王"的企业 定

位有关，富士康为国际很多知名电子品牌生产产品，但它从来没有自己的品牌，

产品出厂后，被贴上惠普、苹果等著名品牌后，高价卖出，而富士康没有自己的

品 牌价值，它所能做的只是榨取自己工厂工人的剩余价值。这就像建筑工地的

包工头，虽然是他们带着广大的建筑农民工盖起了高楼大厦，但这些永远不属于

他们，包 工头们所能攫取的也只是这些最底层劳动力的剩余价值。著名经济学

家郎咸平对此评论说，资本的这种行径与 100 年前列宁所说的帝国主义并无二致，

于是郎咸平 给了公众这样一个字眼：新帝国主义在中国。只不过不同的是，这

次的‚帝国主义‛不是人家打上门来的，而是我们自己请进来的。 

【资本下的亡灵】谁是真正的杀人凶手 

作为资本家，他只是人格化的资本。他的灵魂就是资本的灵魂。而资本只有一种

生活本能，这就是增殖自身，获取剩余价值，用自己的不变部分 即生产数据吮

吸尽可能多的剩余劳动。资本是死劳动，它象吸血鬼一样，只有吮吸活劳动才有

生命，吮吸的活劳动越多，它的生命就越旺盛。——马克思 

一个员工跳楼，可能是个体的原因，如果连续有员工跳楼，那么显然富士康有问

题。前员工马丽群，有一个特别身份，她是今年 1 月富士康跳楼员工马向前的 姐

姐。马丽群介绍："我们的基层员工很辛苦，每天就像机器一样做来做去，可以

说被训练成了一台机器。另一方面，基层干部不尊重我们员工的自尊心。有的时 

间，说不好就骂，有时候骂你都很正常。"这从一个侧面证明了富士康基层员工

的生存境况。据称，富士康十分重视成本控制。2008 年，深圳市把最低工资标

准 从 750 元增长到 900 元，这就让富士康感到受不了。为此，特地把手机生产

基地转移到河北廊坊等地区。 



一边，收入低；另一边，压力大。夹挤之下，员工心理不出现问题才怪。中华全

国总工会集体合同部部长张建国日前接受采访时表示，我国居民劳动报酬占 

GDP 的比重连降 22 年，其间下降了近 20 个百分点。而与此形成了鲜明对比的，

是资本报酬占 GDP 的比重上升了 20 个百分点。张建国说，因收入分配和保险 福

利问题引发的劳动纠纷，已经成为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因素。富士康出现的

"九连跳"，从根本上讲，是资本对劳动者的剥削问题。从这意义上说，富士康更 

需要的是对资本的节制，而不是心理干预。 

然而，资本绝不会告诉你，它的本性只有两个字——‚吃人‛。 

【‚九连跳‛】真正的凶手隐形 

‚我很害怕，害怕有一天，我会走上自己不想走的路。深圳，你是我的天堂吗？‛ 

  

