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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打造造愉愉悦悦职职工工身身心心的的主主阵阵地地
——————丰丰台台卢卢沟沟桥桥地地区区总总工工会会工工作作侧侧记记

“在开展文体建设方面， 我
们紧紧围绕乡党委政府中心工
作 ， 为职工搭建展示自我的舞
台， 同时， 结合区域的特点， 大
力培养文体活动骨干队伍， 成立
各类兴趣小组， 吸纳有影响力的
职工参与进来。 期间， 健全完善
日常管理制度， 使文体活动的开
展逐步走上规范化、 制度化的道
路。” 卢沟桥地区总工会主席苟
光茂介绍说。

一直以来， 卢沟桥地区总工
会以加强职工文体建设作为提升
职工向心力、 凝聚力、 战斗力的
重要基础， 大力满足职工就近、
便利地享受更多更优质的文化产
品和文体服务需求， 进一步推动
以文化引领风尚、文化引领活力、
文化引领奉献、 文化引领发展的
文化强乡建设工作， 把准地区群
众性特色文化活动项目的定位，
紧扣社区 、 村 、 非公企业 （楼
宇） 实际活动的形式， 不断激发
群众乐于参与的热情， 逐步把群
众文体活动营造成了愉悦职工身
心的主阵地、 弘扬道德风尚的好
平台、 贴近百姓生活的大舞台。

记者了解到， 2018年， 该地
区总工会先后组织开展了 “餐饮
行业职工烹饪服务技能大赛 ”、
“青年职工联谊汇系列活动” 等
17大项文体活动项目； 指导乡机
关工会组建了羽毛球、 瑜伽、 太
极拳、 篮球、 足球、 乒乓球等9
支业余文体活动队伍 。 与此同
时， 为了加大文化建设的渗透，
扶持东管头村工会成立了 “五虎
少林会 ” 、 岳各庄村工会组建
“民族大鼓”、 “蹴球” 等非物质
文化遗产特色活动队伍、 小屯村
工会的 “花样空竹”、 周庄子村
工会的 “健身舞队”、 小井村工
会的 “戏迷乐苑” ……在卢沟桥
地区形成了一村一品的特色文体
队伍。 在实践中， 该地区总工会
构建起了布局合理、 功能互补、
覆盖广泛的职工文化阵地网络体
系， 同时也为开展群众性文体建
设培养了一批骨干力量， 目前该
地区已初步形成职业化与社会化
相结合的文体人才队伍。

职工活动低碳健身化

当今时代， 工作与生活节奏

快， 职工在忙碌中忽略了健康。
“结合实际情况， 结合职工需求
表， 找准定位， 这是我们开展工
作的基本准则。” 苟光茂说。

工作中， 该地区总工会精细
化开展基层工会职工之家、 职工
书屋等基础设施建设。 加大购置
各种书籍、 杂志、 报刊及体育器
械、 用品的资金投入， 满足职工
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 。 同
时， 深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
育 ， 倡导 “快乐工作 、 健康生
活” 理念， 为了活跃职工的业余
文化生活， 激发职工在竞技、 娱
乐、 健身中享受快乐， 鼓励职工
环保出行、 低碳出行的意识。 该
地区总工会在春秋两季， 先后组
织职工在园博园健步走、 北宫森
林公园举办徒步登山 ， 开展了
“清洁空气， 蓝天行动” 骑行安
全培训 、 室内冰雪公益体验 、
“助力冬奥” 冰雪公益体验等低
碳健身活动和教育培训， 让地区
职工既锻炼了身体， 又从自身做
起倡导绿色出行理念。 从锻炼中
找到乐趣、 放松身心， 而且进一
步增进了沟通和交流， 有助于增
强职工的凝聚力与向心力。

“活动引导和培育职工树立
积极向上的平常心态 、 乐观心

态、 自律心态， 激发了职工的工
作热情， 培养了职工团队意识、
集体荣誉感与责任感， 充分达到
了提高职工身体素质， 激发职工
参与体育活动热情的目的和效
果。” 苟光茂说。

职工活动赛事影响化

在工作中， 卢沟桥地区总工
会渐渐地形成了开展活动党政一
体， 群团一家， 联合搭台， 共同
唱戏。 “我们的活动都围绕乡党
委、 乡政府中心工作和丰台区总
工会的各项工作部署， 围绕群团
组织职能积极履责。 充分发挥党
委领导、 政府扶持、 工会牵头、
部门参与的资源优势， 开展了有
益于职工身心健康的赛事活动，
做到了活动常态化 ， 月月有赛
事， 不断满足职工的精神文化需
求 ， 促进了企业的和谐发展 。”
苟光茂介绍道。

