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征稿启事

您有铭记激情岁月的老照片吗？ 您身边发生过感人
至深的工友故事吗？ 您和工会发生过哪些有趣的事情？
如果有， 那就用笔写下来， 给我们投稿吧。

投稿要求如下：
青春岁月———讲出您青年时

的小故事并附相关图片。 每篇 500
字左右 ，署名可尊重您的要求 。

家庭相册———以家庭照片的
形式讲述您和家人的小故事 （每
篇300字一张图）。

本版热线电话：
63523314
本版邮箱：

ldwbgh@126.com
本版面向所有职工征集稿件

劳动关系协调员（师）是国家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部认定的国家职业资格工种之一。 人力资源
与社会保障部公布了新的 《国家职业资格目录》。
经国务院清理后，《国家职业资格目录》仅保留140
项职业资格。 “劳动关系协调员”作为和谐劳动关
系构建的中坚力量， 获得了国家和广大从业者认
可，仍然保留在“人力资源服务人员”的职业资格
中。 劳动关系协调员（师）也属于北京市总工会公
布的在职职工职业发展助推计划助推职业 （工
种）。另外，依据《北京市专职工会社会工作者管理
办法（修订）》（京工办发〔2016〕25号）的规定，专职
工会社会工作者取得劳动关系协调员（师）职业资
格可提高专业技术等级工资。

根据国家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的统一部署
和劳动关系协调员国家职业标准， 北京市工会干
部学院、 中国劳动关系协调师培训网经与国家人
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劳动科学研究所 （劳动关系
协调员（师）国家职业资格技术研发单位）协商，由
北京市工惠职业技能培训学校承办， 积极参与劳
动关系协调员职业资格的推广中， 组织开展北京
劳动关系协调员（师）国家职业资格培训工作，着
力培育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的专业人才队伍， 现将
具体事项通知如下：

一、培训对象

参训人员应具备申报劳动关系协调员（师）国
家职业资格的条件， 按照要求完成相应的培训学
习，参加劳动关系协调员（师）国家职业资格鉴定
考试。考试合格者，获得全国统一的国家职业资格
证书。

（一）劳动模范、工会主席、高校、事业单位及
企业从事工会工作者、人力资源管理、劳动争议调
解员、兼职劳动争议仲裁员、负责劳动关系协调的
工会工作者、劳动法律监督员、公职律师、律师和
相关法律事务以及相关工作的从业人员；

（二）地方和企业人力资源、工会工作人员；
（三）劳动争议社会调解机构、劳动关系和劳

动法律社会咨询机构工作人员以及相关社会工作
者等；

（四）具有相关专业大学专科及以上学历证书
的大学生。

二、时间安排

每年5月 、11月各组织一次劳动关系协调员
（师）鉴定考试，根据国家职业资格大纲要求，获得
劳动关系协调员（师）职业资格的学员必须进行一
定课时的专业知识学习。 考虑到学员多为各企事
业单位在岗员工，为不影响学员的正常工作，培训
通过远程网络和现场教学两种形式开展， 具体安
排如下。

（一）远程网络学习平台
学员可登陆中国劳动关系协调师培训网，选

择相应学习内容，完成学习课程。
（二）现场教学
根据《劳动关系协调员国家职业标准》规定的

六大职业功能进行授课。

三、培训师资和地点

培训师资将聘请中国劳动关系学院专家以及
《劳动关系协调员》 职业资格系列教程编写者担
任，劳动关系协调员培训地点为：北京市西城区陶
然亭路53号北京市工会干部学院院内。

