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既
是
职
工
﹃
娘
家
人
﹄

03

劳
动
者
周
末

专
题

2020年
10月17日
星期六

责
任
编
辑

李
婧

版
式
设
计

刘
红
颖

版
式
校
对

黄
巍

“爱人在疫情防控一线， 连续多天加班不能回
家， 我很担心他， 心里特别焦虑， 怎么办？” “自
从生了二胎， 家里事情多了好多倍， 想辞职回家又
心有不甘， 咋办？” “我长期驻外工作， 跟家里联
系不便， 家人很不理解我， 我很苦恼， 这该如何是
好？” ......职工们遇到这样那样的心理问题和情绪问
题 ,工会干部都看在眼里 。 在首都各级工会当中 ，
有一批这样的工会干部， 他们千方百计第一时间了
解职工的情绪和心结， 想方设法为他们排忧解难。
他们既是职工的 “娘家人”， 又是职工的 “心理按
摩师”。 午报记者近日走进这拨职工贴心人的身边，
听他们讲述为职工心理护航的故事———

北京劳动者
之之歌

第一时间掌握员工动态， 提前了解职工的心
理变化， 及时安排心理辅导及相关培训， 安抚职
工心情； 第一时间关心职工困难， 让 “有困难找
工会、 找娘家人” 变成 “工会提前为职工解决困
难、 娘家人提前为职工舒缓身心” ……在新冠肺
炎疫情防控期间， 北京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有限
公司工会设备设施分工会以为职工心理解压、 服
务职工为宗旨， 成立了 “排忧解难爱心小组”， 为
职工提供心理排忧， 确保职工以良好的心身投入
运营安全工作。

在疫情防控期间， 设备设施部一名职工的母
亲因卧病在床， 每月需要大笔医疗费用， 这名基
层职工的生活因此陷入困难。 小组成员得知后，
第一时间联系了职工本人， 并对其进行 “一对一”
心理疏导。 在交谈过程中， 爱心小组鼓励他要坚
强面对现实， 在照顾好母亲的同时也要注意自
己的身体 。

经过 “排忧解难爱心小组 ” 组织会议进
行协商讨论， 在基层工会范围内发起募捐活动，
最终收集到募捐金额32741元， 职工激动地捧着这
份沉甸甸捐款表示： 在今后的工作中要将这份爱
和动力传递给更多的同事， 让大家感受到工作不
但有责任更有情谊。

在一次走访调研中， “排忧解难爱心小组”
发现通信专业一名新职工最近在实地培训中经常
精神不集中， 对于师傅提出的问题总是含糊其辞，

与平时学习刻苦、 认真钻研业务的他截然相反。
在与他交流后， 小组成员得知， 这位职工日常通
勤路程较远， 往返时间较长， 但由于刚刚入职，
不敢向领导提出自己的困难， 所以经常为此事分
心。 “排忧解难爱心小组” 成员了解到具体情况
后， 及时组织相关部门召开专题恳谈会， 与相关
部门进行多次沟通 ， 最终解决了这位职工的难
题———这名职工被调整到了新的工作地点。

在事情圆满解决后， 这位职工第一时间找到
了爱心小组组长说： “我作为新职工， 自己的困
难其实不值得一提， 没想到公司这么重视我们的
思想动态， 在培养提升业务能力的同时还从心理
疏导中解决我的实际生活困难， 让我有更多热情
和动力投入工作， 为轨道运营贡献一份力量。”

“排忧解难爱心小组” 的负责人表示， 工会
作为职工的 “娘家人”， 把职工的冷暖挂在心间，
把党和公司的关怀与温暖送到每一位职工的心坎
上， 让职工真切地体会到来自工会大家庭的爱，
把职工心理稳定工作办好， 是保障企业稳定发展
的一件大事。

“我深深地热爱着工会工作， 我要时刻牢记
工会工作的职责和使命， 努力用心做好每一件服
务职工的事儿。” 已经在工会工作了7年的北京市
首发天人生态景观有限公司工会干事王倍超深情
地表示。

2020年2月， 正值疫情高峰， 一天晚上8点，
王倍超仍在办公室里接听电话。 此时， 她与这名
生产部门的一线员工已聊了整整两个小时。 电话
那头的职工由一开始的愤怒、 不理解， 然后变成
了慢慢地平复了心情， 王倍超始终耐心地倾听着
对方的不满与抱怨， 并适时疏解对方情绪。 根据
当时公司疫情防控期间防疫规定， 这名一线员工
不能开车往返于北京与大厂之间看望怀孕的妻
子 ， 心里头十分难受 。 在她耐心地劝说与开导
下， 对方最终解开了心结。 这样的聊天场景， 在
王倍超几年的工会工作中， 不知遇到过多少次，
但无论何时何地， 每次为员工做完心理疏导后，
她的内心总有一种成就感。

近年来， 全市各行各业对员工心理关爱工作
不断加强， 她作为一名工会基层工作者， 为进一
步缓解员工工作压力 ， 在公司行政的大力支持
下， 她先后参与建设了职工健身活动室、 职工暖
心驿站、 妈咪屋等职工暖心场所， 受到了一线职
工的欢迎。

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 从今年春节
开始， 她就忙碌起来了， 奔波于协助部门负责人
开展日常防疫工作， 又多次到商场、 超市进行慰
问品采购， 通过电话、 微信、 走访等形式， 对外

地回京隔离员工进行多次慰问， 疫情防控期间，
她的工作更忙了 ， 从未准点下过班 ， 她常说 ：
“只要大家满意， 付出再多我都愿意。”

在做好防疫工作的同时， 公司工会加大对员
工心理关爱的力度， 结合公司实际， 策划开展送
疫情信息、 送防控知识、 送心理关爱、 送暖心服
务。 截至目前， 王倍超已为公司员工送去心理解
压、 防疫等知识推送89期， 发送200余条宣传信
息 ； 为了给员工解决疫情防控期间理发难问题，
她积极动员公司义务理发志愿者， 为60余人次义
务理发。 王倍超还设法组建首发生态公司心理小
教员队伍， 深入基层走访， 听取职工心声， 开展
谈心活动70余人次； 疫情防控期间， 王倍超又积
极开展防疫知识答题、 小型文体活动10余次， 增
强职工身体健康素质， 有效助力企业复工复产。

王倍超还积极关注员工的成长进步， 积极组
织开展公司劳动竞赛， 组队参加北京市园林行业
技能比赛。

“做好基层工会工作， 虽然并没有大家想象
的那么容易， 但不管工作多忙、 多累， 我都要努
力当好 ‘娘家人’， 要对得起公司、 对得起员工
对我的信任。” 王倍超说。

设备设施分工会“排忧解难爱心小组”：
北京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有限公司工会

□本报记者 白莹

职工心里有事 工会第一时间就知道

王倍超
首发天人生态景观有限公司工会干事

□本报记者 白莹

同事有心结 我就来帮一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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