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IT人士属于 “高压人群”， 压力太大了
怎么办？

民航职工长期处于超负荷状态， 他们的
心理负担谁来分担？

医护人员长年累月争分抢秒， 他们的焦
虑如何缓解？

……
作为职工的 “娘家人”， 工会组织把职

工的喜怒哀乐一直放在心上。 从2014年开
始， 北京市总工会就推出了 “在职职工心理
发展助推计划”， 其中 “职工心灵驿站” 建
设被列入对职工进行心理帮扶的重中之重。
目前， 全市由市总工会命名的 “职工心灵驿
站” 就已达270家， 各类心理帮扶站点更是
星罗棋布。

各级工会是如何具体帮助职工打理情绪
的？ 近日， 午报记者走进6家不同行业的心
灵驿站， 深度探访各自的 “解心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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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陈曦

“高压”员工有了
坚强心理后盾

“我们所处的行业和员工的年龄段就决定了，
我们的员工属于 ‘高压人群’。 我们希望通过暖心
驿站的各项工作， 在企业内构建简单和谐的人际
关系， 为员工营造一个轻松的工作氛围， 让他们
快乐工作， 健康生活。” 北京佳讯飞鸿电气股份有
限公司工会主席柳石宝由衷地说。

柳石宝介绍， 公司目前有员工380人， 年龄大
多在30岁左右。 企业所处的IT行业是一个高压力、
高需求、 低满足的行业。 工作压力大， 主观快乐
感知少,并且主观快乐会随着从业时间的推移而不
断减少。 与此同时， 员工正处于中青年， 买房压
力大、 孩子上学压力大， 这些都集中到一起后，
员工的整体压力就会很大。

“我看过一份媒体调查， 说57%的 IT从业者
最关心的心理健康问题是缓解工作压力 ， 超过
50%的人认为自己有必要接受心理机构的辅导和
治疗。” 柳石宝说， 公司工会自2010年起 ， 就从
“快乐工作” 的角度， 开展了乒乓球、 羽毛球、 踢
毽子等相关活动。 2014年起， 公司拥有了自己的
篮球场， 乒乓球活动室， 职工活动中心等， 还配
备了健身器材、 跑步机、 发泄机等， 为职工减压。

2015年， 佳讯飞鸿 “职工之家” 被北京市总
工会授牌为 “职工心灵驿站” 后， 更是系统化的
开展了一系列职工心理健康活动， 形成了心理服
务长效机制， 并连续三年获得优秀职工心理服务
项目助推奖。

目前， 佳讯飞鸿已经组建了一支 “阳光职工
心理咨询服务队”。 这个队伍由14位国家三级以上
心理咨询师组成 ， 他们为佳讯飞鸿的员工搭
建了一道心理健康的屏障。 “我们的员工都有这
些心理咨询师的电话 ， 如果有一些心理问题 ，

可以随时给他们打电话。 而且这些心理咨询师都
非常专业， 会细心保护员工的隐私， 不会透露他
们的任何信息。”

与此同时， 他们还启动职工心理工作室和心
灵宣泄室， 经过心理培训的工会委员们会每周一
天在心灵驿站提供心理咨询与疏导服务， 为职工
营造一个轻松的小天地。 “我们的心灵宣泄室在
办公楼的2层和3层各有一间。 房间面积不大， 大
概有七八平米。 但是配备了一张长沙发， 可以供
一人躺下。 还配有耳机， 可以听音乐， 舒缓心情。
每天中午都特别受欢迎。” 柳石宝说。

记者了解到 ， 在佳讯飞鸿的 “职工心灵驿
站”， 同样受欢迎的还有包括生命之舞、 团体沙盘
等在内的各种活动。

“这些活动真的很神奇， 对我有帮助。” 佳讯
飞鸿研发部员工张静波表示， 她印象最为深刻的
就是沙盘活动。 虽然乍一看， 摆在沙盘上的东西，
毫无章法， 但是通过老师的引导， 真的可以把埋
在心灵深处， 压抑很久的想法都说出来。 “过程
中， 某个瞬间， 真的很难控制情绪， 但是说出来、
哭出来之后， 整个身心就会放松很多。”

