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暖心服务职工
呵护心灵家园

———丰台区东高地街道总工会工作侧记

联合国国际劳工组织最近出
台的一份调查报告指出： 心理压
抑将成为21世纪最严重的健康问
题之一。 东高地街道辖区单位以
服务业 、 餐饮行业和零售业为
主 ， 职工劳动时间长 ， 压力较
大。 压力如果过大必然导致工作
效率降低、 工作兴趣缺乏、 情绪

产生困惑等问题， 由此可能引发
一系列的心理健康问题， 进而对
职工本职工作的合规性、 安全性
等方面产生不同程度的负面影
响。 由此可见， 开展职工心理减
压服务， 有效降低员工的心理压
力， 是促进辖区职工高效愉快履
职的有力保障， 也是落实党的群

众路线的重要体现。 新年伊始，
东高地街道总工会就着力探索服
务新模式， 以开展各种类型的职
工服务、 教育为载体， 将心理减
压与思想教育、 国学传承、 文体
活动以潜移默化的方式融为一
体， 在轻松愉悦的氛围中， 为职
工筑起心理健康的防线。

■幽幽书香传递精神■
一直以来， 东高地街道总工

会以如何更好地让辖区内各行业
职工充分认识和领会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更好
地为实现 “中国梦” 做出贡献为
重点工作。 以 “书香随行红心向
党” 为主题的读书沙龙活动， 是
今年东高地街道总工会探索将职
工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与心理减压
活动相结合新思路的一次大胆尝
试。 该街道总工会选取 《中国共
产党新时期简史 》 和 《苦难辉
煌》 两本书为教材， 以读书沙龙
为活动平台， 采取自学、 读书导

师领学 ， 沙龙分享及讨论的方
式， 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方向、
价值导向以及工人阶级先锋队作
用以潜移默化的方式融入职工的
思想。 街道总工会邀请来自不同
单位的职工作为读书导师， 带领
大家梳理全书主要内容， 并在沙
龙中由每位职工分享自己推荐的
重点章节和学习体会 。 通过学
习， 强化了对广大职工的思想引
领， 同时， 也让职工在轻松的氛
围和愉悦的交流中将新时期工人
阶级的任务和自己的本职工作联
系起来。

■国粹文化陶冶情操■
书法和国画是我国特有的艺

术形式， 承载着上千年的历史。
在社会竞争压力颇大的今天， 通
过书法国画减轻自身压力， 提升
自身修养是一大益事。 因此， 街
道总工会在充分调查了辖区职工
艺术爱好者的情况和要求后， 开
展了一期红红火火的书法国画培
训活动。

活动中， 街道总工会根据各
位书画家的专长为职工们甄选了
导师， 并根据书法国画课程的要
求为参加学习的职工准备了文房
四宝。 在长达3个月的系列课程

学习中， 职工们一直认真习作，
热情不减。 因为书法和国画的特
点是落笔成形、 不可更改， 大家
常常为了写好一个笔画， 画好一
处工笔不厌其烦地反复揣摩练
习。 在老师们的耐心指导下， 不
少学员在课程结束时都拿出了自
己满意的作品， 获得了极大的成
就感。 整个培训活动不但锻炼了
参训职工的耐性和观察与思维能
力， 还更好地舒缓了压力、 培养
了气质、 陶冶了情操。 培训结束
后大家都纷纷表示意犹未尽， 期
待后期的培训活动尽快开展。

■传统节日赞扬美德■
中国的传统节日形式多样、

内容丰富， 是中华民族悠久历史
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 节日 期
间 各 种 民 俗 民 风 的 体 验 最 是
让 广 大 职 工 能 够 畅 心 交 流 的
活动平台。

春节是我国最重要的传统节
日， 春节既是新年的开始， 也是
合家团聚的日子， 对中国人民来
说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 在春节
到来之前， 街道总工会不但为职
工们准备了节日慰问品， 还组织
开展了 “我为春节添道菜” “新
春趣味运动会” 以及 “新春联欢
会” 等活动。 既让职工们紧张了
一年的身心得以放松， 也增添了
传统节日氛围， 让职工感受到了

