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生活上有困难的职工还有什么需求？ ”“生病的职工状况如何
了？ ”“口罩、消毒液还够不够用？ ”在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以来，在首发
集团京开高速公路管理分公司有这么一位工会主席， 每天都要驱车
百余公里， 到各个站区慰问一线员工， 给他们做心理疏导。 她就是
首发集团京开高速公路管理分公司党委书记、 工会主席高晓红。

自从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以来， 该分公司的3600余名职工就成为
了高晓红最割舍不掉的牵挂。 为了能给坚守在运营一线的职工多一
份防护， 她围绕集团 “家文化” 建设， 细细琢磨不同职工个体差
异， 带领分会主席集思广益， 从 “适需” “全覆盖” 出发， 以 “动
静结合” 的活动形式让职工身处战 “疫” 也能乐在其中。 为 “好
动” 的职工精挑细选了八段锦、 有氧操、 器械操等一系列适合不同
年龄层次职工健身方式， 通过公众号、 动图、 小视频等方式在职工
中广泛推广。 职工们都称这是 “不出宿舍也有了健身私教 ”； 为
“好静” 职工线上推送精选影片、 音乐、 电子图书文章等文化作品，
线下组织开展疫情知识答题、 猜灯谜、 手工DIY等活动， 丰富职工
精神食粮， 让职工足不出户的 “充电”。

“公司的很多一线收费员都是90后年轻人， 遇到疫情， 难免会
出现情绪波动的现象。 所以， 为了避免职工在疫情面前， 出现紧
张、 焦虑的心情， 我会到一线慰问职工为他们做心理疏导。” 看到
一名名员工紧锁的双眉不见了 ， 取而代之的会心的微笑 ， 高
晓红心里踏实了。

其实， 除了职工的事， 最让高晓红牵肠挂肚的还有她年逾八旬
的父母。 就在一个月前，父亲因突发疾病入院抢救治疗，那时正值取
消省界收费站全国高速收费系统并网升级的特殊保障时期， 她坚守
在运营一线无法陪伴左右，只能抽空打上一两个电话问问情况，心中
的牵挂无以言表。 原本打算春节期间，能腾出时间陪护照料以尽孝
心， 但疫情肆虐， 她毅然选择了和职工们共同坚守在保障一线， 用
“舍小家为大家” 的实际行动诠释了工会人的敬业、 担当和奉献。

市温暖基金会“温暖武汉”项目

□本报记者 余翠平

夜以继日汇聚爱心捐款送往前线

疫情无情人有情， 自2月1日市温
暖基金会 “温暖武汉” 项目发布后， 7
天时间， 捐款人数突破10万人， 10天
时间， 募款总额突破2000万元！ 这背
后都离不开温暖基金会工作人员夜以
继日的辛勤付出！

胡浩燕是温暖武汉项目联系人 ，
每天她要接听络绎不绝捐款热线， 认
真耐心解答捐赠人提出的捐款流程 、
善款使用安排以及捐赠公示等问题 。
此外， 对接财务， 与其核对捐款到账
情况； 对接财务， 及时向抗疫一线拨
付善款； 与同事们一起向每天上万名
捐款人回馈感谢短信……

“从武汉封城到疫情爆发， 牵动
着每个人的心， 由于我们基金会人手
不足， 以及相关硬件设施及居家办
公的限制 ， 工作量较大 ， 几乎是夜
以继日的工作， 但大家都不觉得辛苦。
正是因为广大职工 、 广大爱心人士
对工会娘家人的信任 ， 才使得我们
能够在短短十余天时间， 募集2000万

元资金 。 虽然辛苦 ， 但是我们工作
人员每天 都 充 满 激 情 。 ” 胡 浩 燕 告
诉记者。

曹珺每天要时时监控捐款数据 ，
分时段统计汇报相应捐款情况， 保证
数据的及时性； 还要制作微信， 回复
短信， 及时统计银行转账情况并将微
信上捐款转至银行账户保障资金安全，
工作高峰期睡眠时间不足4小时， “因
为是人工回复短信， 每天要在大量的
捐款信息中找寻备注电话， 及时手动
进行记录并回复， 争取为每位爱心人
士回复感谢短信， 最多一天回复几万
条， 还是很累的， 但是能以绵薄之力
向抗疫一线致敬感觉很自豪！”

高楠每天要进行微信扫码， 并将
捐款明细制作成图片， 最多的一天她
制作了2.9万多条， 做成公示图片375
张， “每天在公示这么大的数据量时
都能遇到意想不到的问题， 每天都在
不断优化改进处理数据的方式方法 。
最初4天捐款高峰的时候， 每天除了打

个瞌睡就是在做图， 才能赶上公示进
度， 每天睁眼就是几万条捐款数据，
几百张图在等着， 压力很大。”