张静波说， 她到公司工作10几年了， 一直在
研发部门工作。 这个部门的工作节奏比较快， 有
时候为了赶任务， 加班也比较多， 所以心理压力
也大。 但是公司工会很重视大家的心理问题， 想
尽办法为大家减压。

“我们的身后有一个这样坚强的后盾， 我们
才能踏实工作， 奋勇向前。” 张静波说。

北京佳讯飞鸿电气公司工会

□本报记者 刘欣欣

为职工打开“心锁”
配了一大串“钥匙”

双井街道总工会

从设立心理解压室和心理疏导室供职工纾解
压力， 到开通热线让职工有心事随时随地可以找
到心理专家聊天， 再到开通400热线供全国各地的
职工免费拨打心理热线， 到如今把案例集结成册，
推出心理漫画书 《职工心事儿》 ……多年来， 朝
阳区双井街道总工会不断探索尝试， 为职工打开
“心锁” 的服务持续升级。

2013年时， 双井街道总工会建立了心理解压
室和心理疏导室， 安排心理咨询师定期值班。 然
而， 效果并不理想。 “来的职工太少了， 一年来，
真正自发地走进心理咨询室的就两个人！” 双井街
道工会主席张凤敏说， 当时就觉得被泼了一盆冷
水。 为了找到问题所在， 张凤敏到企业调研， 向
专家和职工征求意见。 原来， 有两大因素制约了
职工走进心理咨询室： 爱面子， 许多职工不愿意
让别人知道自己的事情， 更怕人说自己心理有问
题需要咨询； 太费事， 来心理咨询室常常需要向
单位请假， 还会在路上耽误时间、 精力。

“职工不愿走进来， 那我们就走出去。” 张凤
敏说， 针对职工不同的 “心锁”， 就得配不同的钥
匙。 2014年6月， 双井街道总工会心理体验系统、
心理咨询热线正式启动， 被称为 “双心热线”， 这
也是当时全国首条由街道总工会开设的职工心理
咨询热线。 热线采取 “让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
的模式， 由政府购买服务， 聘请专业的心理咨询
机构， 同时通过工会系统告知广大职工。

张凤敏发现， 这条电话线渐渐热了起来， 拨
打的人越来越多。 许多职工把这条热线推荐给家
人、 亲友， 有的职工离职后回到外地的老家， 遇
到心理问题还会拨打这条热线。 有的人一打进电

话就咨询一个多小时， 有的人隔三差五就打进电
话进行咨询， 有的人在电话里说着说着就痛哭流
涕……最初， “双心热线” 是一条北京市的区域
电话， 需要工会会员注册手机号才能拨打。 为了
更好地服务职工， 2015年， “双心热线” 进行了
升级， 申请了面向全国的400免费电话， 还增加了
语音心理测试， 能对抑郁状态或焦虑状态进行测
评， 测评结果会以短信形式发送到用户手机上。
经过四年的不懈努力， “双心热线” 积累了许多
宝贵经验和成功案例。 张凤敏介绍， 特别是2017
年开始， 每年都会有上万人， 通过这条热线寻求
解决心理问题， 效果非常显著。

2018年， 张凤敏筹划编撰了心理漫画书 《职
工心事儿》。 漫画书里都是真实的案例， 分为婚姻
情感、 家庭关系、 情绪管理和人际关系四册。 书
中是一个个贴近职工生活的小故事。 有和同事处
理不好关系的案例， 有和婆婆打架拌嘴的案例，
还有和青春期孩子无法沟通的案例。 这些案例，
不仅反映出了职工遇到的各种心理问题， 还通过
分析进行心灵解密， 有针对性地开出心灵处方。

这套漫画书是双井街道总工会服务职工的一
次新尝试。 由于受到了职工们的广泛好评， 张凤
敏已经开始着手制作 “续集”， 第二套 《职工心事
儿》 将在不久后出版。 “希望更多人通过阅读漫
画书的形式为自己的心理问题画像， 最终找到解
决出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