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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任洁 文/摄

面对高学历、 高收
入、 高职称等 “三高”
群体， 高校工会推出了
哪些特色服务 ？ 这些
服务能真正吸引这些高
级知识分子的关注并参
与吗？ 看看基层的经验
介绍。

【工会经验】

首师大： 为青年教
职工专门组建协会

针对学院45岁以下青年教师
人数占到70%左右的情况， 首都
师范大学初等教育学院2015年成
立青年教职工协会， 通过灵活多
样的活动 ， 促进这个群体的发
展， 同时倾听并反映青年教职工
遇到的生活和工作问题， 为他们
营造精神家园。

协会多次邀请校内外专业人
士前来， 举办一系列专题讲座和
沙龙 ， 主题既有教学 、 科研方
面， 也有生活、 文化等方面， 还
组织过京津冀支教、 养生保健等
活动。 比如近几年学院有十几位
青年教师初为人父人母， 但有的
年轻父母不知道怎么对待孩子的
身体不适， 不善于科学育儿， 协
会就举办 “健康成长 快乐相伴”
育儿系列沙龙， 邀请校医院大夫
传授健康知识， 邀请绘本馆老师
带领孩子们一起玩游戏 、 讲故
事、 做手工， 陪同的家长也能顺
便交流育儿经验。

学院一位青年教师结婚生
子， 不巧新生儿出现贫血问题，
孩子出生的医院没有儿科， 医生
建议转院。 因为中间沟通出现问
题， 转院后小两口只能通过摄像
头 查 看 孩 子 病 情 ， 无 法 进 入
ICU， 心急如焚， 无奈之下找到
工会求助。 工会主席邱文不熟悉
这两家医院， 但她没有推却职工
的请求， 而是马上开车带着这位
教师先去了第一家医院， 找到医
务处和当班大夫了解详情， 劝慰
双方情绪， 然后两人又赶到第二
家医院协调， 终于化解了矛盾，
新生儿也安全度过危机。

此外， 首师大校工会每年都
举办特卖会， 联系一些社会知名
厂家， 把商品直接拉进教职工之
家展卖。 教职工既不用东奔西跑
就能买到心仪的商品， 又享受到
比市场价低得多的优惠折扣。

北联大： 教授参与
工会活动加分

针对教职工提升身体素质的
需求， 北京联合大学工会近年来
推出 “教职工健康幸福工程 ”，
由工会牵头， 每年给予30万元经
费， 实行健步走、 广场舞或广播
体操比赛、 体检、 按摩门诊等多
个项目， 同时扶持十余个职工文
体协会发展， 每个协会都能获得
经费支持。 目标是推进教职工文
体活动常态化、 普众化， 让每个
教职工都有兴趣参加至少一项文
体活动， 引导他们保持健康体魄
和积极乐观的生活状态。

在推出丰富多彩活动的同
时， 如何吸引更多教职工的关注
并参与呢？ 北京联合大学工会想
出一个妙招。 在日前举办的全校
教职工广播体操比赛中， 校工会
特别设立加分项： 每个二级单位
只要有正高级职称或者部门领导
（学院班子成员） 上场比赛， 每
来一人加1分， 最高加5分， 到场
的加分人员赛前检录时要刷员工

卡， 保证了比赛的公正公平。
这个点子受到基层的热捧 。

各二级单位领导不仅积极组织教
职工报名训练，还直接上阵，每天
中午在空地上做操的人群成为校
园里一道亮丽风景。 领导和教授
的报名进一步提高了普通教职工
的参与热情。 比赛当天共吸引来
近700名教职工参赛，所有二级单
位都有部门领导和教授前来。大
家一招一式用力到位，斗志昂扬。

北影： 临时儿童托
管班解决教职工烦心事

去年冬季， 本市连续几天发
布雾霾红色预警， 小学幼儿园停
课后， 孩子谁来照顾？ 没有老人
帮衬的双职工家庭犯了愁。 北京
电影学院校工会及时伸出援手，
联合动画学院、 学生处共同开办
了临时托管班， 10多个青年教职
工家庭报名， 每天把孩子送到教
工之家来。

停课期间 ，10多个孩子在学
生志愿者的带领下做作业、 复习
功课， 学习结束后开展一定的娱
乐活动，包括做手工、绘画、看动
画片等，家长只需到点接送，非常
省心。 为了确保孩子们的健康和
安全，工会干部加班加点，紧急在
教职工之家安装了新风系统，制
定了严格的出入登记及相伴制
度，不许闲杂人员随意出入。

