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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可

李润蕾

扎根服务站9年，仍觉“有滋有味”

总啃“硬骨头”，职工满意我才开心

广内街道工会服务站站长

黄可是东城区东四街道工会服务
站的站长 ， 主要负责组织建会 、 税
务代征、 劳动争议调解， 可以说工会
工作三大难 啃 硬 骨 头 都 由 她 负 责 ，
同时她还负责管理工会服务站 、 带
新人的工 作 。 2 011年成为工会社会
工 作 者 ， 这 个 年 纪 轻 轻 的 北 京 姑
娘 ， 便踏踏实实在工会最一线的岗位
干了8年。

今年春节前夕， 一名农民工找到
街道劳动科， 说工头拖欠自己的工资
不给。 那天赶巧劳动科的几名同志都
安排了外出工作， 可找上门寻求帮助
的农民工兄弟也不能不管。 “工会不
是经常调解劳动争议吗”， 这个工作就
落在了黄可头上。 而一个年轻女同志
单独深入争议企业调解， 还是头一遭。
正值春节前一周， 天气阴沉， 空中还
飘着零星的雪花， 看着眼前被欠薪的
求助者， 黄可横了横心， 跟他一起前
往包工头所在地。

“当时心里也发怵。” 黄可说。 包
工头的 “办公室 ” 在地下 ， 手机完
全没信号， 对方看起来像个黑社会 。
“天寒地冻， 当时特别能体会讨薪者的
心情。”

包工头本来还想不认账， 但黄可
拿出掌握的证据， 并沉着地解释清政
策，最后跟工头说：“别让人家白辛苦那

么长时间， 欠的钱不多， 给结了吧。”
1860元， 当场微信结账之后， 农

民工兄弟就买票回老家了。
今年五一之前， 13名园林绿化工

人找到工会， 说被拖欠工资5万余元。
这其中既有只欠一天工资的， 也有被
欠20天工资的。 黄可一个一个给要回。
从开始处理到拿到钱， 一共花费了5个
工作日。 但就是在这期间， 其中一名
被欠薪的农民工去世了。 黄可把为他
要回的3790元交到工头手上， 带回村
里， 视频直播着交到去世农民工的爱
人手上……

在劳动争议调解中， 农民工一般
都是散工， 讨到薪水后就离开， 后期
案卷需要的签收材料、 身份证复印件、
笔录， 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无法提供。
对于工会工作者来说， 这就相当于一

件没有业绩的工作。 有的时候调解半
天， 都不能算做工作量。

“并不能因为没有业绩就不用心
去做，就算献爱心吧。 ”黄可说， “作为
党员， 也要起到先锋模范带头作用。”

入伏前半个月， 黄可带着服务站
的同事， 横到边， 纵到底， 进行了辖
区的送清凉服务。 这个年轻姑娘， 骑
着三轮车、 忍着腰伤， 一家一家为会
员企业送去清凉饮品。

当时， 一家建会企业老板找来进
行法律咨询， 职工钻企业管理制度不
健全的空子， 维权索赔40多万元。 黄
可抽空， 帮企业建立健全了管理制度，
并讲解了相关的法律法规。 如果顺利，
可以帮助企业减少一半的损失。 获得
帮助后， 老板再见到工会的人， 态度
都不一样了。

身为工会服务站的站长， 黄可还
经常给同事讲解如何为职工和企业
“服务”。 “工会形象好， 就在于服务这
一大优势， 只有靠服务， 才能赢得企
业和职工的信赖。 咱们的服务做得跟
海底捞服务一样， 你看咱们工会在大
家心里什么样！ 重要的是服务意识。”

在不利情况下， 把事情做到最回
满。 这个事更费点心。 多一句嘴， 多
帮助下， 让人感觉到人与人之间的温
暖。 黄可经常提到自己是党员， 要起
到先锋模范带头作用， 她想， 自己能
影响周围一大片的时候， 东四地区会
员就能享有更优质的服务了。

“当初选择了干工会， 就知道要将
服务、 维权结合在一起， 做好本职工
作， 对得起工会工作者这个称号。” 黄
可说。

“我觉得我挺幸运的， 大学一毕
业就找到了这份工作， 然后一直干到
现在。” 广内街道工会服务站站长李润
蕾开心地说。

2010年 ， 李润蕾从大学毕业了 。
因为原本在学校学的是人力资源管理，
最初， 她想找一份跟所学专业相关的
工作， 但一直没找到合适的。 大学期
间， 李润蕾已经入党， 毕业时， 没有
找到工作， 就需要暂时将党关系转到
居住地。 就在她到社区转党关系的时
候， 社区书记听说她还在找工作， 于
是对她说： 工会在招人， 去试试吧。

