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快递小哥在爱心驿站休息

荩在爱心驿站，工会服务站工作人员为保洁队员倒热水

□郭祥倩

西城区“暖心驿站”服务升级
工会跨界整合 量化职工驿站服务 引领职工回归暖心本源

随着中国工会十七大顺利闭幕， 西城区总工会深入学习工
会十七大精神， 在全总、 市总和区委的正确领导下， 取得了
“常规工作有亮点、 重点工作出经验、 特色工作见成果、 整体工作

上台阶” 的工作成绩。 在向全总和西城区委领导汇报工作的会议
上， 西城区总工会的工作获得了上级领导的肯定， 其中以
“暖心驿站” 工作为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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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了解， 针对全区职工队伍的结构与特点， 西城区
总工会针对环卫工人与家人聚少离多的特点， 推出了生
活配套设施完备的 “单身房” “探亲房” “夫妻房”，
为他们解决了最关心、 最直接的实际问题， 让辛苦工作
的工人们感受到来自工会、 来自党和政府的温暖。

年初， 西城区总工会重点对在两节期间坚守岗位的
一线职工进行慰问， 并在两节期间建立了 “工会探亲
房”、 “工会夫妻房”、 “工会单身房” 的推广奖励制
度， 这也被视为暖心驿站的 “升级版”， 充分利用西城
区 “疏解整治促提升” 的契机， 鼓励企业工会、 机关工
会等西城区基层工会将 “疏解整治促提升” 活动中腾退
出来的空间， 不再出租经营， 工会补贴资金， 公益为员
工服务。 下一步区总工会将进一步推广、 复制这种 “探
亲房” 的服务， 关怀基层一线员工， 区、 街、 企业三级
工会经费均可用于探亲房基本生活配备用。

此外， 区总工会的暖心驿站引起了社会热烈反响，
吸引了民营企业助力。 此前， 浩泽净水国际控股有限公
司主动找到工会， 向西城工会 “暖心驿站” 捐赠2台直
饮净水器， 让户外工作者在暖心驿站休息时能喝上健康
水。 浩泽净水国际控股有限公司大客户总监郝钢告诉笔
者： “在电视上看到西城工会暖心驿站的报道， 因为自
己本身也是北京人， 对于户外劳动者非常感谢， 所以想
尽一点绵薄之力。 我们一直认为公益不仅仅是捐赠物
资， 尤其对于安全饮水这件事， 我们觉得提升环保公益
理念也更加重要。”

西城区区长王少峰在指导西城区总工会工作时指
出， 地区银行设有 “劳动者港湾”， 和西城区总工会成
立的暖心驿站有异曲同工之妙， 鼓励二者加强沟通联
系， 搭建融合平台， 跨界为更多职工服务。 西城区总工
会副主席许畅表示， 下一步区总工会将响应落实区长的
号召， 实现区工会和金融行业工会， 横向到边， 纵向到
底的跨界对接， 形成战略合作， 共享职工服务。

2017年12月8日， 西城区总工会第一家暖心驿站在
德胜街道工会服务站正式挂牌， 截至目前在全市率先挂
牌设立400家暖心驿站， 54家开通 “e站通” 成功上线。
9月20日， 区总工会 “暖心驿站e站通” 正式开通并上线
运营。 区总工会召开 “暖心驿站e站通” 推广培训会，
首次面向地区职工进行正式推广。 “暖心驿站e站通”
的上线运营， 是区总工会打造 “互联网+暖心驿站e站
通” 的创新模式， 打破了服务职工的信息壁垒， 实现职
工享受服务的实点传输。

笔者了解到， 进入驿站的受助人群可通过扫描驿站
二维码签到， 系统将对各驿站签到情况进行数据分析，
进而了解掌握各驿站的接待规模， 为后续驿站的建立与
管理提供数据支持。

截至11月上旬， “暖心驿站e站通” 正式运营不到
两个月的时间内， 通过后台数据分析， 共收到3000余人
次的关注访问量， 以及近百余条职工评论。 通过分析可
以看出， 位于西城区大栅栏炭儿胡同38号的大栅栏街道
工会服务站17号暖心驿站的访问量和评论量是最高的，
位于驿站服务排名地第一位。 西城区总工会副主席许畅
表示： “通过数据可以清晰地看出， 17号驿站的选址是
非常合理的， 大栅栏地区是商业旅游区， 客流量大， 进
来暖心驿站休息喝水的人很多， 我们的服务受到了大家
的好评， 这也是我们继续做下去的动力。” 尤其京东快
递小哥户外工作者也是频频点赞。

笔者了解到， 西城区总工会有驿站400家， 其中54
家挂牌上线驿站类型分为机关、 社区、 国有企业、 工商
联系统、 商会系统、 民营企业、 私营企业等， 其中有8
家民营企业， 大多是主动申请。 值得一提的是， 暖心驿
站的影响力日益增大， 有来自外省外埠的企业也前来申
请成立。 通过后台的申请数据显示， 除了西城区本区域
的驿站服务， 来自陕西省的西安市和北京市望京的企业
通过后台进行申请。

“我们暖心驿站成立的初衷就是使广大户外劳动者
能够在辛苦工作期间体会到工会 ‘家’ 的温馨， 让暖心
驿站真正成为广大职工遮风避雨的温馨港湾， 打造成为
服务职工的特色品牌。 所以我们目前成立的54家暖心驿
站都是本着服务职工的初心， 通过特色服务打动职工。”
西城区总工会副主席许畅告诉笔者。

54家暖心驿站中， 不乏像 “老舍茶馆”、 “西单商
业街”、 “广外茶城” 等具有地区特色和代表性的服务
驿站。 西长安街街道总工会就联手其他单位为设置在西
单商业区综合执法中心的暖心驿站， 添置了 “爱心冰
柜”， 并购买了矿泉水， 供快递师傅、 外卖小哥、 环卫
工人、 保安等户外工作者免费自取饮用。 天桥街道总工
会的 “暖心驿站” 就位于工会服务站的一楼， 而楼上就
是干净、 整洁的职工书屋。 前来歇脚的户外工作者， 可
在书香中， 放松片刻。

笔者在西单明珠商城东侧的暖心驿站看到, 暖心驿
站面积近140平方米， 有4间房， 配备了休息桌椅、 电视
机、 微波炉、 饮水机、 药箱、 水杯、 茶叶、 报纸杂志等
物品 ， 正在喝热茶的商业街非机动车引导员俞震说 ：
“以前最头痛的就是喝水， 得等着商铺开门了进商场去
接， 早上六七点上岗， 10点多才能接到热水。 如今有了
暖心驿站， 不仅能够喝上热水， 中午饭也可以用微波炉
热了。”

西长安街街道辖区400多名环卫工人、 安保、 非机
动车引导员以及出租车司机、 快递员等户外劳动者 ,都
可以把这里当作自己的休息区， 饮水、 热饭、 如厕等基
本需求都可以满足。

王晓东是西单商业街特勤队队长， 主要负责街面商
业秩序整治， 协助处理突发情况， 经常24小时在岗。 王
晓东说， “以前中午吃饭， 只能是两个人在岗亭里， 其
他人在外面， 碰到下雨刮风， 在外面吃饭的同事就得用
塑料布搭棚子， 现在好了， 再也不用担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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