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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活是2016年4月11日 ，在北京
市民政局登记注册关注建筑工人职业
安全健康与职业发展的公益组织 ，我
们的愿景是 ‘一砖一瓦筑起建筑工人
的希望’，２０１８年是我服务建筑工人的
第四个年头， 是我与法人联合创立乐
活的第二年， 也是我从业以来最为忙
碌的一年。 虽然忙，但是能为建筑工人
服务，我感觉很快乐。 ”北京乐活社区
服务中心主任李春玉笑着对记者说。

2018年李春玉和她的团队在中央
财政专项资金的援助、 北京市总工会
的购买服务项目的支持下， 直接服务
一线作业建筑工人超过4000人， 开展
公益服务170次 ， 动员到社会志愿者
80人直接参与到公益服务中来， ２０１８
年他们拓宽服务思路， 将服务内容由
社区转到社群， 走进了北京新机场 、
行政服务中心等重点项目工程， 对接
中建、 中铁、 城建等15家建筑施工企
业， 以进工地、 进宿舍、 进企业的方
式开展职业安全生产晚会、 职业安全
小组、 流动义诊车等公益服务， 并创
新以往的服务模式， 新增职业安全生
产集市，以“安全生产转盘”“知识对对
碰”“我为建筑工人代言” 等板块， 建
筑工友积极参与并收获一直好评。

今年， 他们在腾讯公益与米公益
平台进行的建筑工人故事主题传播达
15万+的点击量， 并将建筑工形象带

进了全国100家咖啡馆 ， 积极对接北
京市总工会、 通州区总工会、 顺义区
总工会开展项目合作 ， 并受到通州
区、 顺义区总工会 “10” 分满意， 针
对6%的受益人群进行满意度调查达到
了97.3%的满意度。

李春玉说， 春去秋来 ,花谢花开，
迎来满是希望的2019年， 她和乐活团
队将会继续致力于推动建筑工人、 社
会公众、 企业和公益组织联动来创新
建筑工人职业安全教育服务， 解决建
筑工人的工作安全隐患和精神文化生
活匮乏的问题， 对接建筑施工企业采
用乐活职业安全教育手法， 以提升建
筑企业与建筑工人的安全生产责任意
识， 促进工人平安工作。 “同时对于
我的团队， 也希望有更多有理想、 有
责任感的青年人可以加入到我们！”

2019年和建筑工人一起奋斗
□本报记者 余翠平

李春玉
北京乐活社区服务中心主任

工会新人的努力、收获和期待
□本报记者 张江艳

赵欣苹
顺义区胜利街道总工会服务站专职工作者

“用奋斗创造幸福 以使命铸就平安”
□本报记者 余翠平

夏振浩
北京戎威远保安公司项目经理

“转眼间2018年的工会工作已接
近尾声。 这一年的工作对我来说很重
要， 在这期间我通过努力付出， 有了
不少收获。 同时， 我已经逐渐适应了
服务站的生活与工作环境， 对工作也
逐渐进入了状态。” 赵欣苹感慨地说。

赵欣苹是顺义区胜利街道总工会，
2017年才加入工会工作者的大家庭 。
除了负责组织建设、 税务代收、 工会
财务等， 她在服务站日常还要负责包
括维护会员管理系统， 为辖区内在职
职工办理工会会员互助服务卡， 职工
之家、 暖心驿站、 心灵驿站建设与维
护工作。 工会大小事情， 赵欣平从头
学起， 工作一年多来尽心尽力， 得到
了领导和工会会员的赞许和好评。

提起即将过去的2018年， 赵欣苹
说感受最深的就是帮助辖区内新建会
企业建立职工之家的过程。 “初期工
会负责人总是以抵触、 不配合的态度
对待建家这件事 ， 认为企业不需要 。
经过我们多次沟通、 实地走访， 并向
其介绍职工之家的好处及重要性， 同
时我们还通过发放职工问卷的形式 ，
认真分析本企业职工需求， 用数据向
企业负责人说明了建立职工之家的必
要性。 功夫不负有心人， 最后该企业
终于同意建立职工之家， 后续我们又
指导企业利用有限空间， 优化服务种
类， 建立了一个职工满意的 ‘家’。”

让赵欣苹欣慰的是， 整个建家过
程有失落、 有喜悦， 事实证明， 工作
只要努力付出， 就会有回报！

作为一名工会新人，总结一年的工
作，赵欣苹发现一些自身的不足。 “因
工会工作经验少，对业务知识还不够熟
悉，可能在具体的工作中走些弯路。 ”

赵欣苹表示， 在新一年的工作中,
要继续用严肃认真的态度对待， 在学
习的基础上， 加强工作的主动性， 努
力调整自己的工作状态和工作方法 ，
不断提高自己的业务水平， 以饱满的
精神状态和扎实的工作作风，更好地完
成自己的本职工作。 她总结说，既然选
择了这个职业就要兢兢业业， 脚踏实
地， 听从指挥， 绝不做一个 “口惠而
实不至” 的人， 以行动诠释责任， 做
一个称职有为的专职社会工作者。

