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马丽赢了， 她打得真好！”
“何止这些啊， 你看没看咱们辖
区的篮球赛和羽毛球赛？ 太过瘾
了， 没想到咱们职工球打得那么
好 !” 这是方庄地区职工观看区
总工会职工 “丰采杯” 乒乓球比
赛现场发自内心的感慨。

2018年， 方庄地区总工会组
织辖区职工参加区总职工 “丰采
杯 ” 乒乓球 、 篮球 、 羽毛球比

赛； 协助区总在辖区开展工会系
统文艺巡演； 参加区总职工第35
届 “五月的鲜花” 文艺汇演， 选
送的情景舞蹈 《守望》 获得了一
等奖。 举办方庄地区第七届 “五
月的鲜花 ” 职工文艺表演 ， 共
220余人参加了演出。 组织了健
身操、 瑜珈、 葫芦丝、 八段锦等
培训班以及健步走活动， 400余
人参加。 联合办事处组织部开展

职工读书活动， 为辖区工会会员
办理500张全国总工会电子读书
卡。 职工的文化修养得到进一步
提升。

“我们这里的职工文体活动
可丰富了， 通过活动不仅促进了
辖区各单位及职工间的交流与合
作， 还让职工有了展示才艺的机
会 ， 有利于他们身心健康的发
展。” 郭伯民说。

1月13日， 从牡丹苑美食城
“户外劳动者服务站” 内传出一
阵阵欢声笑语， 文明引导员马大
姐手里端着一碗腊八粥， 笑得合
不拢嘴 ， 她说 ： “今天是腊八
节， 我接到通知说工会要给我们
过节， 真是太暖心了。”

当天， 方庄地区总工会为60
余位环卫工人、 文明引导员、 保
安送上热气腾腾的腊八粥、 包子
和保温饭盒， 营造了崇尚劳动、
关爱劳动者的良好氛围。 这仅仅
是该地区总工会服务职工、 关爱
职工的一个缩影。

工作中， 方庄地区总工会按
照 “维权要到位、 服务要做实、
发展要全面” 的工作要求， 以服
务职工群众为宗旨， 以推进工会
组建为重点， 采取多种方式为职
工办好事、 做实事、 解难事。

在开展建会工作中， 方庄地
区总工会在日月天地 、 中北大
厦、 金城中心写字楼分别举办了

职工沟通会， 发放宣传折页等材
料1000余份， 现场与80余位职工
达成入会意向。 截至目前， 新发
展会员 792位 ， 新办理京卡 792
张 ， 会员队伍进一步壮大 。 同
时， 有针对性的深入建会 “老大
难 ” 企业中沟通建会事宜 。 目
前， 已推动9家企业建会， 其中
独立建会4家、 联合工会覆盖下
建会5家。

“关心职工生活无小事”， 这
是方庄地区总工会一直坚持的原
则。 “两节” 期间， 该地区总工
会慰问劳模3人、 困难职工36人、
与区总一起慰问芳群园第二幼儿
园一线教职工， 为辖区2名职工
申报会员家属互助互济慰问金
2000元 ； 此外 ， 组织3名劳模 、
12名优秀职工参加上级工会的疗
休养， 慰问参加 “两会” 义务工
作的机关职工、 社区职工、 协管
员、 安全员460人次， 为城管分
队、 协管员、 辖区税务代收企业

以及机关会员1000人送清凉。
同时， 修订了机关慰问管理

办法 ， 慰问生病职工及家属39
人 、 生育职工5人 、 结婚职工2
人、 退休职工7人。 在关爱女职
工健康上， 组织女职工参加健康
体检247人次。

在职工健康管理上， 组织职
工160人参加丰台区心血管高危
人群筛查， 联系中医研究院为机
关职工和社区开展多次中医义
诊， 与全国心系办公室合作举办
《中医脑卒中防治讲座暨全国启
动仪式》， 中医专家对200余名参
会职工进行现场义诊。

在关爱户外劳动者上， 设立
5家 “户外劳动者服务站”、 40个
暖心驿站， 解决辖区户外劳动者
就餐 、 饮水 、 休息等方面的困
难； 并在热公馆建立了市级示范
职工之家。 推动建立2个职工志
愿者服务岗， 为辖区职工提供志
愿服务。

“老师， 这个是这么做吗？”
“快来看， 我做好了， 这是我做
的皮影 。 ” 一群孩子手中拿着
卡 通造型的皮影 ， 边玩耍边兴
奋地说着。 这一幕发生在丰台区
方庄地区职工子女托管班里 。
2018年8月20日， 前门大栅栏中
国 皮 影 传 习 馆 馆 长 曹 伟 来 到
方 庄 地区职工子女托管班 ， 为
这里的33名6岁到12岁的孩子带
来了一堂别开生面的非物质遗产
体验课。

