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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盛丽

多种“心理按摩”
为教职工身心健康护航

□本报记者 王路曼

“舒心行动”让医护
人员安心工作

北京联合大学校工会

不久前， 位于北京联合大学艺术
学院数字媒体系的办公室中， 响起了
一段生日快乐歌的旋律。 原来， 数字
媒体系的老师正在给过生日的老师庆
祝。 瓜子、 水果、 糖果……系主任王
竹宝照常自掏腰包， 早早置办了庆生
会的各种食品。 结束一天工作的老师，
走进这个温馨的 “小家” 边庆祝生日
边放松身心， 感受工会职工小小家带
来的温暖。 这样的庆生会， 数字媒体
系的老师每个月都能感受一次。

教师庆生会是艺术学院数字媒体
系的职工小小家为大家身心减压的一
种方式。 其实， 在北京联合大学教职
工身心减压的方式绝不止这一种 。
“我们通过各种途径和方法， 为大家带
来 ‘心灵按摩’。” 北京联合大学校工
会常务副主席操静涛自豪地说道。

和其他高校不同， 北京联合大学
校区较多， 一共拥有8个校区， 在编教
职工2700余人 ， 工会会员3000多人 。
针对这样的特殊情况， 学校工会在教
职工身心减压工作上下足了功夫， 结
合实际需求， 通过多种方式帮助教职
工打理情绪。

硬件齐全是北京联合大学帮助教
职工身心放松的一大优势。 校工会借
助学校心理素质教育中心、 体育中心、

教师教学发展中心、 师范学院心理学
系等各方资源， 打造学校职工心灵驿
站， 并于2019年4月挂牌投入使用。 校
职工心灵驿站下设心理素质教育中心、
运动减压中心、 教师发展咨询中心。

心理素质教育中心8个校区都建有
专用场地。 以北四环校区心理素质教
育中心为例， 这里使用面积达400多平
方米。 设有心理自助区、 个体咨询室、
团体辅导室、 运动宣泄室、 放松训练
室、 行为观察室、 沙盘治疗室等11个
功能区域。 还有移动式限制环境刺激
漂浮仪、 音乐放松减压椅、 3D情景舞
台等多种先进仪器设备。

运动减压也成为教职工放松身心
的好方法。 “运动减压中心主要借助
体育中心训练馆的篮球训练馆、 羽毛
球训练馆、 排球训练馆、 乒乓球训练
馆、 网球训练馆、 健美操训练馆、 武
术搏击训练馆、 健身房等为校职工以
及广大体育爱好者提供了体育锻炼 、
休闲娱乐的减压指导场所 。” 操静涛
说， “场馆都是免费使用的， 只需要
通过预约， 老师们就能来这儿锻炼。”

此外， 教师教学发展中心面向学
校全体教师特别是中青年教师、 基础
课教师及研究生助教， 面向学校教师
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与发展愿景， 整

合优质教学资源， 通过教师多方位培
训、 咨询等活动切实提高教师各方面
能力与水平， 全方位服务教师。

北京联合大学丰富的活动和培训
也为教职工的身心健康竖起了一道
“保护墙”。 职工之家以 “关心教职工、
理解教职工、 服务教职工、 发展教职
工” 为宗旨， 积极统筹资源开展心理
健康普查， 心理测评， 团体心理训练、
团体辅导、 专题讲座、 家庭治疗咨询
等多项服务 ， 从精神层面关爱职工 ，
服务职工， 提高了职工适应社会发展
的心理素质。

让操静涛引以为傲的还有学校的
职工之家建设 ， 党政工共建一个家 。
“我们的职工之家可以概括为三级建
家 。 包括本校设有校级的 ‘职工之
家’， 二级学院还有 ‘职工小家’， 二

级学院的系 （部）、 教研室还设有 ‘职
工小小家’。 比如， 艺术学院已经实现
‘职工小小家 ’ 全覆盖 ， 数字媒体系
的 ‘职工小小家’ 就是标杆。 这样的
建家方式， 可以全方位让教职工感受
到学校对教职工的关爱、 工会的温暖。
更可以从大到小的帮助职工放松身心，
梳理情绪。” 操静涛感叹道，

多年来， 北京联合大学校工会及
各二级工会借助学校心理素质教育中
心 、 教师教学发展中心 、 体育中心 、
师范学院心理学系专业力量， 积极开
展教职工心理服务活动。 服务项目包
括： 基础工作6项、 特色活动7项， 减
压文体项目20多项， 服务项目覆盖8个
校区全体员工。 “我们通过各种方法
让教职工感受工会的温暖， 得到身心
放松。” 操静涛总结道。

