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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顺义区职工服务 （帮
扶 ） 中心的工作大厅 ， 一眼望
去， 一个红色的党员先锋岗标识
格外引人注目。 在这个岗位上工
作的 ， 就是顺义区优秀共产党
员、 人民满意工作者、 顺义区职
工服务 （帮扶） 中心主任王寅。

拥有三年军旅生涯的王寅，
即便脱去了军装， 也难改不怕吃
苦、 甘于奉献的军人本色。 投身
工会事业17年以来 ， 他始终以
“心里装着职工群众， 凡事想着
职工群众， 工作依靠职工群众，
一切为了职工群众” 为宗旨， 在
平凡的岗位上写就了不平凡的成
绩， 用十几年如一日的实际行动
展现了别样的军人风采。

劳动争议现场的“救
火员”

劳动关系的和谐稳定向来是
影响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
作为党联系职工群众的坚固桥
梁、 和谐纽带， 顺义区总工会一
直将确保劳动关系和谐稳定作为
工作中的头等大事。 作为区总工
会联系职工群众的第一道窗口，
区职工服务 （帮扶） 中心将维护
职工合法权益落实到日常工作
中， 用实际行动筑牢职工的坚强
后盾。

每年年底是农民工讨薪维权
的高发期 ， 也是王寅最忙的时
候。 2015年的小年夜， 家里热腾
腾的饺子刚端上桌， 一道手机铃
声就破坏了全家人刚端起酒杯的
庆祝氛围， “好的， 好的， 我马
上过去 。” 接完电话放下酒杯 ，
他拿着外套就出去了。 家里人没
有人会问他， 因为早就习惯了这
样的情景。

王寅来到现场 ， 只见 30多
个工人举着牌子围堵了经理办公
室， 讨要加班的薪水。 他走过去
和工人们聊了起来， “兄弟们，
你们别冲动， 我是区总工会的 ，
有什么事跟我说， 咱要有理， 我
帮你们维权”， “您什么部门我
们不管， 只要能帮我们要回加班
费就成 ”， “好好 ， 你们放心 ，

大伙儿别冲动， 这事儿我一定帮
大家解决”。 王寅先是跟工厂负
责人了解情况， 随后又联系公益
律师向工人代表耐心讲解了相关
法律规定、 补偿标准。 经过多方
反复沟通， 工人们的情绪慢慢平
复了， 工厂也同意了律师制定的
补偿方案。 最终， 工人们在腊月
廿五全部拿到了属于他们的血汗
钱， 高高兴兴地踏上了回家的路
程。

“出现劳动争议舆情必须在
30分钟内赶到现场， 早一分钟到
职工身边， 就能早一分钟解决问
题， 避免事态扩大。” 刻在骨子
里军人雷厉风行的作风， 让王寅
给自己定下了这样一个时间表，
也让王寅成为了大家口中的 “救
火员”。 十几年来， 王寅化解的
劳动纠纷累计达1万多起， 有效
平息和遏制多场大规模群体上访
事件的发生， 平均每年帮助千余

名职工挽回工资、 加班费、 保险
补偿等共计上千万元， 做到了保
证不让一名职工因为工作上的事
情 “受委屈”。

困难职工心中的“贴
心人”

“从职工的角度去思考问
题， 从日常的需要去发现问题。”
面对来访的困难职工， 王寅把职
工当家人， 在唠家常中认真听取
诉求， 耐心讲解政策； 面对辖区
内的困难职工群体， 他积极与各
镇、 街道等二级工会联系， 多方
协作、 深入调研， 规范建立困难
职工档案， 确保每一项帮扶救助
措施具体到户、 落实到人。 “以
职工为本， 不仅是我们的工作原
则， 更是工作导向”， 王寅常常
说 ， “不论是家庭里还是工作
中， 只要职工遇到难题了， 不等

他们先开口， 我们就要先发现、
早帮扶， 做到心中有数。”

在2017年7月份的走访调查
中， 顺义区南彩镇工会发现辖区
内某印刷厂一名普通女职工的家
里遭遇严重火灾， 因煤气泄漏引
发的爆炸不仅导致自家房屋严重
破损， 还造成了家中人员伤亡，
让这个本就不富裕的家庭更是雪
上加霜。

那时， 王寅从南彩镇工会了
解到这一情况后， 马上核实受灾
程度， 协助职工填写 “北京市温
暖基金会 （顺义区） 职工专项温
暖基金” 救助申请表， 申请了一
万元救助金， 帮助职工化解了燃
眉之急。

几年来， 在王寅的带领下，
职工服务 （帮扶） 中心遵循 “精
准识别、 一户一档、 分级负责、
动态管理 ” 的工作思路 ， 通过
“金秋助学 ”、 “两节送温暖 ”、
“春风就业行动”、 “互助保障计
划” 等多项举措， 全面动员、 齐
心协力， 推动了困难职工帮扶工
作落实到位， 仅2018年一年中就
帮助136户困难职工家庭解困脱
困， 托起了困难职工家庭希望之
光， 为实现全面小康贡献了工会
力量。

真诚服务职工的“带
头人”

“企业外迁， 离职补偿费怎
么算？” “家庭困难， 子女助学
金如何申请？” “职工患病， 住
院医疗费用二次报销需要哪些材
料？” 不管是家庭里的困难还是
工作上的难处， 职工们总是习惯
第一时间来到职工服务 （帮扶）
中心的工作大厅， 让王寅主任给
拿拿主意 。 接待来访 、 办理业
务， 工作大厅内总是热闹非凡，
走出这一方窗口， 王寅还带领中
心全体工作人员将暖心服务实实
在在地送到了职工身边。