据了解， 方庄地区总工会是
首次将非遗文化融入职工暑期托
管班的课程中， 除此次开办的皮
影戏课程外， 还曾开了非物质遗
产课程 “蜻蜓” 草编。 “希望孩
子们在课余时间更多地了解中国
的传统文化， 从小塑造孩子的爱
国主义情怀， 让他们收获知识的
同时， 拥有一个充实而快乐的假
期。” 方庄地区总工会主席郭伯
民说。

紧盯职工最操心、 最忧虑的
实际问题是工会适应新形势的必
然要求， 也是方庄地区总工会履
职的必要所在。 为了解决女职工
孕期的后顾之忧， 该地区总工会
为鹤立、 家乐福、 红黄蓝、 芳群
二幼、 社保所妈咪屋补给物资，
排查企业建设需求， 尽可能推动
女职工人数多的企业建立妈咪
屋。 连续3年为职工子女开办暑
期托管班， 以解职工困扰， 2018
年还帮助紫芳南里社区开办了寒
假托管班， 为其提供相关协议和
开办建议。

此外， 推动会员服务卡相关
福利工作， 组织辖区职工参加传
统节假日的抢券活动； 在开展免
费逛庙会门票活动中发放门票
2358张； “三八” 节温泉套票活
动中发放65张温泉套票 ； “五
一 ” 活动中发放洗衣券477张 、
干果礼盒430份， “十一” 抢大
礼包活动发放物品308份。

服务职工有担当

□本报记者 张瞳

责任呼唤实干
———丰台方庄地区总工会工作侧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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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以来， 在北京丰台方庄地区有着这样一群人， 他们立足区域实际， 抓基层打基
础、 抓服务强功能、 抓规范促提升， 工会组织的覆盖面不断扩大， 服务职工的渠道不断
拓宽； 同时， 牢牢把握我国工人运动的时代主题， 团结动员广大职工以主人翁姿态建功
新时代， 在职责范围内深耕细作， 不断提高工会组织吸引力、 凝聚力、 战斗力。 他们就
是方庄地区总工会的那些工会人。 他们将工会组织的职责， 工会人肩负的使命融入到工
作中。

志愿者身着蓝马甲， 出现在
辖区中， 就像天空中的星辰， 在
方庄地区闪耀， 呵护和护卫着这
里。 2018年， 在全国宣传推选学
雷锋志愿服务 “四个100” 先进
典型活动中， 丰台区方庄地区紫
芳园社区获得全国 “最美志愿服
务社区” 荣誉称号。

在紫芳园社区众多的志愿者
当中， 党员志愿者是志愿服务的
核心力量， 目前党员和群众志愿
者人数已达1500余人， 占常住人
口总数的19.3%。 志愿服务中 ，
他们凭着丰富的基层工作经验，
带头组织开展各项志愿服务活
动， 从关怀慰问辖区困难群众到
上门提供便民服务， 工作涉及社
区民生方方面面。 渐渐地， 越来
越多的居民被党员志愿者的热情
和干劲感染， 纷纷加入志愿者队
伍 ， 为他人奉献爱心 ， 传递温
暖， 社区内外逐渐形成了向上向
善、 诚信互助的良好风尚。

在开展志愿服务工作中， 方
庄地区总工会充分发挥职工志愿
者在维护地区和谐稳定中的作
用， 全国 “两会”、 “中非” 论
坛期间， 组织800多名职工志愿
者义务服务， 并在人流量大的地
铁站、 核心商圈和重要路口设立
“职工志愿者服务岗”； 联合办事
处安全办， 深入企业招募安全生
产社会监督职工志愿者22名， 组
建方庄地区第一个安全生产社会
监督职工志愿小组； 6月高考期
间， 支持会员单位热公馆在十八
中设立高考爱心服务站点， 为家
长摆上凳子， 发放饮用水、 扇子
等防暑降温物品， 营造和谐向上
的社区氛围。

“开展每项工作时， 中间的
每个环节都用心去做， 我们时刻
牢记工会人的使命， 在工作中高
效履职尽责， 把党的关怀送到职
工中去， 切实发挥工会的桥梁和
纽带作用。” 郭伯民说。

高效履职

让职工文体活动更精彩搭建平台

精准化服务接地气对接需求

呵护家园扎根辖区志愿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