顺义区医院工会

成立 “员工心理支持委员会”， 建
立 “员工心理帮扶实施制度” 等常态
化服务机制， 根据职工需求开展心理
服务……近年来， 顺义区医院工会为
当好职工连心桥， 以职工之家、 心灵
驿站为阵地， 关爱服务全院2000余名
职工， 广泛开展各项舒心服务， 助力
全院医务工作者愉悦身心， 职工满意
度高达94.29%。

据了解，早在2015年，顺义区医院
工会就曾面向职工开展了心理健康问
卷调查，得到了一手数据。 “通过调查
显示部分职工心理状态处于焦虑、抑郁
水平，这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医院的工
作效率，影响医护人员的专业发挥甚至
有转化为危机事件的可能性。 ”顺义区
医院工会相关负责人表示，根据以职工
需求为导向的原则，在高强度的工作压
力下， 顺义区医院职工需要一个调节、
放松、健身、休闲的场所。

当时， 正值顺义区医院住院二部
的竣工， 业务用房紧张得到一定缓解，
空间结构上有可争取的契机。 该负责
人回忆， 医院工会把缓解广大职工心
理压力， 建设心灵驿站、 优化职工之
家服务环境， 促进职工身心健康作为
一项迫在眉睫的重点工作， 也因此有
了现在占地1300平米的职工之家。

走进顺义区医院职工之家，“1站、
4室、 6分区” 的高水平职工服务环境

呈现在眼前。 “1站， 就是我们的心灵
驿站。” 在顺义区医院工会干部的引导
下 ， 记者走进这个温馨舒适的心灵
驿站， 内设棋牌区、 心理辅导书阅读
区、 击打模拟人活动区、 心理测评区
等功能分区。 在这里， 职工可以充分
放松心情 ， 通过仪器测评心理状态 ，
通过击打发泄负面情绪， 更通过娱乐
活动与人沟通共处。 除了1站， 包括职
工接待室、 舞蹈室、 阅读室、 办公室
在内的 “4室” 和一个团体培训区、 一
个体质监测区、 一个足球运动区、 三
个健身运动区的 “6分区”， 可以满足
职工看书学习、 运动健身等众多活跃
身心的服务需求。 宽敞明亮的功能场
所和一应俱全的设备设施都让人羡慕
不已。

“配套硬件设施的完善得到了顺
义区总工会、 区卫计委工会领导的高
度重视， 以及医院党政班子的大力支
持。 我们也在软件机制和制度上下功
夫， 努力提高建设服务水平。” 顺义区
医院工会相关负责人介绍， 为了给医
院职工身心关爱提供专业化的服务 ，
更好的体现工作的专业水平， 医院工
会成立了 “员工心理支持委员会”， 主
管院长任委员会主任， 委员由精神专
业主任医师、 主治医师和初中级心理
咨询师共10余人组成。

“团队成员深入科室、 班组了解

职工的思想动态、 情绪变化， 采取预
警机制， 确保早期发现、 早介入， 通
过谈心、 疏导、 干预等措施减少职工
不良情绪， 帮助职工减轻来自工作和
生活的精神、 心理上的各种压力， 避
免危机事件出现 。” 据介绍 ， 与此同
时， 顺义区医院还将职工心理关爱服
务工作纳入单位年度工作任务目标 ，
建立了常态化的职工心理服务机制 ，
如 “员工心理帮扶实施制度”、 “职工
心理关爱项目计划 ”、 “职工慰问规
定” 等。 其中， 关爱项目计划中， 邀
请心理专家进行讲座及团体辅导， 定
期为职工举办团体沙盘游戏等活动 ，
深受职工欢迎和肯定。

“职工的需求就是工会人行动的
方向和动力。 我们积极探索创新关爱
形式， 对心理关爱进行了延伸。” 该负
责人表示， 在开展执行母婴关爱计划、
岗位送温暖活动之外， 广泛开展职工

喜闻乐见的团体培训项目， 增进职工
心理健康发展。 比如在充分调研需求
基础上， 聘请专业老师集中开展 “太
极养生舞 ” “太极扇 ” “舞韵瑜伽 ”
及书法、 绘画、 声乐等培训， 不仅调
节舒缓职工情绪， 还陶冶了情操， 增
强体质 ， 每年总计培训5000余人次 。
同时 ， 组织职工参与健步走 、 拔河 、
龙舟赛等文体活动为工作在临床一线
的医务人员减压、 愉悦身心， 每年参
与职工达8000余人次。

一系列的 “舒心行动” 像涓涓细
流融入职工的心坎， 也提升了广大职
工的价值感、 幸福感。” 顺义区医院工
会负责人表示， 在今后的工作中， 顺
义区医院工会将一如既往， 围绕职工
需求服务 ， 做好职工群众的连心桥 ，
关心关爱职工身心健康， 深化服务举
措， 提高服务质量， 推动职工健康与
医院发展双促进、 双提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