刘佳峻依据项目进展情况和宣传
方案， 每日需与同事对接截至当日24
时募款及使用情况， 完善宣传文案并
于次日发布。 项目启动伊始， 她每日
连续工作10小时以上， 甚至顾不上吃
饭， 有时晚上11点还在忙文字资料，
“但在工作过程中， 我时常被广大职
工无私奉献的精神所感动， 捐款后台
被 ‘武汉加油、 中国加油’ 刷屏， 感
到自己的工作非常有意义！”

由于基金会尚未开通电子开票渠
道， 只能是手写纸质发票。 作为退休
返聘财务人员的李秀英 ， 需要负责
向捐款人开具捐赠发票及捐赠证书，
为了让捐赠人及时拿到捐赠票据， 面
对数十万人的捐赠信息， 她自行加班
加点开发票， 甚至还让老伴帮忙一起
填写捐赠证书。

据市温暖基金会的工作人员们介

绍， 爱心善款来自劳模、 企业家、 公务
员、 教师、 普通保安员、 的士司机、 环
卫工人等首都各行各业职工群体， 捐款
从孩童到80多岁的退休老人， 跨越各个
年龄段。 捐款的有数十年如一日热心公
益的企业家， 有捐款万元却不留姓名的
高校教师， 有乐善好施的退休学者， 还
有心有担当的园林职工……

截至目前， 首都已有11万余人次参
与活动，捐款金额超过2000万元 ！北 京
市温暖基金会于2月4日至10日分 5批
次向武汉市总工会捐赠 450万元 ，分 3
批次向湖北省总工会捐赠340万元，向
国家援鄂医疗队捐赠99万元。

“作为温暖基金会的工作人员， 为
能够通过我们这个平台， 为抗疫一线汇
聚到成千上万颗爱心和力量， 感到欣
慰！我们为疫情彻夜难眠，我们因感动泪
流满面。再辛苦都不算什么，我们为自己
作为工会人 、公益人而感到骄傲！ ”朴
素而充满激情的语言表达了他们最真切
的心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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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被隔离了， 工资怎么发？” “控制
疫情期间， 单位通知其他同事去上班， 只让
六个人待岗， 包括我， 他们这样做合法吗？”
……2月10日， 北京市总工会法律服务中心的
律师李颖早上8点半来到法服中心， 接受电
话与在线咨询。 从2月3日开始， 市总工会法
服中心一直通过语音电话、 微信、 APP三种
方式来为群众解答法律问题， 坚持为职工服
务。 李颖介绍， 控疫期间咨询量没有减少，
其中有不少与控制疫情相关的问题。

早上8点， 李颖骑车到单位工作。 这时，
楼道里充满着凉意， 因控制疫情的需要， 电
梯、 中央空调都已经被停用， 上楼需要走楼
梯、 取暖只能靠大衣。 李颖说： “刚进单位
的时候 ， 温度是8度 ， 在大厅坐时间长了 ，
脚都冻得疼。”

刚坐下 ， 李颖开始处理线上和电话咨
询。 “律师， 因为疫情， 春节延长了假期。
我本来在申请春节后休年假。 现在哪儿也去
不了， 我的年假能顺延或取消吗？” “政府
不是让假期延长吗？ 可是公司却通知我们，
从2月1日开始在家办公。 这期间算节日加班
吗？” ……李颖逐一答复， “您的假期是不
是能延续， 要看情况而定。 我们理解， 此次
假期延长系国务院统一作出的规定， 根据国
家就带薪年休假的规定， 我们认为年休假应

当相应顺延。” “您的工资应这样支付， 国家
有规定， 1月31日、 2月1日、 2月2日期间是国
务院规定的春节延长假期， 员工休息的， 公
司正常支付工资； 员工在这几天工作的， 公
司可以安排员工补休 ， 不能补休的 ， 按照
200%的标准向员工支付加班工资。 2月3日至
2月7日期间， 北京市允许复工， 员工工作的，
正常支付工资。” ……

李颖介绍， 现在大部分咨询都集中在工
资支付等问题上。 与平时不同的是， 不少咨
询都与防疫期间的假期延长和因疫情导致的
工作环境有关。

因为控制疫情， 中午只能领取餐食， 不
能在一起就餐， 李颖律师把中午饭拿到了工
位上， 一边吃一边继续干活。 因为打开了供
暖设施， 下午时平台的温度超过了13度， 李
颖把大衣的口子解开。 除了就餐， 她一直没
有拿下口罩。

下午5点半临近下班时， 李颖已经通过微
信、 APP和电话三种方式解答了十余个职工
来电。 有些咨询电话回拨过去， 对方却没有
接听， 李颖律师做了记录， 打算第二天继续
拨打。 “我们有规定， 回拨咨询电话要达到
三次， 而且不能集中在一天， 一个时段。” 李
颖说： “通过热线咨询， 可以缓解职工的焦
虑， 很有意义。”

李颖
市总法服中心律师

戴口罩穿大衣值守
为职工坚守法律服务岗位
□本报记者 李婧

高晓红
首发集团京开高

速公路管理分公司党
委书记、工会主席

每天驱车百余公里慰问员工
□本报记者 白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