临时托管班开设期间， 正好
赶上每天都有孩子过生日， 工会
准备了生日蛋糕， 志愿者领着小
朋友共同唱生日歌、 品尝蛋糕，

一起度过这个特别的生日。
此外， 该校工会还在2015年

启用 “女工之家”， 开展女工专
项活动， 并为孕期、 哺乳期女教
工提供特别服务， 有需求的分工
会、 社团和女教职工均可以提出
使用申请。 截至目前， 每学期大
概有10人左右使用， 个人申请后
办理门禁卡， 自助刷卡进入。 有
条件的基层分工会也能为女教工
提供服务， 妈妈们不用专门跑到
校级 “女工之家”。

首经贸： 为教职工
成长搭台子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工会近年
来开展了教职工素质教育工程，
通过社会实践、 理论研讨、 师德
建设先进单位等系列活动， 提升
教师的业务水平， 为他们的职业
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近5年来， 该校累计有400余
名青年教师参加了工会组织的社
会实践， 足迹覆盖大型企业、 经
济开发区、 社会主义新农村、 革
命老区及西部地区等， 已出版系
列社会实践论文集 《行千里路读
实践书》。

该校工会还专门成立理论研
究会， 几年来累计申报27个市级
以上工会课题， 很多具有实际意
义的课题 “反哺” 了工会工作。
像李长城等教师发表的 《高校非
事业编制人员权益维护的手段和
途径》， 就推动了该校非事业编
制教职工入会进程， 为相关工作
提供重要的理论支撑。

在关注教师专业成长的同
时， 工会也注重对普通教职工进
行引导和教育 。 2015年 、 2016

年， 后勤管理处举办全员岗位练
兵活动， 评选技术能手， 练兵岗
位涵盖食堂、 维修、 宿管等。

校工会要为教职工提供贴心
服务， 更好地满足教职工的多样

化需求， 营造宜工作宜生活的校
园氛围，让教职工产生身心愉悦。

【职工感受】
高校工会开展的服务是否到

位， 是否真正贴近需求， 教职工
最有发言权。

首师大初教院综合理科办公
室教师王强兼任青年教职工协会
会长、工会委员，他介绍，协会的
定位是服务青年教职工需求，策
划活动时会着重把大家呼声较
高、集中感兴趣的做成项目，比如
育儿、 学术科普、 文化艺术等主
题。活动时间一般在中午，有时在
周末， 每次约有三四十人参加。
“通过参加工会活动，青年教师获
得很大成就感和快乐。 工会干部
的工作热情感染了我， 所以我也
加入其中，为更多人服务。 ”

朱晓妹是北联大管理学院工
商管理专业的教授， 平时教学科
研任务繁忙， 周末和晚上经常加
班， 时间长了腰肩酸痛， 颈椎也

不好， 很少有动力独自锻炼。 校
工会举办的健步走、 广播操比赛
等健身活动， 她总是积极报名，
还跟着同事一起准备。 “工会活
动办得丰富多彩， 特别贴合教职
工的实际需求， 很有号召力。 而
且集体活动很有意思， 可以增强
同事之间的感情， 也不太占用工
作时间。 在校、 院级工会地推动
下， 健康观念已经深入人心。”

首经贸工商管理学院张祖群
副教授经常参加校工会组织的社
会实践， 在工会出版的社会实践
论文集中发表了2篇文章与2篇调
研报告， 其中一篇获得中国科教
文卫工会全国三等奖 。 他说 ：
“‘铁’要成为‘钢’，离不开专业引
领策略的保驾护航。 工会组织的
社会实践活动， 给我们架起一座
了解社会、深挖基层的桥梁。 ”

【主席观点】

首师大初等教育学院工会主席 邱文

二级工会直接对应教职工，
举办的活动应该更加具有针对性
和时效性， 并真正为教职工排忧解
难， 这样才能增强会员对活动的
参与兴趣 ， 提升对工会的信任

度。 “我们将把青年教职工协会项
目作为建家工作中的精品品牌去
打造， 并吸引更多青年教师加入工
会工作， 像今年的工会改选就新增4
名工会委员， 其中2个博士。”

首经贸工会常务副主席 李民

“工会最大的职能就在于为
教职工维权和服务， 广大教职工

所需就是我们所为， 我们希望每
名职工都能有本事并受人尊重。”

专门组建协会 参与活动加分 开办临时托管班

举办临时托管班， 面临着场
地 有 限 、 人 手 不 足 、 人 身 意
外等诸多风险， 但是遇到极端恶
劣天气， 但凡家中能有人照看孩
子的就不会把孩子带到单位来 ；
只有实在没有办法的 ， 才想到

寻求组织帮忙。 面对教职工的困
难， 工会应该出头为职工解难 ，
让 职 工 真 正 体 会 到 工 会 这 个
“娘家人” 就在身边。 今后遇到
雾霾、 暑假时， 工会还会根据需
求， 考虑继续举办临时托管班。

北京电影学院常务副主席 孙锦

北京联合大学党委副书记、 工会主席付晨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