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年 67岁的退休职工蒋瑞
民， 之前一直在北京双丰建筑工
程有限公司上班， 如今虽然退休
了， 公司工会还是会在逢年过节
去看望他， 并带去米、 油、 茶叶
以及公司农业基地生产的蔬菜，
“就在刚过去不久的端午节， 公
司还给我送来了粽子， 这让我特
别感动。”

“让新老员工在企业里找到
归属感， 感受到大家庭的温暖，
是我们的努力方向！” 该公司工
会主席张爱清介绍， 公司工会不
断思考， 组织丰富活动， 让职工
们感到有依靠； 创新服务， 为职
工工作之余增添色彩。

为职工筹办集体生日会

除了关爱退休员工， 公司对
在职职工也是分外上心。

今年21岁的王雨是公司的一
名技术员 ， 他老家在河北张家
口， 来公司上班两年多。 在工地
施工最大的特点是跟着项目走，
常年忙碌， 一年到头王雨回家的
次数很少。

“像我们这样在外漂着的职
工， 特别缺少归属感， 但感动的
是公司会定期为我们组织集体生

日会。” 王雨今年上半年就参加
了这样一场由张爱清来筹办的集
体生日会。

“我们先统计了过生日的职
工， 一共有6人， 于是跟食堂提
前定了一桌丰盛的饭菜， 准备了
一个大生日蛋糕。 知道职工平时
工作很忙， 难得休息， 于是就想
着把生日会办成联欢会， 放松身
心。 公司领导知道后， 给了我们
大力的支持。” 张爱清的 “联欢
会” 发动了公司不过生日的员工
也来参加， 准备好音响设备， 愿
意唱歌的员工， 都可以在集体生
日会上高歌助兴。

王雨就在生日会上高歌了一
曲《水手》，“‘他说，风雨中，这点
痛算什么，擦干泪，不要问为什么
……’看这歌词多好，每次唱起这
首经典老歌都会热血沸腾， 浑身
充满力量， 尤其是给同事唱起时
有一种不一样的感觉。 ”

到农业基地采摘蔬果

尤天鹏今年25岁， 来到公司
已经3年多， 是办公室的一名工
作人员。 每天处理公司大大小小
的琐碎事宜， 加上平时工作忙，
时间久了， 偶尔会感觉倦怠。 同

样还有在工地上的施工人员， 常
年从事单调的工作， 十分疲倦。

“为了丰富职工的生活 ， 让
他们能在繁忙的工作中得到一些
有益的放松， 我们经常组织职工
到公司的农业基地去采摘新鲜的
蔬菜和水果， 在田野里感受生活
的惬意。” 张爱清说。

在公司工会的组织下， 尤天
鹏和其他的同事乘车来到了高碑
店的农业基地。 这片农业基地一
共有800多亩， 有100个大棚。 在

农场种植人员的带领下， 他们帮
着除草、 施肥， 将成熟的草莓、
黄瓜 、 豆角 、 羽衣甘蓝采摘下
来， 并合影留念。

“聚在一起一边采摘果蔬 ，
一 边 说 说 笑 笑 ， 不 知 不 觉 就
度过了一天的美好时光。” 尤天
鹏说。

建立特色图书阅览室

除组织职工到农业基地采

摘， 北京双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还建了别具特色的图书阅览室。

“职工平时工作很忙 ， 如果
单独建职工阅览室， 他们未必有
时间过去看， 于是我们就想到把
职工阅览室建在食堂里， 在每张
餐桌靠着的墙上边， 摆放一排排
书架， 把政治、 军事、 养生、 文
学、 保健类的图书摆上去， 职工
吃饭的功夫， 看到不错的书， 可
能就会拿下来， 看一看 。” 张爱
清说。

公司在食堂摆放的图书果然
吸 引 了 很 多 职 工 。 “ 中 午 到
食 堂 吃过饭后 ， 都会拿一本书
看一个小时 ， 这样既增长了知
识， 又度过了愉快的中午时光。”
王雨感慨道。

除了这些， 北京双丰建筑工
程有限公司还成立了职工解压
室， 并定期组织职工参与一些文
体活动， 通过多项服务措施， 让
职工在企业找到归属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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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职工在企业找到归属感”

中铁十六局蒙华铁路MHTJ-26标项目部

在 中 铁 十 六 局 蒙 华 铁 路
MHTJ-26标项目部 ， 为了抓住
安全质量工作的 “牛鼻子”， 强
力推进 “班组长安全质量责任
制”， 33名班组长作为法定安全
质量责任人， 压实现场管理责任
担子， 大大提升了项目施工安全
质量。