 这篇由深圳富士康菁干班员工马红娟写的 QQ 日记，发表于今年 5 月 5 日。就

在一天后，她的好友、一同从湘潭大学毕业进入富士康工作的卢新跳楼身亡。而

在此之前，另一名富士康的湘大籍校友刘志军也以坠楼的方式离开人世。 

  在他们前后，富士康半年内已有悲剧的 ‚九连跳‛。 

  5 月 14 日晚上 10 点 50 分左右，21 岁的梁超从富士康龙华园区北大门不到

500 米的福华宿舍 7 楼坠落身亡。有目击者称，梁超胸口有四处刀口，一度被怀

疑是他杀。 

  警方调查之后确认，梁超身上的刀痕是用自己钥匙圈上的小刀自残所致，确

定系自杀身亡。 

而距梁超坠落身亡不足 15 个小时，富士康西门附近的东源阁小区，一名 26 岁的

湖南常德陈姓男子跳楼身亡，一度被盛传富士康‚第十跳‛，但遭富士康方面否

认。 

从今年 1 月开始，富士康陆续发生 9 起跳楼案件。 

  5 月 6 日凌晨，湘潭大学微电子专业毕业生、富士康员工卢新踏上了死亡之

路，这已经是富士康 2010‚跳楼门‛的第七跳了。让人惊骇的是，在此之前的

第六跳的主角刘志军，竟然也是湘潭大学毕业生。 

  他们的人生履历和背景亦有着惊人的相似： 

  他们都来自于农村。刘志军是新化琅塘镇人，而卢新是湘潭县姜畲镇人。 

  父母都是农民，他们考入湘潭大学，是整个家族的荣耀。 

  卢在学校做家教，给家里买洗衣机；而刘也靠勤工俭学，自己解决学费问题。 



  两人均在去年获选进入富士康这个 IT 王国工作。 

  他们试图以一己之力，通过在富士康的努力工作，改变自己和家族的命运。 

  但是最终没有成功，反而坠入不归之路。 

【面对九连跳】资本凶猛，心理调节能自救吗？ 

  去年 8 月，马红娟、卢新、曾红领、王建四名同学一同进入了富士康集团菁

干班，也就是干部储备班工作。 

  15 日晚，以家乡记者的名义，记者同时向马红娟和王建的 QQ 提出好友申请。

王建选择了拒绝。 

  ‚给他一点时间，他心里非常不好受。‛马红娟说。 

  ‚我再也不喜欢看高处，也不敢再听他曾经唱过的歌。我也害怕，我也恐惧。‛

马说，给她一点时间，她会对记者讲点什么。 

  频发的自杀事件，并未阻止更多青年的涌入。14 日到 16 日，在富士康南小

门的招聘报名点，每天都排了近百人。 

  所幸有员工选择了积极的‚自救‛。5 月 15 日晚上，在距富士康南大门附

近的小广场上，来自富士康的蒋胜哲正带着 20 多名员工跳舞。 

然而，当你还没有认清自己的在资本增殖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时，心理调节能自

救吗？ 

【员工日记】深圳，你不是我的天堂 

  不想一开口就抱怨，可是现在的状态真的不是我想要的。 

  我曾说过，喜欢深圳的 OPEN，在这里，我感觉很自由，没有人在乎你是谁，

没有人在乎你干了什么。可是，深圳也是一座辛苦的城市，到这里来每一个人也

许都带着深深的迷惘，深深的怀疑，淡淡的希望。 

  在公司，总能看到挺着大肚子的孕妇还一如既往地上班，和大家一起挤楼道，

一起挤饭堂。我不止一次替她们忧虑过，真怕她们被人挤倒，又怕保安的扫描仪

将她们的宝宝扫成畸形儿。 

  真害怕自己以后的生活也会那么辛苦。 

  在深圳，我看不到我想要的生活，我很害怕，害怕有一天，我会向生活屈服，

走上自己不想走的路，心中却留下永久的伤痛，永久的遗憾。 



  深圳，你是我生活的天堂吗？ 

  优秀大学生，走出农门的幸运儿，家族的骄傲，家庭的靠山；底层打工者，

城市追梦人，失败的奋斗者，流水在线的工人，精神问题者、自杀者…… 

  为逝者卢新写一篇讣闻，这些面具都是你么？ 

【关于家庭】总有一天能过上好日子吗 

  5 月 14 日下午，湘潭县姜畲镇大池村。村里 78 岁的杜娭毑听不懂普通话，

可她听懂了‚卢新‛两个字，抹着眼泪，领着记者往卢新家里赶。 

  卢新原名叫卢星，弟弟叫卢亮，取意于‚星星月亮‛。 ‚盼星星盼月亮盼

着两个儿子过得好，没想到到头来盼到了这样一个结果。‛卢新的父亲扛着锄头

回来了，听到妻子的话，突然用拳头捶着胸口： ‚是我们拖累了他啊，让他没

机会实现他的梦想。‛ 

  为了给家里减轻负担，卢新用大学期间做家教攒的钱买了洗衣机和二手电视

机。后来又放弃了考研，选择工作赚钱。 

  据卢新的同学证实，卢新培训后再被分配到各部门工作，每月底薪 2000 元。

卢新从第一个月 1800 元的工资中，拿出 1500 元寄给家里，自己身上只留了 300

元钱。其家人统计，卢新在职九个月，一共给家里寄了 13000 元。 

  卢新对他妈妈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总有一天我会让你们住上大房子，过

上好日子。 

【关于工作】人已被机器劫持 

  ‚一个班 8 小时，要做的就是站在机器前，检查计算机主机箱盒有无瑕疵，

一两秒钟看一个，不断简单机械地重复。‛ 

  在外界看来，作为储备干部的‚菁干班‛大学毕业生，一进厂就是‚工程师、

线长‛的干部，是令人羡慕的，但一名富士康基层管理者家属小美透露，所 谓

‚储备干部‛，不过是个高雅点的称呼，碰上生产线缺人，与普通作业员没什么

区别。从 2001 年到 2008 年，富士康集团招聘的储备干部多达 6000 多 名，他们

不可避免地遭受‚同等待遇‛：怕出错，怕上级。 

  只不过，普通员工所承受的只是身体劳累，而卢新他们所承受的更多是心理

和精神上的压力，这更具有无形的‚杀伤力‛。 

  卢新被调入富士康龙华园区后，成为制造部的工程师。工程师的一个职责是：

控制产品的不良率。一旦产品不良率超过规定，整个部门都要受到牵连处罚。卢



新经常为产品的不良率能否合格而提心吊胆。 

   