四、收费标准

1. 以上费用含集中面授辅导费(包括餐饮、辅
导、证书费)及远程教学平台费用。 不包括教材费
60元/人/套和鉴定费150元/人。

2.一次考试未通过，成绩可保留一年。

五、报名方式

联 系 人：张老师 周老师 13146399448
联系电话：010 -68637969 63520854-816
邮箱：cn12351@126.com

北京市工会干部学院
（北京市总工会职工大学）

2018年12月12日

■图片故事

四四奶奶奶奶的的窗窗花花

□□关关明明

■独家连载

渡尽劫波初心在
三生无悔工会情

“不忘初心，方得始终”
———《华严经》

一年后。
南川重工与华强公司的融合

顺利完成。 “苍狼”的订单不断涌
来， 生产任务饱满， 产品供不应
求。南川重工又恢复了昔日辉煌。

金辉公司韩家兄弟留下一屁
股烂账， 选择了跑路。 胡瞻尔被
纪委监委带走接受调查， 交代出
了一连串的问题， 据说有可能引
发朔方官场的大地震。 调查结束
后， 胡瞻尔被开除党籍、 开除公
职， 涉及犯罪问题线索移交检察
机关。等待他的，将是漫长的牢狱
生活。

由华强公司接手的红光沟旅
游开发进展顺利。到了旅游旺季，
红光沟里游人如织， 来自四面八
方的游客在工业旅游区厂房里徜
徉，在红光沟里流连忘返，在克难
坡上野炊，在“坚强柏”下留影，还
有当年三线建设者的后代专程来
这里组织进行怀旧和寻根之旅。

红光厂的主体厂房已辟为工

业博物馆， 加挂了南川市爱国主
义教育基地的牌子。 里面陈列着
熟悉的机器， 魏兴川的功勋机床
在最显眼的位置，专门辟出一角，
还配有展板， 展现了魏兴川和当
年一代劳模的事迹。 外面的广场
上摆放着“猛虎”“雄狮”和“苍狼”
三代战车的实体模型展品。 来此
参观的人们纷纷驻足，合影留念。

红光沟里最火的旅游商店就
是红光百货， 门脸还是原来的门
脸，招牌也还是原来的招牌，算盘
也还是原来的算盘， 不过更多的
已是展示和表演功能。 销售已经
实现了计算机管理。

商店里琳琅满目， 原有的货
品给老年人一种怀旧的意境，让
他们回忆起旧日的时光， 新增加
的文化创意产品则给年轻人一种
新鲜感，让他们体味先辈的荣光。
印有红色“抓革命、促生产”字样
的茶杯 、饭盒 ，印着 “劳动模范 ”
“先进生产者”字样的毛巾，用茶
杯灌装的“红光”牌汽水，以及一
系列文创产品，销售量与日俱增。
陈映红每天算账之后， 都乐开了
花。 他们几个姐妹都有了新的生
活、新的希望。

辛孟安卖了出租车， 回老家
去开网店去了。他们村子，如今成

为远近闻名的淘宝村。 起初是在
网上推销村里的土特产， 没想到
这里的有机农产品在全国广受欢
迎。 后来越做越火， 名气越来越
大， 他们夫妻在村里一边照顾父
亲的身体，一边开淘宝店，收入是
过去开出租车的三倍以上。

宣怀民在南川市人民代表大
会上当选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兼任市总工会主席， 成为朔方省
首位由工会进入市级领导班子的
工会主席。

吴启南挂职期满， 主动要求
留在工会。市委综合考虑之后，同
意了他的请求。 他在工会代表大
会上正式当选之后， 在表态发言
时说：“没有到工会之前， 觉得工
会没有什么事干。 到工会干了一
年，发现工会有干不完的事，而且
每项工作都有意思。 工会是天下
最有意义的事业之一。 ”

他和原单位电子信息技术研
究所商议， 把下一个科研课题选
定为智慧工会的建设研究， 并且
打算开发一系列的业务应用。

他觉得，就互联网而言，再没
有比工会工作更广阔的应用场景
了。 自己终于找到了一条正确的
道路。

（连载完）

（小说）

－三线军工建设尘封记忆 工会网上工作通俗演义 －劳动模范家国情怀 网络社会世相百态

小的时候， 每逢春节前夕，
只要走进四奶奶家， 就会看到四
奶奶鼻梁上扣着一副老花镜， 盘
腿坐在炕上 ， 一手拿着一把剪
子， 一手拿着几张折叠在一起的
红纸， 认真地剪着窗花。 只见四
奶奶的剪子宛如老画家的画笔，
在红纸上上下翻飞， 红纸在她手
上三转两转。 不一会儿， 一张菊
花就剪出来了 ， 那些枝儿 、 瓣
儿、 叶儿、 花朵儿， 比真花还要
好看呢！

