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娘娘家家人人的的关关爱爱从从““心心””开开始始
□本报记者 张晶 文/摄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
加强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
设， 培育自尊自信、 理性平
和、 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
为了带动各级工会组织关注
职工心理健康，因地制宜地
开展心理场地建设及职工心
理服务，市总工会推出了“在
职职工心理发展助推计划”。
“职工心理关爱服务”被列为
市总工会服务职工的十大品
牌项目。四年多来，市总工
会坚持以广大职工需求为导
向，以“职工心灵驿站”建设
为载体 ，坚持预防为主 、以
人为本，积极发挥工会组织
作用， 充分整合多方社会资
源，努力开展专业心理服务。
记者了解到 ，截至目前 ，全
市职工心理服务体系已初
步建成， 职工心理健康意识
明显提高， 部分职工心理健
康问题得到关注和及时疏
导， 广大职工心理健康素养
得到提升。

———北京市总工会 “职工心理关爱服务” 工作纪实

市级心理服务 “样板间”

2014年底， 北京市总工会在
北京市职工服务中心建立了 “北
京市职工发展心理体验示范中
心”， 作为全市建设心理服务场
地的 “样板间”， 这里的6大功能
区设计， 基本满足了职工多样化
的服务需求。 记者了解到， 自建
成以来， 中心不断提升 “心理示
范中心 ” 的专业水平与服务能
力， 持续发挥对全市工会的引领
示范作用， 仅2018年， 中心就接
待团体参观体验109场， 服务职
工2510人次。

一枝独秀不是春， 百花齐放
春满园。 为了使工会心理服务覆
盖更多基层职工， 2015年， 市总
工会启动了 “职工心灵驿站” 评
选工作， 带动全市各级工会普遍
建立职工心理服务场地———“职
工心灵驿站” 并开展心理服务。
北京市职工服务中心相关负责人
介绍道， 凡是北京市工会会员单
位， 只要拥有一个为职工设立的
心理服务场地， 配备了专 （兼）
职心理服务工作人员， 并且已经
开展了相关心理服务活动， 即可
申请成为市总工会命名的 “职工
心灵驿站”。

截至2018年底， 市总工会命
名 “职工心灵驿站” 已达230家，
对全市工会系统形成了辐射作
用。 这些心灵驿站每家都有自己
的特色， 通过开设实用、 适用的
场所， 配备所需的软硬件、 营造
温馨的环境， 为职工心理服务工

作的有效持续开展提供了良好的
条件。

以原木色和白色为主色调的
房间， 搭配北欧元素的家具……
置身北京现代汽车有限公司仁和
轿车2部职工心灵驿站中， 让人
顿觉十分放松。

北京现代汽车有限公司仁和
轿车2部党委副书记、 工会主席
杜立敏表示， 北京现代员工整体
呈现出年轻化 、 生产部门集中
化、 劳动密集化、 外埠员工占比
大的特点。 这些特点集中在员工
身上， 有可能会出现心理上的波
动 ， 从而影响员工的生活和工
作。 为帮助员工特别是一线工人
保持阳光心态， 2017年， 公司工
会为他们量身打造了 “职工心灵
驿站 ”， 以专业心理辅导为主 ，
放松辅助训练和社会公益拓展为
辅， 开展心理服务工作。 目前，
他们已针对职工心理健康方面的
不同诉求， 多次开展集中式心理
辅导服务和一对一的疏导。

“仁和轿车2部职工心灵驿站
在开展心理服务方面贴近企业员
工需求，非常有自己的特色。 ”市
职工服务中心相关负责人告诉记
者，在推广、评选“职工心灵驿站”
时，他们不光看硬件设施，更重要
的是考察驿站如何为职工提供精
准、专业的服务，看心灵驿站能否
建到职工的心坎上。

工会心理咨询师免费服务

“这个活动的形式真不错，
和我之前参加的培训都不一样，
又好玩又有收获 ！” 去年10月 ，
干了18年社区工作的李春梅在参
加了市职工服务中心职工心理关
爱服务开放日活动后， 由衷地说
道。 她参加的是 “压力调适·拨
开心灵的雾霾， 让情绪透透气”
主题课， 她说， 社区工作千头万

绪， 每天都要面对各种琐事， 压
力很大， 上完 “压力调试” 主题
课后 ， 她和同事都感觉十分实
用， “果然还是娘家人最了解我
们的需求。” 李春梅笑着说道。

记者了解到 ， 自2015年起 ，
市职工服务中心每年都会举办
“三八节 ” 女职工心理关爱周 、
职工心理关爱服务开放日活动，
其中， 开放日活动贯穿全年， 每
月设置一个主题课程， 举办两次
活动， 三年多来， 活动内容、 形
式不断更新升级， 同时， 每个月
还固定开设 “舞动人生·阳光心
态 舞动人生” 和 “心理戏剧·生
命的舞台 你是主角 ” 课程 ， 新
颖的形式、 丰富的内容受到职工
的广泛好评。

此外， 市职工服务中心开设
的现场心理咨询服务也在全市职
工中拥有良好口碑， 为了让更多
有需求的职工享受到专业 、 便
捷、 免费的心理咨询服务， 去年
6月， 中心将现场心理咨询服务
场次由每周二、 四下午增加至每
周二、 四全天， 邀请专业心理咨
询师， 一对一为职工提供服务，
且严格遵守保密原则， 帮助职工
科学疏导不良情绪， 有效缓解工
作与生活中的诸多困扰。