该项目部承建的蒙华铁路
MHTJ-26标线路正线长度36.6公
里， 其中特大桥6座， 中桥5座，
涵洞32座， 总投资18.1亿元。 管
段内湖泊 、 河流 、 沼泽地 、 鱼
塘、 水田、 藕田较多， 不但要进
行水中施工， 而且部分区段的烂
泥塘较多， 这给安全质量管理带
来了极大隐患。

自 2015年 8月初开工以来 ，
为了打好这场安全质量攻坚战，
彻底改变班组长能作为 、 难作
为、 不作为的问题， 项目部强力
推进蒙华公司实行的 《班组长安
全质量责任制》， 经过严格选拔
考核选用了33名班组长， 作为班
组施工的责任人和班组事务的管
理人， 项目部与他们分别签订施
工质量承诺书和验工计价保证
书， 要求班组长在组织施工中严
格执行 “三检制”。

“班组长作为基层管理干部
必须参加工程例会， 工程计价由
班组长发起并签字画押， 使班组
长既能知道干了多少单价的活，
又要承担施工组织管理者的法律
责任， 这样就从源头上抓住了安
全质量管理工作的 ‘牛鼻子’。”
项目经理刘彬介绍， 因为作业层
管理是项目现场管理的关键， 抓
住了班组长也就抓住了责任人，
这样就让他们真正有位子、 有荣

誉、 有责任。
据了解， 实行班组长责任制

近两年来， 33名班组长尽心尽职
把关每一道工序。 班组长阴国印
说： “以前， 我当班组长就像是
个传令兵， 技术听技术部的， 安
全质量听安质部的； 现在， 将安
全质量责任压得实实的， 我做梦
都担心出差错。”

钢筋加工班组按照图纸要
求， 严格执行制度规范、 合理配
置人员， 加工出的钢筋笼质量合
乎要求、 通过率高。 桥梁班组严
把工人培训、 技术交底关， 施工
的承台、 桥墩符合规范、 内实外
美。 拌合站班组服务现场随叫随
到， 拌合的混凝土计量准确、 质
量优质。 班组长们还积极改进施
工方法和工艺， 其中发明的钢板
桩止水法和管桩切割法解决了施
工的 “老大难” 问题。

据悉， 由于班组长在施工中
真正担起了安全质量管理责任，
该管段已经完成的52%工程合格
率达到100%， 优良率达99%。 为
激励班组长勇于担当责任、 做出
更加突出的贡献， 蒙华公司授予
阴国印、 周卫、 李良东三人 “优
秀班组长” 荣誉称号。

穿越学生时代、 捉虫虫、 爱
的告白……6月10日， 朝阳区机
场街道总工会联合机场地区各联
检单位、 各民航单位， 在对外经
贸大学附属中学机场分校体院馆
举办了一场以 “牵手蓝天 邂逅
爱情” 为主题的单身联谊活动。

活动吸引了 20余家企业的
120多名单身职工报名参加， 趣
味游戏后最终有6对单身青年牵
手成功。

在 “破冰” 游戏 “捉虫虫”
中， 一 “抓” 一 “躲”， 男女青
年逐渐熟络起来， 为对方互戴红

领巾 ， 瞬间把回忆带到学生时
代 。 接下来大家分成9个小组 ，
考验彼此的默契程度。 其中 “打
扮心中最美的他 （她 ）” 环节 ，
大家利用规定的物品为组员装
扮， 并穿戴着组员精心设计的服
饰登台走秀大比拼。

有了初步了解后， 最后的关
键时刻 “爱的表白”， 男女青年
们鼓足勇气表白， 把可爱的玩具
熊送给心中喜欢的人。 “年轻人
聚在一起彼此认识的机会不多，
能找到心仪的朋友感觉很幸福，
感谢工会！” 职工小赵说。

十余名学生日前来到中国科
技馆“华夏科技学堂”，在工作人
员的指导下， 学习制作我国古代
益智玩具“饮水鸟”。会自动饮水
的“小鸟”吸引了孩子们的注意，
工作人员则介绍其背后蕴含的杠
杆、热力学等原理。今后，中国科
技馆将根据观众的反响， 继续开
发其他古代益智玩具， 观众可以
通过官方网站和微信了解信息。

本报记者 任洁 摄影报道

牵手蓝天 邂逅爱情

机场街道总工会为职工搭鹊桥

□通讯员 税明艳 王崇燕 张伟

研究生带盲人
触摸文学艺术

6月13日， 北京建筑大学的
研究生通过红丹丹助盲平台， 带
领盲人朋友参观国家典藏博物
馆 。 从 《诗经 》 到 《红楼梦 》，
从大英图书馆典藏到甲骨文记
忆， 北京建筑大学的研究生为盲
人朋友讲党史， 述说革命前行的
砥砺曲折； 谈文学， 传播传统文
化与艺术， 让他们感受到其中的
魅力。 本报实习生 郭嘉梁

通讯员 段竞泽 摄影报道

古代益智玩具
吸引孩子目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