去年冬季， 以 “助力迎冬奥
工会在行动” 为主题， 开展职工
欢乐嬉雪活动， 让全区职工共同

感受冬奥会的魅力； 春秋两季，
依托北京国际鲜花港资源优势，
开展郁金香展、 菊花展赏花游园
活动， 引导广大职工 “知顺义、
爱家乡”， 激发职工群众建设家
乡的热情和动力； 夏季开展 “送
清凉” 活动， 王寅严格把关全区
“清凉” 物资， 多方调研听取职
工建议， 想职工之所想， 备职工
之所需， 既保证把每一分钱都花
在 “刀刃上”， 又让奋战在高温
一线的职工切实感受到党和工会
组织的关怀。 日常开展 “送法进
基层” 活动， 走进工地现场和企
业内部， 无偿为农民工兄弟提供
法律宣讲、 法律咨询服务， 帮助
他们维护合法权益。

平常工作 “看得出”、 关键
时刻 “站得出”、 困难关头 “豁
得出”， 作为一名拥有25年党龄
的优秀共产党员， 王寅将部队里
不怕苦、 不怕累的精神带回到了
工作当中 ， 立身为旗 、 做好表
率 ， 稳步推进各项职工服务工
作， 整合困难帮扶、 就业帮扶、
医疗互助、 法律咨询、 劳动争议
调解、 特色文体服务项目等多项
服务内容， 完善职工服务体系，
更加贴近职工、 吸引职工、 凝聚
职工， 打造了一张亮丽的窗口名
片。 王寅还多次带领顺义区职工
服务 （帮扶） 中心全体工作人员
荣获全国帮扶工作先进集体、 全
国法律援助维权服务示范单位称
号、 北京市法律援助工作先进集
体 、 北京市送温暖工作先进集
体、 北京市就业创业工作先进集
体等荣誉称号。

忆往昔峥嵘岁月稠， 看今朝
任重而道远。 脱去军装扎根工会
事业， 变幻的是岁月， 不变的是
初心。 作为一名退役军人， 王寅
始终用每一丝耐心和善意温暖职
工， 用每一份责任和担当服务职
工。 “家人” 来了喝口水， 唠唠
嗑， 有困难了说一说……生活上
的困难拉一把， 工作上的难题帮
一把， 春去秋来， 人来人往， 那
些温情的瞬间每天都在默默上演
着……

在服务职工中彰显军人本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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栗阳徐岩张爱华

（2019年7月月榜）

非亲胜亲三十载 一如母女情深
朱金元沙有威

许月 刘玉坤李天玉 王凤如高玲俐

———记顺义区职工服务（帮扶）中心主任王寅
□本报记者 王路曼

线索征集邮箱： ldwbgh@126.com

我骄傲
我是工会人

自行整改蜕变 “南锣”浴火重生

以诚信拉动健康循环 女博士创新“膜”法为百姓供健康水

指导垃圾分类 让城市绿色常驻 熠熠烛光照亮科普支教路

残奥世界冠军 志愿服务备战冬奥 率先拆迁腾退保护长城遗产

教师生使用法律武器应对校园欺凌

老党员让小巷充满生机

张爱华， 女， 1962年11月出
生， 海淀区魏公村卫生服务站返
聘职工。

送大爷住院、 取药送药直至
大爷去世， 陪大妈聊天贴身服侍
清理污物； 她待膝下无子的张妈
妈情如亲母已31年。

徐岩 ， 男 ， 1963年 10月出
生， 东城区南锣鼓巷商会会长。

2016年 “疏解非首都功能”
任务使 “南锣” 面临考验， 徐岩
承受上千万损失 “自行整改 ”，
使 “南锣” 创造 “南锣模式” 变
文创特色商业街成全国楷模。

栗阳， 男， 1989年6月出生，
北京多利洁天天洁保洁服务有限
责任公司负责人。

他的公益服务中心面向大兴
24个社区指导垃圾分类开展河道
保护， 对近百孤残家庭上门收取
垃圾义务保洁。

沙有威， 男， 1952年3月出
生， 景山学校退休教师、 “烛光
义教” 公益活动创始人。

他携教学机器人自驾6万多
公里为全国2万余学生上了 “机
器人科普课”， 还捐赠了一个机
器人实验室。

朱金元， 男， 1974年10月出
生， 北京观道律师事务所主任。

义务普法超10年的朱金元，
近年来针对校园欺凌事件， 他围
绕侵权类型、 侵权责任及特点等
关键点指导师生一一应对惠及上
万人。

许月，女，1986年8月出生，现
任北京聚牧源农业专业合作社理
事长。

她先行提供有机猪饲料， 收
购生猪后再扣除农户费用， 但要
求质量必须达标， 事业发展后她
“养老助残” 已覆盖31个村。

李天玉， 女， 1982年2月出
生， 碧水源研发中心给水研究所
所长。

她历经4年研发出 “DF膜 ”
可将污染水深度净化为饮用水、
并攻克运行费用高的难关， 每年
可节约7.3亿元。

刘玉坤， 女， 1958年11月出
生， 原残奥会运动员现已退役。

刘玉坤曾经六次破 “残奥”
世界记录， 退役后她加入了冬奥
宣讲团、 组建旱地冰壶志愿者团
队和 “刘玉坤志愿服务队” 备战
冬奥。

高玲俐， 女， 1973年11月出
生， 延庆区八达岭镇岔道村妇联
主席。

她为长城脚下治理率先签约
腾退商铺并做好其他商户的工
作， 她要做守护长城、 讲好长城
故事的志愿者。

王凤如， 女， 1952年6月出
生， 东城区建国门街道西总布社
区小巷管家。

她研究规律分析原委使建国
门有了首条 “不停车胡同”； 她
建议组建的 “花蕾先锋队” 让胡
同充满生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