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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是离职工最近的工会工作者， 每天
都坚守在一线面对面服务；

他们原先都来自社会各界， 如今融入了
工会这个大家庭。他们以工会服务站为阵地，
贴着职工为他们排忧解难；

他们以自己赤诚的服务赢得了基层职工
的信任，被称为最贴心的“娘家人”；

“婆婆嘴”“妈妈心”“万能的红娘”“文体
创意达人”“问不倒的小能手”“咱工人的高级
法律顾问” ……职工们赠予他们的这些很萌
的绰号 ， 形象地反映了他们的地位和作
用———

他们是工会社工， 也是站在职工身边为
他们解决实际问题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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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元

□本报记者 白莹 文/摄

海淀区八里庄街道工会服务站站长

八年前， 因创业失利来到街道工会服务站；
四年前， 因工作成绩得到职工认可， 荣获北京市
优秀工会社会工作者荣誉。 眼前这位70后， 名叫
刘元， 是海淀区八里庄街道工会服务站站长。 他
自谦是一名工会 “小兵”， 但这位 “小兵” 却能扛
起服务基层企业与职工的 “大山”。

组建工会是街道总工会的头等大事， 刘元的
经历几乎是基层工会工作者的共同遭遇。 散落在
街道的小企业众多， 百人以上的规模企业少有。
有一次， 他找到一家小企业， 前台不让他进去，
总说 “领导不在， 您留下电话吧。” 这一留不要
紧， 基本上就是石沉大海了。

“像这样的情况， 我就 ‘咬定青山不放松’。
见不到法人， 那就见副总， 还见不到， 怎么也得
有个办公室主任或者是人力资源的负责人， 能坐
下来谈就行。” 刘元说。 当过股东的他深知法人的
想法———工会是拉着员工跟自己对着干的组织 。
“其实， 这很正常。 我也是干上工会工作 ， 才知
道： 咱们国家的工会组织不同于西方的工会。”

正因为知道了法人的顾虑， 再谈建会的时候，
刘元也会设身处地的从企业老板的角度想， 慢慢
讲， 一次不行就两次， 两次不行就再来， 慢慢地
打消顾虑。 截至今年7月中旬， 刘元带领着工会服
务站的伙伴， 已完成了一半的建会任务。

在刘元记忆中， 八年工会工作， 就是八年维
权服务路。 2018年夏天， 刘元接到了一个辖区内
某企业工会干事的电话： 企业因为不景气， 要把

她辞退， 而且协议中写有 “补偿金额待公司有钱
再与其联系”。

“挂了电话， 我赶紧联系驻街道的法律服务
律师团队， 提醒这位员工， 一定不要签那份所谓
的协议 。 因为这样的事情 ， 严重违反了 《劳动
法》。” 刘元随后马上拨打了该企业工会主席的电
话， 是位副总经理， 并将企业违反 《劳动法》 的
事实告知给了他。

一周后， 这位被裁员的工会干事打来电话 ，
说自己已经找到了新工作， 而且原单位的拖欠工
资以及补偿金也到位了， 非常感谢工会的帮助。

在刘元的QQ通讯录里， 有这样一列联系人，
区总工会、 企业负责人、 企业工会主席/干事、 困
难职工……实际工作中， 他发现， 这些联系人并
不是通讯录里的 “休眠号码”， 不管是工会慰问困
难职工， 发福利， 还是通知职工参加活动， 一来
二去， 跟大家联系得更密切了。

刘元说： “工会工作即便有山大的压力， 也
是一份阳光下的事业。 只有坚持做到困难职工和
企业的第一知情人、 第一帮助人， 才能成为他们
真正的 ‘娘家人’。”

“小兵”也能
扛大山

中关村科技园石景山园区工会服务站副站长

□本报记者 唐诗 文/摄

13年“连轴转”
累，但也充实！

刘淑梅

工作日的早上7点钟左右， 刘淑梅已经坐在了
工位上。 她会利用正式工作前的2小时整理一下昨
天的工作。 等9点钟， 同事们都到齐了， 就可以顺
利开展新一天的工作了。 这成了中关村科技园石
景山园区工会服务站副站长刘淑梅的习惯。 刘淑
梅从事工会工作至今已满13年， “现在奔着14年
走， 工会工作已在我心里扎了根。”

2013年6月， 刘淑梅被安排到园区工会担任副
站长， 在工作初期的两个多月时间里， 她走访园
区， 有时一天会走访企业10家左右， 最终和同事
协作促使180多家企业建成了工会。 刘淑梅在走访
园区时， 会向对方一对一地介绍建立工会对企业
以及职工的好处， 通过专业性的答疑解惑让对方
了解， 以便顺利建会。 遇到对方不太理解的情况
时， 刘淑梅就多次走访， “有一家非公企业到现
在我去了不下10次， 目前建会的架子已经搭好，
从我的角度讲， 能再推就再往下推。”

2014年时， 刘淑梅在走访园区时发现一家已
经建会的合资企业， 进一步的职工活动开展得不
太积极， “我去了两次， 都没见到具体负责人，
吃了两次闭门羹当时有些灰心， 但我还是又打了
电话， 预约好在中午进行面谈。” 刘淑梅回忆， 在
一对一进行讲解时， 发现对方对缴纳会费等具体
情况不太清楚， 刘淑梅就向企业的工会主席和人
事负责人仔细讲解， 按职工工资总额的2%缴纳的
会费会返回60%用作职工活动经费， 了解了具体
情况， 企业当场就填写了缴纳会费的单子。 “一
直到现在 ， 这家企业的职工活动都开展得很不

错。” 刘淑梅说， “我的一个工作原则就是， 工会
工作做好要一环扣一环， 创建工会是起点， 这样
后续的工作， 比如会员管理、 职工服务、 维权援
助等等才能做好。”

工会经费怎么用？ 哪些项目可以用哪些不可
以用？ 这些政策性的问题， 刘淑梅会有亲和力地
对进行咨询的园区企业进行专业解答， 在下班时
间也不厌其烦。 由此， 每天六七通咨询电话， 现
在已经渐渐地减少了。 同时， 在组织职工活动方
面， 刘淑梅牵头组织的三八节园区企业女职工插
花活动， 共有20余家100多人参与， 受到职工的欢
迎、 领导的认可。

“牵头组织活动时， 提前做好方案是很重要
的。 要联系好参与的企业， 置备好活动用品， 安
排好活动的时间、 地点， 这些都要计划安排好。”
刘淑梅介绍道， 园区内高科技企业较多， 其中的
年轻职工多， 这就需要组织职工们感兴趣的活动，
“年轻人参与度较高的是联谊活动， 近期我们将在
八大处举行一场。 同时， 现在夏天天气炎热， 也
会根据季节特点组织对园区企业送清凉的活动。”

刘淑梅认为， 自己在工作中是一个老人儿，
也是一名党员， 有着干一行爱一行的韧劲， “工
会工作做一件就做好一件， 我对待工作的态度是
认真负责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