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以专业团队支撑职工心理驿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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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边磊

□本报记者 闫长禄 文/摄

让职工的心在“驿站”静下来

南航北京分公司工会

你能想象吗？ 当你有了情绪问题，
单位有专业的心理医生帮您疏导情绪。
南航北京分公司的职工就可以享受到
这样的免费贴心服务。

南航原本有个EAP， 即员工帮助
计划， 是企业组织为员工提供的系统
的、 长期的援助与福利项目， 世界500
强企业中已有90%以上建立了EAP， 该
项目作为南航重点员工保障已经开展
多年， 此前更多的是通过线上第三方
咨询完成员工心理援助。 2017年， 北
京分公司工会经过多次深入的调研和
探讨后， 决定采用以工会注资， 后保
部航卫室的专业心理医生团队负责日
常运行的心灵驿站形式， 使北京分公
司的心理帮扶工作真正落地， 为员工
提供一个心灵港湾， 这种模式在南航
也属首创。 2017年12月， 南航北京分
公司第一间 “职工心灵驿站” 暨 “航
医心理工作室” 正式投入运行， 由原
先仅针对空勤人员医疗及心理保障 ，
变为面向全体职工服务。

包芳是临床医学精神医学方向毕
业的， 研究生的专业是发展和教育心
理学 。 也是心灵驿站的主要负责人 。
每天， 包芳都十分繁忙， 不是在咨询，
就是在授课 。 随着专业设备的引入 ，
职工压力调节、 职业生涯规划等都成
为心灵驿站的服务内容。 两间20多平
方米的房间， 包芳和同事利用音乐放
松治疗、 沙盘疗法等专业的心理治疗
方式， 为同事提供服务。

有个女职工，因为在工作和生活中

连续遇到不顺利的事情而情绪低落，低
落的情绪又反过来严重地影响工作。她
找到包芳，希望可以获得心理援助。“我
想像以前一样生活的舒服一些，就像跑
完步全身被汗湿透，毛孔张开的感觉。”
这名女职工找到包芳时，自称已经没有
任何办法可以从情绪中将自己挽救出
来。 她跟朋友喝茶、聊天，自己看书、运
动，但没有任何效果，始终觉得心里压
着一块石头。包芳为她进行了两次一小
时的心理咨询后，她的情绪得到了明显
的好转：“我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但现
在确实有运动后的感觉。 ”

当然 ，大多数情况下 ，两次并不
能完全解决一个人的情绪问题，很多
人是经过四五次的心理治疗，才有所好

转的。
有名男职工， 在工作中遇到了人

际关系问题。 包芳用催眠放松的方法
和技巧， 对他进行了一个疗程五次的
治疗 。 疗程结束 ， 这名男职工说 ：
“我不知道咱俩谈话的具体方法是什
么， 但是我觉得自己有改变了， 状态
不一样了。”

“由于要为被咨询人保密， 所以
我不能说这些同事遇到的具体问题。”
包芳说。

心灵驿站还针对不同群体， 开设
了情绪压力管理课。 在民航， 无论是
空勤部门， 还是地服部门， 职工每天
面对旅客和高度精神紧张的工作， 都
会遇到不同的问题。 时常被委屈、 愤

怒、 无可奈何等情绪缠绕。 情绪压力
管理课， 聚焦大家目前的需求， 理清
情绪产生的原因， 培训大家积极思考
问题， 学习谈话技巧， 解决他们在工
作中遇到的困惑。

心灵驿站在2019年还成为了南航
集团 “EAP与思想政治工作相结合 ”
的专项课题项研究小组， 并参与了民
航安全能力建设资金项目———《飞行员
安全能力评估及持续安全状况监控系
统》 项目。 截止到目前， 共计开展各
类活动和培训160余场， 服务会员人数
累计达2000多人次， 心灵驿站的各项
工作也得到了公司行政和广大职工的
好评， 成为了南航股份公司工会系统
和航卫系统中闪亮的服务品牌。