在 这样的工作环境下，员工精神高度紧张，整天战战兢兢，生怕出一点差错。

同样的压力也体现在卢新校友刘志军身上，根据刘志军同事讲述，刘志军生前有

梦游的迹 象。舍友看到，他曾在凌晨两三点梦游并且在宿舍里拿着拖把拖地。

而刘志军亲属和朋友曾发帖表示，刘志军在高中大学都没有梦游的迹象。即使刘

志军后来出现梦 游，也可能与其遭遇的工作环境压力有关。 

【关于自杀】你很有才，但资本并不怜惜你 

  在湘潭大学高玲玲老师的印象中，卢新自强、懂得感恩、笑起来就是眯眯眼，

但也有点小自恋，‚参加快男前，他借了套衣服，跑来问我帅不帅。‛ 

  卢新从小就喜欢唱歌，但由于家里条件的限制，没能够受到专业的培训。2007

年参加湖南卫视的快乐男声，是他实现音乐梦想的一个方式，可是由于过度的紧

张他失败了，连海选都没过。但这之后，他参加了在富士康集团的新人才艺表演。 

VCR 里，卢新身穿白色礼服，很有台风，一曲包含深情的歌曲《你的样子》，

让全场为之欢动。卢新因此获得新人才艺赛的二等奖。 

4 月底，富士康‚6 连跳‛事件发生后，卢新的一名主管曾发现他精神状态很不

好，专门找他聊天。卢新当时承诺：‚绝对不会那么傻，去跳楼。‛但主管还是

给卢新放了两天假休息。 

  两天后，卢新来上班时精神状态还是不太好。恰好碰上五一，卢新的主管干

脆让他五一放假，不用加班。 

  但从 5 月 2 日开始，卢新变得情绪异常。平日不爱喝酒的他忽然邀曾红领一

起喝酒。他告诉曾红领，觉得‚工作压力太大了，睡不好，想回湖南老家。‛ 

  5 月 3 日，卢新的异常让同学们很担心，他们一起凑钱准备帮卢新购买回家

的车票，但车到默林时。卢新又不同意回家，说去散散心就好了，并提出要到红

树林玩。没想到，卢新到红树林一下车后，就直奔向一名巡警，说‚有人想追杀

他，想害他。‛将同学吓了一大跳。 

  5 月 4 日，曾红领将卢新的精神异常状况告诉了他的亲属。弟弟和母亲准备

5 月 5 日乘车过来看他。 

  曾红领又把这一情况汇报给富士康的主管，公司安排他和另一名好友安抚卢

新，住在招待所，并联系到卢新的家人，尽快前来帮助缓解卢新情绪。 



  5 月 5 日上午，卢新给母亲打电话说没事，不用过来。但当天晚上 10 点，

卢新开始显现出前所未有的焦躁，一再念叨着自己‚不够孝顺，给父母的钱太

少‛、‚自己活不过当晚‛……他开始恐惧整个世界。 

  晚上 11 点多，公司将卢新安置到其台籍主管所住的招待所里。心理咨询师

跟卢新沟通到第二天凌晨 1 点。 

  5 月 6 日凌晨 4 点 30 分，正在火车上的母亲和弟弟大约 4 小时后便会到达深

圳看他。但卢新没有等到这一刻。在床上几个小时的辗转反侧后，卢新从朋 友

的身边爬起。他说‚想看看窗外的风景，透透气‛。 几秒钟后，卢新突然把窗

户拉开，跳到阳台上，再从阳台上跳下去，没有一丝犹豫。 

【你的样子】你就是《摩登时代》里的夏尔洛 

5 月 3 日，卢新的 QQ 空间里面有过一条签名：一切都过去了，加油。 

  我不知道，这是可怕的预言，还是心灵挣扎的轨迹。一切都随风而逝了。 

  ‚孤独的孩子你是造物的恩宠、提着心爱的灯笼不明白的是为何你情愿、让

风尘刻画你的样子……‛ 

  突然有一种流泪的冲动，罗大佑的这首歌，分明为你而作？ 

  可是你，到底是个什么样子？ 

  你是那个两耳不闻门外事，一心只读考试书的农村少年郎，你是那个循规蹈

矩、温文尔雅的大学生。你是那个有点小梦想，有点小俏皮，然而又用贫穷的借

口，不敢将它们发挥得淋漓尽致的稚嫩青年。 

  你有点憔悴、有点迷茫。 

  你是那条跳出农门的鲤鱼，用留恋的眼光回望着你背后的土地。你又是那棵

不胜重压的小树苗，懵懵懂懂走上社会，就被压上了千斤重担。 

  你怀揣理想，背负着整个家庭的重负，从农村走向城市。然而，城市的残酷

现实，摧枯拉朽，立马将你碾碎。 

  其实，你不用着急，可以再潇洒一些，再从容一些，给自己一点时间，轻装