“我从小就想当警察。” 一个偶
然的机缘， 夏振浩来到北京成为一名
武警战士。 他曾是天安门国旗班的一
员， 每天守护国旗冉冉升起， 还参加
了国庆50周年大阅兵； 转业后， 他从
事安保工作至今已17年， 救过火、 抓
过小偷， 如今已是北京戎威远保安公
司的一名项目经理 。 对夏振浩来说 ，
守护一方平安是他最大的职业成就感。

“即将过去的２０１８年是国家实施
“十三五” 规划承上启下的关键一年，
也是戎威远安保人值得骄傲自豪的一
年， 我们在经历战略转型调整后， 再
一次冲破艰难险阻， 实现了主营业务
快速发展， 多元化业务稳步推进。 一
年来 ， 我们积极扎实地做拴心留人 、
潜心育人工作， 运用 “实地面对面讲、
微信线对线谈、 困难点对点做” 的方
法， 扎实开展了卓有成效的保安员思
想教育工作。” 夏振浩告诉记者。

为了让保安员更加没有后顾之忧
地坚守在守卫一线，他们坚持教育与关
爱保安员同时进行，在重大节日期间慰
问一线保安员，让保安员感受到大家庭
的温暖和关爱，最大限度地激发保安员
工作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 为此，
他们项目部在总公司2018年度岗位大
练兵比赛中还获得第一名的好成绩。

在平时的安保执勤中， 夏振浩带
领项目部保安员们更是先后10余次消

除火灾隐患， 20余次避免了水灾的发
生， 30余次的扰秩突发情况被妥善处
置， 达到客户、 群众 “两满意” 的标
准， 用良好的服务、 形象赢得了客户
的肯定和赞誉。

只有奋斗的旅程才是难忘的旅程，
只有奋斗的人生才是幸福的人生。 夏
振浩说， 在2019年， 他们项目部将在
党和政府、 以及公安部、 北京市公安
局和治安管理总队、 行业协会等主管
部门的正确领导下， 研究探索新时期
保安行业市场的形势、 客户的高标准
需求、 上级的新要求， 积极推进品牌
建设， 不断提升保安服务品质， 承担
社会责任， 不断创出一流的业绩。

将要启程的2019年， 我们要乘着
新时代的浩荡东风， 一起奋斗、 感受
幸福、 成就梦想。” 夏振浩感慨地说。

□本报记者 博雅 文/摄

消费维权工作永远在路上
“消费维权无小事， 一枝一叶总

关情。” 这是东城区消费者协会投诉部
主任赵梦云常说的一句话， 工作中他
也一直践行着这样的诺言。

回顾刚刚走完的2018年，赵梦云的
日历中依然写满了奋斗的故事。 他与
同事们共受理了消费者投诉、咨询4153
件次，调解完结1784件 ，完结率100%，
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200余万元。

那是11月6日， 东城区消协收到一
封来自85岁的消费者龚先生的表扬信，
信中称赞投诉部主任赵梦云 “高效服
务、 为民解忧”。 原来， 龚先生在某企
业组织的老年人保健宣传活动中购买
了17940元保健品， 事后感到后悔， 多
次与企业沟通退款无果， 到东城区消
协寻求帮助。 赵梦云详细了解情况后，
立即与该企业进行核实， 并联系企业
所在地房山区消协共同处理此事。 龚
先生在收到退款后连连表示： “真没
有想到能这么迅速地解决自己的难题，
真是感谢！”

工作中 ， 类似这样 的 消 费 纠 纷
还有很多 ， 赵梦云总是耐心地对待
每一个消费者反映的问题……因为
消保维权工作涉及法律法规多， 新情
况新问题多， 很多消费纠纷产生的原
因又是错综复杂的， 这就让维权工作
在无形之中增加了难度。 赵梦云常说：
“消费维权工作永远在路上， 只有不断

学习 ， 掌握领会新出台的政策法规 ，
才能运用法律手段更好的为消费者办
实事， 解决消费者的诉求， 才能高效
圆满地解决一件件棘手的投诉。”

展望新的一年， 赵梦云满怀信心，
他说， 2019年是机构改革之年， 他会
继续努力， 在机构重组改革中， 把消
费维权工作做细做好， 以实际行动迎
接新中国成立70周年。 他将在工作中
继续秉持四项原则： 一是受理投诉制
度化、 程序化、 规范化； 二是不推诿，
认真调查处理 ； 三是对 严 重 损 害 消
费者权益的违法行为决不姑息； 四
是以事实为依据、 以法律为准绳， 公
平、 公正、 合理解决纠纷。 赵梦云希
望， 2019年通过自己的努力， 能够切
实解决消费者最关心、 最直接、 最现
实的利益问题。

东城区消费者协会投诉部主任

赵梦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