近年来， 该地区总工会组织
职工参加了市总工会、 区总工会
举办的 “五月的鲜花 ” 汇演活
动， 并取得了团体奖的好成绩；
与乡文明办、 文化服务中心、 团
委、 妇联等部门相继组织举办了
“万丰晓月杯·京剧票友大赛 ”、

卢沟桥乡 “和谐杯” 职工足球联
赛、 卢沟桥乡职工摄影大赛、 卢
沟桥乡蹴球联赛、 卢沟桥地区餐
饮行业烹饪服务技能大赛， 通过
职工喜闻乐见的形式， 不但增强
了职工的团队意识和集体荣誉
感， 也极大丰富了地区职工的精
神和文化生活。

职工活动时代主题化

卢沟桥地区总工会在工作中
大胆尝试： 从传统的室内举办活
动， 尝试走向室外举办， 充分地
走进职工群众、 贴近职工群众、
融入职工群众。 该地区总工会以
“工会在身边” 为主题， 在职工
群众身边倾情牵手、 在党政身边
当好帮手 、 在企业身边做好助
手。 引导各级工会干部和广大职
工群众通过开展“弘扬劳模精神，
传承劳动光荣”、卢沟桥地区青年
职工联谊汇系列文化活动、 卢沟
桥地区庆“七一”暨“五月的鲜花”
职工歌咏大赛、 卢沟桥乡群众文
化艺术节暨 “璀璨卢沟” 职工文
艺展演等主题活动， 引领广大职
工全力投身推进卢沟桥乡城市化
建设进程的各项工作中去 。 同
时， 教育职工正确认识和对待利

益关系和利益格局的调整， 处理
好整体利益和局部利益、 长远利
益和眼前利益、 集体利益和个人
利益的关系， 促进单位和谐、 行
业和谐、 社会和谐。 这一做法职
工反响激烈， 受到热捧。

职工活动服务精准化

以活动服务职工， 卢沟桥地
区总工会以坚持以关心职工的切
身利益为着力点， 充分发挥工会
组织在服务大局、 服务基层、 服
务职工中的积极作用， 以工会源
头参与机制建设为重点， 增添了
服务内容， 实现了 “线上线下”
服务联动、 “软硬实力” 同步加
强， 为职工群众提供 “一站式”
高品质服务。

此外， 该地区总工会通过多
渠道、 多形式、 多途径努力为职
工群众做好事 、 办实事 、 解难
事， 使工会组织真正成为职工所
需、 党政所望、 竭诚为职工服务
的 “职工之家”。 以精准服务为
主线， 解决好 “扶持谁”、 “帮
什么”、 “怎么帮”、 “帮长远”
的问题， 突出重点， 突破难点，
打造亮点， 在构建服务体系上下
功夫， 构筑起 “送岗位”、 “送
健康”、 “送关爱” 工程， 全方
位、 多角度、 精准化服务企业 、
职工、 农民工。 为辖区志欣大连
海鲜农家菜工会、 万丰小吃城工
会、 恒泰莱纳影院与卢沟桥老年
福利院工会搭建起了 “企养对
接” 平台， 引导企业老板回馈社
会， 关爱孤寡老人需求； 先后组
织开展了 “职工沟通会 ” 进楼
宇、 进企业； 卢沟桥地区 “才聚
万丰” 人才招聘会； 卢沟桥地区
青年职工交友会 ； 刷工会会员
卡———乐享万丰传统餐饮庙会 ；
职工书屋进楼宇； “夏送清凉”
关爱户外一线企业职工； 拓展服
务外延 ， 认领志愿项目-- “蓝
马甲” 为党的十九大护航； “职
工志愿在行动 ， 工会甘当好后
勤” 等特色服务项目。 切实围绕
服务企业、 服务职工、 服务社会
开展好工作， 让工会工作真正融
入企业经营， 凝聚企业职工， 真
正实现了 “企业强， 工会工作才
有说服力， 工会组织强， 企业发
展才有持续力” 的目标。

近年来， 一股特色文化潮
席卷了丰台卢沟桥地区， 让这
里的职工通过参与形式多样的
活动， 增长了知识， 学到了才
艺， 加强了行业之间、 工会与
工会之间、 职工之间的交流，
促进了卢沟桥地区文化建设。
记者顺藤摸瓜， 寻到了特色文
化潮兴起的源头———卢沟桥地
区总工会。 让我们跟着走进这
个文化的世界， 一同感受卢沟
桥地区的文化韵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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