上阵。 

  或许，一切都还有转机的。 



  卓别麟的经典影片《摩登时代》里面曾经用一组镜头，书写人和机器的冲突。

主角夏尔洛是这个时代的悲剧代表人物，他在不断加快的传送带式的作业在线，

被弄得精神失常，卷入巨大的机器齿轮中。 

  机器时代，流水在线的工人就是一颗无法自主的螺丝钉。此次采访中，记者

实地了解产业工人的生活，他们在流水在线是怎样谋生的呢？ 

【工作时间】像钟摆一样雷打不动，在苦熬中消耗青春 

  3 年像钟摆一样的生活，人生还在原地踏步，这让小宝觉得‚很没意思‛。 

  6:50 起床，花 10-20 分钟洗漱，花 10 分钟吃早餐，然后步行到公司，穿上统

一的工作服装；8：00 准时上班，中午 11:00 下班，一个小 时的吃饭休息；下午

从 1:30-5：30 上班，再吃饭休息一小时，晚上 8:00 下班。这是湖南籍工人小宝在

富士康的工作时间表。 

  小宝在大学里学的是模具专业，他有两个梦想，一是在深圳打几年工，攒下

一定钱后，自己创业开一家小模具公司；二是通过自己努力，做公司中上层管 理

者。现在，这两个梦想看起来都显得那么遥远。他进入富士康已经 3 年，做的是

机台操作，工作重复而单调，惟一的娱乐消遣，就是晚上下班后到楼下的网吧里

泡 上几个小时，看电视剧、打游戏。 

  小宝每月能拿到的工资包括：2200 元底薪，加上晚上和周末的加班费，最

高能拿到 3500 元左右。但除去 400 元房租水电、1000 元左右吃饭、上网和日常

生活花费，以及每月给家里寄去的 1000 元，基本所剩不多。 

  即使工作‚轻松‛如他者，也与距龙华园仅三四公里的商业街的繁华和多姿

生活无关。更别提深圳市中心和看海的愿望。 

  更重要的问题是，如果留在富士康，按照富士康的晋级制度，并没有多少人

能熬出来。 ‚在富士康的干部层次，一共分为十四级，从师一级到师十四级，

新人进来从师一级开始，两三年调升一级，要调到师四五级这样的管理职位大概

就要十年工夫。‛ 

  除了现在的室友，小宝在公司里没有朋友。‚总有一天，我会辞职的，深圳

真的不适合我，在这里纯粹是消耗青春。‛小宝望着窗外的天空，眼中满是迷茫。 

【文娱生活】溜冰场、台球、黑网吧和‚毛片‛ 

  在富士康龙华园区，匮乏的文化生活，黑网吧充斥居住楼每一个角落、居住

区杂乱脏的道路坑洼不平。 



  在富士康工作的基层员工大多数年龄在 18 岁至 25 岁之间，占员工总数的 85%

以上。 

  5 月 15 日晚，富士康龙华园区南门，面露憔悴的人流开始从园区涌出。这

个笼罩着‚全球最大的电子产业制造商、全球代工大王、世界五百强企业之 一‛

多个光环的厂房周围，生活方式跟内陆的乡镇并无区别。所不同的是，仅龙华园

区这块深圳北部不到 3平方公里的土地，已聚居 30余万人，而他们大都是内地 农

村怀梦而来的 80、90 后。 

  员工小宝说，在 8 小时之外并不容易找到放松和娱乐的场所。龙华厂区内虽

然有银行、网吧、游泳池、书店、咖啡厅等日常生活设施，可是对 42 万名员 工

的需求来说，显然是杯水车薪。大部分的员工能消费得起的地方：东门两个溜冰

场，北门的台球场，西门、南门的黑网吧。他们一般隐藏在‚餐馆‛或者其他名

目 的招牌下，这里有不少‚毛片‛，从另一个途径解决这些青年人的‚荷尔蒙‛

冲动。 

  从南大门出来过了天桥后一直往南到员工宿舍之间，则是小商贩的天堂。价

格低廉的衣服、鞋子、视频深受女员工的喜爱。 

  距天桥 200 米处有一个小广场。这里出售着富士康生产的各式高档手机。

‚这都是我们厂造的啊。‛但自己使用的，却总是四五百块钱的山寨版。 

  沿途几乎没有书店，惟一可见文化气息的，是宿舍入口不远处，停着一个木

板推车的书贩。里面充斥着低俗、时尚相混的旧刊物。一名女员工在书堆里找到

一本《边打工边创业》的旧书，很是欣喜，可是这里，有多少人最终能够成为老

