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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活动清单
实现月月有活动

5月31日， 清源街道机关乒乓球、 羽
毛球、 台球比赛拉开帷幕。 共有60余名
机关干部职工参与比赛。 赛场上， 选手
们一个个奋力拼搏， 竞争相当激烈。 比
赛不仅让广大机关干部放松了身心， 同
时增进了各部门之间的交流互动。

活动结束后不久， 街道总工会工作
人员又在工作群里发布了一条通知： “6
月将举办拔河比赛、 篮球趣味活动， 希
望大家积极参与， 并将参赛项目及时告
知工会工作人员。” 这引发群员们的一阵
讨论， 大家纷纷表示要参加比赛， 同时
也针对此次活动提出了一些意见建议 ，
确保工会更好地开展工作。

这只是清源街道总工会 “以服务暖
人心， 以活动聚人心” 工作的一个缩影。
为了更好的服务职工， 2017年初， 清源
街道总工会制定2017年工会文体活动计
划， 从年初到年底共列出12项活动清单，
包括健步走、 棋牌类比赛、 爬山、 拔河
等一系列活动， 进一步丰富辖区职工文
化生活， 提升职工综合素质。

“我们希望打造一批品牌活动， 通过
这些活动让职工们真正参与进来， 感受
到工会组织的号召力与凝聚力， 从而进
一步推动工会其他工作的开展 。 目前 ，
街道总工会已经形成月月有活动、 季度
有比赛的工作格局， 大大增强了辖区职
工的凝聚力。” 清源街道总工会副主席南
国权告诉记者。

组织书法培训
让职工笔墨抒情

“我已经学了3个月的书法， 感觉自
己提高的不仅是书法水平， 还有对美的
鉴赏力以及自身的修养。 有时候， 我还
会带动家人尤其是孩子一起来写写字 ，
说实话， 这种氛围特别好。” 谈到自己在
清源街道总工会书法培训班的学习心得
时， 职工李晓凤感慨道。

有着同样感触的不只李晓凤一个人，
每一个参加书法培训班的学员们都在练
习书法的过程中寻找到了乐趣和对生活
的感悟。 当落笔的瞬间， 他们内心感受
到的是平静。 当一幅好作品完成， 他们

内心比得了奖金还要高兴。 “从某种意
义上讲， 书法是提升自己修为的一种有
效途径。” 南国权说。

为了丰富辖区职工业余文化生活 ，
提高职工文化素养， 2016年， 清源街道
总工会开办职工书法培训班， 邀请中国
书法家协会会员、 北京市书法家协会会
员共同为辖区职工讲授书法课程。 近百
名学员通过书法培训班学习到了书法 、
文学知识， 书法水平有了明显提升。 在
此基础上， 2017年3月， 街道总工会又开
办机关干部职工书法培训班， 每周五下
午授课 ， 收到了干部职工的热烈响应 ，
每周都会有50余名学员参加培训。

为了增强书法培训的针对性， 每个
培训班开班前， 街道总工会都要开展职
工需求调查， 根据职工的需求和水平安
排培训内容。 “我们的书法培训班共分
为基础班和提高班， 这样能够帮助职工
更好地提升。 大部分职工都是从零基础
学起的， 经过几个月来的练习， 取得了
很大的进步。 很多职工过年时家里的对
联都是自己亲自写的， 这也增强了他们
学习书法的积极性。” 南国权告诉记者。

开展健步走
倡导健康低碳生活

在参加完2016年北京市总工会组织
的 “121健步走” 活动后， 南国权心里久
久不能平静。 回来后， 他脑海中就一直
有个想法， 希望通过一种方式鼓励辖区
职工健步走， 让大家形成健康的生活方
式。 在街道工委支持下， 他开始筹划机
关干部职工健步走事宜， 并于2016年底
落地。