四奶奶的母亲会祖传的剪窗
花手艺。 她从小就跟着自己的母
亲学会了剪窗花， 抗日战争爆发
后， 四奶奶参加了新四军， 同当
班长的四爷爷偷偷相爱了。 在一
次同日本鬼子战斗中四奶奶左腿
和骨盆被子弹打穿 ， 落下了残
疾， 不能生育了， 走路必须依靠
拐杖。 全国解放后， 她和四爷爷
一起回到了我们村。

小的时候， 大人都去田间披
星戴月地参加劳动， 我们这些小
孩子就成了四奶奶的 “学生 ”。
四奶奶把我们聚集在她家的屋子
里， 拿着剪子用废报纸剪一些花
花草草和动物的图案给我们看，
哄我们玩儿。

一天上午， 那位常来我们村
走街串巷的货郎来了。 四奶奶忙
从柜子里拿出一只木头匣子， 来
到货郎面前， 打开匣子， 里面竟
然是四奶奶平时用红纸剪的窗
花。 四奶奶把窗花给了货郎， 货
郎把一卷红纸、 一些糖果和一些
小玩具给了四奶奶。 货郎走了，
四奶奶拿着糖果和小玩具分给我
们这些小孩儿。

我们一看这窗花竟然能换回
这么多玩的、 吃的东西。 于是，
我和几个顽皮、 嘴馋的孩子便缠
着四奶奶教我们剪窗花。

四奶奶笑了。 一开始， 她教
我们剪一些简单的月亮、 太阳和
一些小动物窗花。 一边教一边嘴

里唠叨： “剪窗花是镂空的， 讲
究 构 图 和 线 条 ， 阳 纹 的 必 须
线 线 相连 ， 阴纹的必须线线相
断 。 剪什么 ， 心里就得装着什
么。 剪窗花线条要圆如秋月、 尖
如麦芒、 方如青砖、 缺如锯齿、
线如胡须……” 可是， 无论四奶
奶扶着我们的手如何下剪， 如何
翻转。 四奶奶的鼻梁、 额头都出
汗了， 可是我们剪的成品一个也
没有。 四奶奶看着我们一个个小
朋友手中支离破碎的纸， 一脸的
无奈， 摇摇头， 苦笑一下： “孩
儿啊， 你们平时看东西还是看得
不细心哦。”

由于受四奶奶的影响， 村里
的婶子大娘们都热衷于剪窗花。
每逢农闲季节， 四奶奶的家里坐
满了前来学习剪窗花的人。 四奶
奶教得认真， 她们学得也认真。
村里大多数年轻女性都跟着四奶
奶学成了剪窗花。 好多从我们村
里 嫁 出 去 的 姑 娘 都 把 四 奶 奶
教 给 她们的剪窗花手艺传到了
外乡。

一天上午， 货郎带来了三位
县政府的办公人员和两位法国
人。 他们把四奶奶剪的窗花看了
又看， 口里啧啧赞叹。 临走时，
他们拿走了四奶奶的许多窗花。
不到两个月， 四奶奶和四爷爷就
被接到了县里。 大人们说， 四奶
奶剪的一幅名为 “亲嘴鱼” 的窗
花在法国获得了三等奖， 同时四
奶奶被县民间艺术中心聘请为老
师， 专门教人们剪窗花。 听说四
奶奶的一幅普通的花花草草的窗
花当时要卖到100元。

我们村里的人这才知道四奶
奶剪的窗花这么金贵 。 一到过
年， 村里好多人借故到县城赶年
集的机会， 去四奶奶所在的艺术
中心索要剪窗花， 四奶奶有求必
应。 不过， 我没有舍得贴在窗户
上， 而是保存了起来， 至今还在
我家的箱子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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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脉明 文/图

关于举办2019年劳动关系协调员(师)国家职业资格培训工作的通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