工会大家庭的关爱。
端午节也是极具中国特色的

传统节日。 每年的端午节， 中国
人都有包粽子、 赛龙舟等传统习
俗。 今年的端午节到来之前， 街
道总工会组织辖区职工开展了
“手工冰粽DIY” 活动。 活动中，
老师为职工们讲解了传统粽子和
冰粽的不同制作方法。 职工们根
据老师的讲解 ， 亲手进行了制
作。 很多年轻职工以前从没包过
粽子， 通过这次活动， 学到了包
粽子的新技能， 不但使独特的传
统饮食文化得以传承， 也弘扬了
劳动的美德， 使职工们在节日中
增长了知识， 受到教益， 又陶冶
了情操， 放松了身心。

■运动健身增强体质■
健康是人生最大的财富， 与

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 街道总
工会拓展思路， 丰富体育活动内
容， 将活动重点放在培养健康生
活和行为方式， 减轻职工心理压
力上来， 让职工更有效更高质量
地投入工作， 营造文明、 和谐、
友爱、 健康、 积极的工作氛围。

根据辖区职工的爱好和需
求， 本着帮助职工形成良好的健
康习惯的宗旨， 今年街道总工会
开展了乒乓球、羽毛球、围棋、扑
克牌、春秋游、健步走以及体能素
质检测等形式丰富的体育活动，
并制定了学习———训练———比赛
的长效机制。 街道总工会邀请乒
乓球、羽毛球、围棋教练，为职工
开展讲座总计6次；健步走、科学
健身以及慢性病防治等相关知识
分享及竞赛答题近20次， 让职工
们科学、 系统地学习了相关体育
健身知识， 为运动竞技和健身奠
定了基础。 职工们在学习了相关
知识后， 定期、 持续开展了乒乓
球、羽毛球训练，并挑选成绩优秀
的职工参加了丰台区组织的 “丰
采杯”系列比赛；街道总工会还组
织职工参加了东高地街道趣味运
动会、棋牌比赛和乒羽球比赛，极

大调动了职工体育健身、 运动减
压的积极性；同时，组织职工参加
丰台区疾控中心开展的为期100
天的“万步有约健走大赛”，按照
科学的健身处方开展健走活动，
使职工自觉养成健康、 科学的运
动、生活方式。

此外， 街道总工会还在年初
和年末进行了四次体质测试， 覆
盖了辖区大部分职工， 使职工对
自己在养成健康生活习惯前后的
体质有了明确的认识， 体会到了
健康生活方式为自己的身心以及
工作 、 生活状态带来的积极变
化， 极大促进了职工参与健身减
压的积极性。

通过一年来各项服务活动的
开展， 东高地街道辖区内职工的
工作情绪有了明显的改善， 对活
动的参与热情也大幅度提高， 街
道总工会对于新服务模式的探索
积累了不少心得， 也得到了广大
职工的认可。

今后， 街道总工会仍将继续
以职工需求为中心， 广泛细致开
展调查， 创新服务模式， 着力营
造温馨和谐的 “职工之家 ” 和
“暖心驿站”， 开创工会工作的新
局面。

22001199年年，， 东东高高地地街街道道总总工工会会在在街街道道工工委委、、 办办事事处处和和区区总总工工会会的的领领导导指指引引下下，， 根根据据
辖辖区区内内企企业业和和职职工工特特点点，， 以以 ““加加强强基基层层工工会会建建设设”” 为为目目标标，， 以以 ““竭竭诚诚服服务务职职工工群群众众””
为为宗宗旨旨，， 以以 ““营营造造职职工工健健康康心心理理氛氛围围”” 为为主主线线，， 立立足足于于职职工工需需求求，， 积积极极探探索索服服务务模模式式，，
努努力力打打造造呵呵护护职职工工的的温温馨馨家家园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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