板呢？ 

【人际关系】丢了门卡在厂里饿了两天 

  她想问寝室的室友怎么补办，但所有人都对她爱理不理，更别提说借钱了。 

  邵阳的小英，17 岁就进了富士康工作。她的家，在龙华富士康西小门下坡

路的一个缝纫棚内，这是她的母亲袁群英开的。 

  10 年前，她和丈夫来到深圳富士康附近做这份小生意，这里也成了富士康

西门湖南老乡的聚集点。 

  5 月 16 日恰好是星期日。难得休息一天的小英，偎依在母亲身旁，脸上充

满疲惫。从 4 月 3 日至今，她已经上了 40 多天夜班，每天从晚上 8 点到第二天

早上 8 点，站在流水在线组装零件，中间只休息了 3 天，包括一天事假。一个月

拿到 1600 元工资。 



  除了身体上的劳累，更让她难以忍受的是工友间的冷漠。就在上个星期六，

她因丢了钱包，门卡和钱全部掉了，不能到食堂吃饭。她想问寝室的室友怎么 补

办，但所有人都对她爱理不理，更别提说借钱了。她又不想让家里人知道担心，

只好在里面饿了两天，一度在寝室里放肆哭，也没人管。直到后来家里人打电话， 

她才忍不住向父亲哭诉。 

  ‚在里面，线长动不动就‘屌你’，一句话里带三个‘他妈的’。‛小英说，

直到现在，她才真正后悔自己读书不用功。 

【资本的奴隶】富士康‚九连跳‛跳进了同一个‚空洞‛ 

  14 日晚间富士康一名梁姓员工坠楼身亡,这是今年以来富士康科技集团第九

名坠楼的员工,共造成 7死 2伤。现场发现一把带血的匕首,死者身上有四处刀伤。

警方认定系自杀，室友称同屋一年仍不熟。 

  在短短的半年时间内，富士康接连发生九起员工跳楼事件，尽管具体原因可

能各有不同，但在我看来，‚九连跳‛事件与职工精神文化权益的缺失有重要关

系。 

  从表面上看，富士康在职工权益待遇上还算是做得比较好的，深圳市总工会

的调查也显示，富士康并不是所谓‚血汗工厂‛。尽管如此，富士康员工还是 接

连以跳楼这种极端的方式告别了自己的工作与生活。这说明仅有经济方面的保障

与回报还不足以补偿劳动者的付出，忽略劳动者精神生活方面的匮乏会造成甚为

严 重的后果。 

  可以体会得到，在这些打工者的精神世界里，充满了荒芜与孤独。很少有人

关心他们的内心世界与他们的精神需求，也几乎没有人关心他们所承受的压 力，

更没有人疏导他们的烦恼与困惑。于是，园区周围的黑网吧成了富士康员工最好

的休闲场所，只有虚拟的网络带给他们虚幻的慰藉。但是，一个人不可能只生活 

在物质或者虚幻里，富士康悲剧的根源很大程度上正在于，他们忽视了企业职工

正当的精神文化权益。 

  过于繁重的劳动、长时间的加班剥夺了职工追求精神文化需求的机会和权利。

虽然富士康的员工每月能拿到两千多元的工资并享有社保，但实际上如果没 有

加班费，每月只能拿到 900 元左右的当地最低标准工资。为了多拿工资，员工们

不得不签署加班自愿书，长时间、无休止地加班。单调的重复劳动与缺少人性化 

的机械式管理，很容易让职工特别是以 80 后、90 后为代表的新一代工人心理出

现问题。所以，某种意义上来说，富士康‚九连跳‛是跳进了同一个‚空洞‛，

是 工业化大生产时代机械扭曲人性的心灵危机。 

 



可悲的是，这些年轻人生前都曾怀揣梦想成为城里人，成为新市民，然而，他

们以及现在仍在像他们生前一样成为资本生产机器的人们，似乎仍旧没有意识

到自己的 真正身份。马克思对这个群体有一个非常恰当的称呼——无产者！而

久已淡忘的《国际歌》重新响起并提醒我们注意自己的身份——‚奴隶‛！  

 【社会学家的呼吁】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杜绝富士康悲剧重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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