“很多职工的心理问题都可
以从自己身上找到突破口， 一两
个小时的心理咨询或许不能帮助
职 工 改 变 性 格 ， 但 是 能 帮 助
他们改变思维方式和表达方式，
使他们更好地处理人际关系， 从
而缓解因紧张的人际关系而带来
的心理焦虑。” 在与多名职工交
谈后， 市职工服务中心心理咨询
师总结道。

咨询师举例道， 有一次， 一
名职工因职场人际关系紧张问题
前来寻求帮助， 她注意到， 这名
职工总把 “你听明白了吗？” 挂
在嘴边， 赵丽婷进而了解到， 在

和同事交代工作时， 该职工也常
这样说， 于是， 她便婉转地建议
职工把这句话换成 “我表达清楚
了吗？”， 同样的意思， 但是对方
听起来就会舒服很多。

市职工服务中心相关负责人
表示， 职场人际关系紧张、 夫妻
关系长期冷淡、 孩子成长问题无
从下手……职工遇到的所有心理
困扰， 都可以来北京市职工服务
中心寻求帮助。 有需求的职工可
通过 “首都职工心理发展” 微信
公众号下方的服务模块 “心理咨
询” 进行预约。

为职工量身匹配心理服务

为实现工会心理服务的普惠
制与全覆盖， 北京市职工发展心
理体验示范中心不仅开展了线下
活动， 还积极推进线上项目。 在
市总工会的支持下， 他们搭建了
覆盖全市职工的 “北京市职工心
理体验服务系统” （www.bjzgxl.
org）， 职工只需凭身份证号或工
会会员互助服务卡号登录， 即可
免费享受11项线上心理服务， 包
括专业的心理评估并获取分析报
告， 体验量身匹配的调试音乐、
电影、 游戏、 电子书、 培训课程
等， 每天早10点至晚12点还有专
业心理咨询师在线， 为职工提供
免费一对一心理咨询服务， 为职
工解决因时间、 隐私、 费用等问
题产生的咨询困扰。

北京市职工服务中心相关负
责人表示，2018年，全市职工使用
心理服务系统近70万人次。同时，
系统还为各级工会提供了免费的
大数据管理功能， 为有需求的单
位开通数据管理权限， 并提供后
台使用指导。 2018年，他们共为92
家基层工会开通了此项功能，并
提供全天候系统问题答疑服务。

此外， 他们还打造了 “首都
职工心理发展” 微信平台， 成为
工会心理关爱服务的宣传展示窗
口及心理知识科普的公益平台，
并与 “心理体验服务系统” 网页
版功能对接， 让职工通过微信即
可随时随地享受专业、 便捷、 私
密的线上心理服务。

专业队伍服务工会心理工作

在采访中记者了解到， 不少
职工都有这样的疑问， 工会开展
的心理关爱服务是否专业呢？ 对
此， 北京市职工服务中心相关负
责人强调， 市总工会有一支可靠
的心理服务人才队伍在为职工心
理关爱服务工作保驾护航， 职工
可以放心享受现场免费心理咨询

等多项福利。
从2014年起， 市总工会便不

断汇聚包括各大高校、 医院、 科
研院所、 社会机构等多方专业资
源， 积累起了工会职工心理服务
专家资源， 组建了一支强大的工
会系统职工心理服务专家团队。
他们不仅能够助力 “职工心灵驿
站” 良好发展， 还承担着研讨制
定工会相关心理工作政策法规，
科学引领工会心理服务工作发展
方向， 分析研究工会职工心理健
康大数据， 协助市总工会精准把
握职工需求的职责。

与此同时， 市总工会还着力
培养了一支工会系统内部的心理
服务人才队伍， 他们也成为职工
心理关爱服务工作可持续发展的
重要条件及基础保障。 2014年至
今， 市总工会循序渐进地组织开
展了工会干部心理技能提升培
训、 “职工心灵驿站” 管理员培
训、 心理危机干预师培训、 白领
职工压力缓解与调适培训等， 逐
步培养起了一支精准把握职工需
求的内部心理服务人才队伍， 掌
握了开展心理健康服务工作的基
本途径和方法， 能够应用心理学
知识初步分析和解决职工的一般
心理诉求 ， 能够在第一时间发
现、 甄别职工可能存在的心理危
机， 并予以一定的缓解或转介。
各级工会要以职工喜闻乐见的形
式开展专业精准心理服务。

当前， 我国正处于经济社会
快速转型期， 人们的生活节奏明
显加快， 竞争压力不断加剧， 个
体心理行为问题及其引发的社会
问题日益凸显。 北京市职工服务
中心相关负责人表示， 他们作为
落实市总工会职工心理关爱服务
工作的主责单位， 今后， 将继续
充分发挥专业优势， 搭建工会系
统职工心理服务的共享平台， 通
过开展示范性心理服务活动， 带
领全市基层工会关注职工心理健
康状况 ， 帮助职工有效缓解压
力， 掌握情绪管理的方法， 提升
全市职工的心理健康水平。

市总工会相关负责人强调，
全市各级工会组织要本着以职工
为本、 循序渐近的原则， 科学性
系统性地开展职工心理关爱工
作。 一方面要以职工喜闻乐见的
教育形式， 将心理健康知识融入
职工的工作生活之中， 引导职工
在日常生活中有意识地营造积极
心态。 另一方面， 要充分利用专
业力量， 提供规范的心理援助服
务。 各级工会组织要充分利用和
建设好各方资源与平台， 为职工
提 供 更 为 专 业 与 精 准 的 心 理
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