燕山石化公司工会

烯烃部的 “心灵港湾”、 炼油部的
“减压室”、 物装中心的 “心灵加油站”
……在燕山石化公司， 形式多样的职
工心灵驿站如雨后春笋遍地开花。 主
管此项工作的燕山石化公司党群工作
处干部陈荣告诉记者， 燕山石化公司
工会以职工心灵驿站为载体， 从 “知
心、 强心、 护心、 暖心、 聚心” 五个
方面深化拓展 ， 打造了 “五位一体 ”
的特色EAP (EAP指职工心理帮扶计
划) 服务模式， 并且在中国石化集团
宣传推广。

“在这里体验沙盘游戏后感觉很
好， 感谢工会给我们创造了这么好的
条件， 会预约再来的。” 北京市劳模、
燕山石化公司职工刘胜利高兴地说。

刘胜利所说的 “这里”， 就是被北
京市总工会命名的燕山石化公司 “职
工心灵驿站”， 这个总面积260平方米
的 “职工心灵驿站” 囊括了心理咨询
疏导、 心理沙盘游戏、 团体心理辅导、
心理健康测试、 减压调解训练及EAP
培训服务六个方面的专业设备设施 。
此外， 燕山石化公司还通过 “燕山石
化1+X心理援助师培训模式” 先后选
拔培养了70多名职工身边的心理援助
师， 30多名国家级心理咨询师， 并与
他们签订了服务合作协议， 为他们颁
发了聘书。 心灵驿站自2016年5月投用

以来 ， 已累计为职工提供心理咨询 、
减压训练、 心理疏导与培训2500余人
次， 到今年底实现基层单位EAP工作
站100%全覆盖。

随着工作生活节奏的不断加快 ，
企业职工面临着越来越大的心理压力，
职工需要心理关怀， 企业需要提高绩
效。 面对新形势新挑战， 燕山石化公
司的工会干部们在做职工的思想工作
时有时也会感到力不从心。 如何创新
方式方法， “EAP” 的出现让该公司
工会干部们眼前一亮。 2012年， 燕山
石化公司启动了 “EAP” 工作， 他们
先后和社会上的心理援助机构、 法律
事务所签订合作协议， 通过设立心理
咨询热线和法律咨询热线的方式， 解
决职工及其直系亲属在日常人际关系
上和工作发展中出现的一些困扰， 以
及在恋爱中遇到的挫折、 矛盾或者在
子女教育上遇到的一些难题， 受到了
广大职工及家属的欢迎。

从2015年9月到2016年10月， 燕山
石化公司联合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培训
中心， 对该公司EAP志愿者进行了大
规模培训。 来自燕山石化公司检验计
量中心的职工杨圆圆就是参加培训的
学员之一。

2015年， 杨圆圆参加了燕山石化
公司举办的培训班， 并成为了公司心

理援助师。 “课程知识都是从来没听
说过的 。 以前只知道职工干劲不足 ，
也许是因为心里不痛快， 但往往不知
道因为什么， 更不知道怎么解决。 通
过培训找到了门路。” 于是， 杨圆圆将
所学的心理学知识运用到了工作中。

燕山石化公司某部的一名女职工
多次因工作分配与所在班组人员发生
冲突， 调到新班组后情况仍无明显改
观。 杨圆圆介入帮扶后得知这名职工
因家庭生活问题导致情绪低落， 还时
常将自己锁在休息室里不愿与人接触。
该公司工会得知情况后， 委派心理咨
询师深入了解情况。 为避免触动当事
职工敏感神经， 及时安排了含当事人
在内的所在班组部分人员的团体辅导。
通过活动辅导， 这名职工在绘制 “生

命线” 项目中， 与辅导师、 同班组职
工分享了其家庭和个人情况。 通过大
家的不懈努力， 现在这名职工情绪明
显好转， 与同事相处融洽。

燕山石化公司党群工作处干部陈
荣是第一批选聘的公司级心理咨询专
家。 陈荣告诉记者， “做心理帮扶工
作 ， 一方面需要专业的心理学知识 ，
另一方面需要爱心和耐心， 更要有沟
通技巧， 最重要的是要懂得 ‘共情’，
也就是要站在对方的角度、 立场去感
知对方的感受、 信念和态度， 使对方
感到得到理解和尊重， 从而产生温暖
和舒畅的满足感。 职工心灵有了 ‘驿
站’， 企业发展才有保障， 而我们就是
‘驿站’ 的服务员， 随时为职工服务，
让职工的心在 ‘驿站’ 静下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