“在那之前， 我一直在学校上学。
每天接触的就是老师 、 同学和课本 。
刚工作的时候， 工会在开展全面建会
工作 ， 我每天接触的是企业 、 职工 。
这跟我以往的经历很不一样， 所以感
觉还挺有意思。” 李润蕾回忆说， 几个
月之后， 她就参加了考试， 正式成为
了一名工会社会工作者。

那时， 社会大众普遍对工会组织
的认识不足， 所以开展建会工作， 普
遍面临的都是 “门难进、 脸难看、 话
难听、 事难办”， 往往一个企业跑了四
五趟， 都见不到负责人。

李润蕾介绍， 刚工作时， 她接触
过一家非公企业。 那家企业虽然早已
建会， 而且进行了信息采集， 但却一
直拒绝缴纳工会经费。 这些年， 他们

每年都会与这家企业沟通， 试图说服
他们正常缴纳工会经费。

“每次都是工会负责人接待我们，
等我们介绍完相关情况， 他就说会跟
老板汇报。 之后， 就会告诉我们， 老
板觉得企业经营有困难 ， 不同意交
费。” 李润蕾说， “每年、 每次都是这
样。 后来， 就连他们的工会负责人都
已经陆续换了两位了， 还一直是这个
态度。”

去年， 这家企业的老板得了急性
白血病， 求医问药， 花费不菲。 因为
早年进行过信息采集 ， 所以暖·互助
“二次报销” 的钱自动被打入了他的工
会会员互助服务卡。 而且由于看病费
用超过了封顶线， 工会又以互助互济
的形式， 按照相关规定给他的家属发
放了18万元的互助金。

“据我们所知， 这是西城区发放
的单笔金额最大的互助金了。 这笔钱
并不能直接打到他的工会会员互助服
务卡里， 想要领取的话， 必须要加盖
企业行政公章。 于是， 我们以此为契
机， 终于见到了企业新的负责人。 我
们把事情的前因后果跟他介绍了一遍，
他确实非常感动。 我们又趁机跟他约
谈了几次， 介绍了企业正常缴纳经费
后， 能够享受到的服务。 企业新的负
责人终于表示， 今后要支持工会工作，
并且同意从今年开始正常缴纳经费。”

李润蕾说。
李润蕾今年虽然只有30岁， 可已

经是服务站里的 “老人” 了。 工会近
两年出台了许多新的工作要求， 每次
都是她带领大家冲锋在前。

2018年， 北京市总工会从规范化
基层组织建设入手， 摸索出了一套采
用职工沟通会、 企业沟通会 “双沟通”
的模式， 来推动工会组建、 发展会员
的创新方式。 广内街道总工会也成为
了 “双沟通 ” 的试点 。 李润蕾表示 ，
通过开展 “双沟通”， 去年， 他们新建
了4家百人以上企业工会。 3家百人以
下的企业工会。 今年， 新建了4家百人
以下企业工会， 两家要建独立工会。

李润蕾告诉记者， 除了建会， 她
们现在最多的工作就是为职工办理工
会会员互助服务卡， 并开展服务性活
动。 “为了方便企业和职工， 从建会

开始， 我们全程都是 ‘上门服务’。 我
们上门领取职工的身份证复印件为大
家办卡， 办完卡也联合银行工作人员
上门为会员激活， 都不用企业职工自
己跑， 也不用他们去银行排队。 此外，
我们有30%到40%的企业， 实际办公地
并不在辖区范围内， 所以在开展活动
的时候， 也想法设法地为他们提供便
利。 比如我们的传统活动项目 ‘送清
凉’， 就会为这些企业单独邮寄， 我们
的清凉包最远的一次寄到了山西。”

虽然， 李润蕾已经在工会工作者
的岗位上干了9年， 但她依然觉得， 这
份工作 “有滋有味”。 “我经历过一次
区域性的改革， 当时， 一同到工会服
务站的同事都被调去社区工作了， 就
剩了我一个人。 所以， 我希望我们这
支队伍能被重视起来， 能够在稳定的
基础上， 有所发展。” 她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