2016年11月5日 ， 清源街道 “健步

121， 快乐好生活” 机关干部职工健步走
活动正式启动。 活动为参与者购买了计
步器， 并号召大家每天开展健步走。 每
月底 ， 工会还会开展健步走评奖活动 ，
评选出一等奖10名， 二等奖10名， 三等
奖10名。 通过这样的方式， 激励大家养
成健步走的良好习惯。

清源街道职工何爱国， 对健步走活
动非常感兴趣， 每天都要走3万步以上，
并在每月的健步走评奖中屡屡夺冠 。
“开始健步走之后， 我每天都要走3万步
以上， 这是我对自己的要求。 走了一段
时间后， 我发现自己的精神面貌有了很
大改变， 工作的干劲儿也足了。” 何爱国
说。 和他一样发生着改变的还有机关其
他干部职工。 一些曾经开车上班的职工
开始强迫自己走路上班， 锻炼身体； 一
些曾经爱感冒的职工走了一段时间后 ，
发现自己身体抵抗力增强了， 也不容易
生病了。

大家的这些变化， 让南国权倍感欣
慰 。 “健步走虽然是很小的一项运动 ，
但如果坚持下去， 就能够看到它对整个
人精神状态的影响。 我们开展的健步走
活动是要贯穿全年的 。 在这一过程中 ，
每个月还要开展主题活动 。 通过这一
‘点线结合’ 的方式， 号召大家提升综合
素质， 改变生活方式。 大家每一个向好
的改变都是对我们工作的肯定和支持。”
南国权激动地说。

为职工送祝福
点滴间温暖人心

除了品牌活动， 清源街道总工会对
职工的关心和服务还体现在日常的点点
滴滴。

在南国权的办公桌上， 放着一摞用
信封包好的贺卡， 上面工整地写着收卡
人的姓名以及祝福的话语。 这是街道总
工会为机关系统6月份即将过生日的干部
职工准备的。 为了让机关干部职工进一
步感受到工会组织的温暖， 每个月都会
统计当月过生日的职工数量， 并为他们
精心准备贺卡， 由街道总工会副主席南
国权亲自书写祝福的话， 送到每一位职
工手里。

“六月是您的生日， 有绿色和鲜花陪
伴。 绿色是生命的颜色， 绿色的浪漫是
生命的浪漫。 借此， 祝福您永远充满活
力， 青春常在， 工作顺利， 身体健康。”
这是南国权为即将过生日的一位职工写
下的一句话， 饱含了对六月的感怀和对
职工深深的祝福。

“为职工送生日贺卡虽然是一个很
细小的举动， 但是每当我们把生日贺卡
亲自送到职工手里时， 大家脸上都会露
出特别开心的笑容， 眼神里也充满了感
激之情 ， 这让我们工作起来特别有动
力。” 南国权说。

开心的时候有人一起分享， 困难时
也需要有人一起承担 。 在职工生病时 ，
工会总会陪伴在身边。 不久前， 一位职
工住院了 ， 其主管领导直接找到工会 ，
希望能够一同去看望职工。 “每次有职
工会员生病住院， 单位领导和工会都要
第一时间去看望慰问， 鼓励他们安心静
养， 早日康复。” 南国权说。 此外， 每年
街道总工会还要到困难职工、 困难劳模
家中进行慰问， 定期了解他们的生活状
况和需求， 尽一切努力帮助他们， 让困
难职工和困难劳模感受工会组织的温暖。

如今， 清源街道总工会的贴心服务
已经在每一位职工心里扎下了根。

———大兴区清源街道总工会工作侧记
以活动聚力 让服务暖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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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计划、 搞培训、 健步走……谈起服务职工这项工作， 清源街道总工会有着自己的制胜法宝。 在
街道工委支持下， 街道总工会始终遵循“以服务暖人心， 以活动聚人心” 的原则， 全心全意服务辖区
职工。 不仅开展了书法培训班、 健步走等一系列品牌活动， 还制定了服务清单， 实现工会工作有目标、
有计划、 有重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