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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义生
中建二局一公司深圳机场项目工会主席

□本报记者 马超

建设“心灵驿站” 为职工增加“精神福利”

淡蓝色的墙面 、 橘黄色的地板 、
原木色的办公桌 、 琳琅满目的书籍 、
悦耳的音乐……这里是中建二局一公
司深圳机场项目的 “职工心灵驿站”。
中建二局一公司深圳机场项目工会主
席王义生费尽心思， 让 “职工心灵驿
站” 变为了职工成长的 “减压阀” 与
“加油站”， 一百多名青年职工在这里
找到了心灵栖息的港湾。

王义生告诉记者， 机场项目工会
成立于2017年5月， 先后承担了9个机
场项目的施工生产任务， 其中不少是
急难险重的重点工程， 有的职工几个
月没有休息一天。 项目90后职工占大
多数， 入职一、 两年的新员工占45%，
他们工作节奏明显加快， 竞争压力不
断加剧， 有不少新职工产生了心理问
题， 但不敢找人倾诉。

王义生带领项目工会从硬件入
手， 投资建设了健身器材、 乒乓球室、
篮球场、 “悦读慧” 职工书屋等设施，
打造一个暖暖的 “家”。 工会干部又从
软件上推出 “职工心灵驿站”， 为职工
搭建心理疏导平台， 充当职工的心理
“减压阀”， 帮助职工更健康地生活 、
以积极的心态投入工作。 此举深受职
工的欢迎。

王义生还开展文体活动， 促使职

工间的沟通交流， 给心理减压。 面对
工程建设的繁忙和劳累， 项目工会利
用职工的业余时间广泛开展文娱活动，
例如， 在 “五一” 劳动节期间组织职
工健步走、 “五四” 青年节期间组织
职工进行演讲比赛、 端午节组织大家
一起包粽子、 中秋节又组织职工包饺
子 ， 还有项目图书角 、 周末篮球赛 、
职工运动会、 新年迎春晚会等。 这些
活动丰富了职工群众的生活， 增强了
职工队伍的团结稳定。

今年春节过后， 项目职工小韩刚
从男朋友家回到项目， 就痛苦地失恋
了 。 当时正赶上防控新冠肺炎疫情 ，
大家被隔离在各自的宿舍中。 小韩找
不到倾诉对象， 憋闷得无法正常生活，
在朋友圈里晒心情 ， 发表消极言论 ，
甚至轻言生死 。 王义生得知情况后 ，
就上门找她聊天， 听她倾吐心声， 引
导她正确看待恋爱和人生生活， 调节
释放失恋情绪， 以健康向上的心态投
入工作， 引导树立正确的人生观、 价
值观。 连续经过几次心理疏导， 小韩
终于从失恋阴影走了出来， 又热情地
投入到工作中， 还参加了 “歌王争霸
赛 ”， 利用一切业余时间学习专业知
识， 愉快地参加了一级建造师考试。

王义生在加强职工的心理疏导和

心理健康服务的同时， 也在搭建青年
员工平台 ， 在职工人生的 “加油站 ”
方面下足了功夫。 王义生非常重视青
年员工培养， 平时给他们搭台子， 关
键时候给他们压担子， 让青年员工们
充分施展自己才能， 在各个岗位上形
成比、 学、 赶、 帮、 超的学习热、 工
作潮。

“在深圳机场项目这一年， 相当
于在其他项目三年。” 职工蔡胜德这样
说。 他仅仅用了一年时间成长为一名
独当一面的商务专才， 期间连续拿到
了七个第一名， 还有另外的三个奖项，
前不久， 蔡胜德被任命为项目主持工
作的商务副经理。 他回忆， 导师带徒
协议刚刚签完， 项目部和他的导师就
找他谈话， 告诉他实现快速成才之路，
一要有 “思路”， 清晰地理清自己的方
向 ， 一切围绕自己的目标孜孜追求 ；
二要有 “方法”， 找准适合自己的工作

方法， 不要盲目地去做； 三要有 “效
率”， 在最短时间内完成得效果最好。
有心的小蔡当晚在自己日记中记下了
这些话。 一年来， 他常常把这些话翻
过来看看。 他觉得这几句话能指引他
向前走， 是他前进的 “加油站”。 这一
年， 小蔡除了商务工作外， 晚上、 周
末的时间全用在了 “充电加油 ” 上 。
一年来， 小蔡的收获不小， 他参加了
自考专升本， 加足了马力， 力求从大
专升本科， 从商务到技术， 快速地全
方位提升自己。

王义生告诉记者： “职工心灵驿
站” 实施三年来， 让员工找到了心灵
栖息的港湾， 为员工减了压， 让员工
成了才。 有了 “职工心灵驿站” 的帮
助， 员工的心情变好了， 能在岗位上
开开心心地工作， 幸福指数不断提升。
帮助职工实现人生价值， 是企业最大
的 “精神福利”。

“我之前负责在职困难职工的解
困帮扶工作。 解困帮扶工作一直是丰
台区总工会和长辛店街道办事处一项
重点工作， 尤其是在疏解低端产业及
长辛店大街棚改期间。 当时我们在册
的困难职工比较多， 这些职工普遍年
龄偏大， 文化水平偏低， 经济比较困
难， 心理压力比较大， 这就要求我们
工会工作者在跟他们进行交流的时候
需要更多的耐心和细心。” 丰台区长
辛店街道总工会专职工作者孔凌飞对
记者说。

孔凌飞在2015年考取了心理咨询
师的三级证书。 有了专业知识， 为职
工提供起服务来 ， 也就更得心应手
了。 “在跟职工沟通过程中， 很多职
工是带着情绪来的。 我要知道他们的
情绪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并尽力为他们
提供服务。” 孔凌飞说， 在为职工服务
期间， 她更关注职工的心理疏导。

孔凌飞说， “金秋助学” 一直都
是工会对困难职工帮扶的一项重要举
措。 在与困难职工接触中， 她也用上
了心理疏导工作方法。 她跟记者分享
了这样一个例子： 一天， 一位困难职
工气冲冲找到了工会服务站。 孔凌飞
和同事一起接待了他。 原来， 他的孩

子要申请金秋助学， 需要提供一些证
明， 因为孩子在外地， 证明开起来很
麻烦。 职工生气地说： “申请太麻烦
了！ 我不想申请了。” 孔凌飞了解到这
位职工家庭经济条件困难， 不会轻易
放弃助学资助。 他说的不想申请不是
其真实想法 ， 只是由于办手续麻烦 ，
他带有情绪， 才说的气话。 孔凌飞理
解他的心情， 如果孩子在京就读大学，
那么申请手续相对要简单一点。 孔凌
飞和同事们让职工把糟糕的情绪发泄
完， 对他进行了安抚。 然后他们跟职
工所在企业工会负责人联系， 又跟上
级工会组织反映他的情况， 最终协助
他把申请递交了上去。 事情得到圆满
的解决， 那位职工非常开心， 专门跑
来感谢他们。

孔凌飞有一次接触到了辖区一位
困难女职工。 她了解到： 这位女职工
在丰台区内的企业务工。 当时面临离
职， 经济状况不好， 女职工觉得生活
艰难辛苦， 情绪低沉。 为了疏导女职
工的情绪 ， 孔凌飞以她的孩子切口 ，
引导这位女职工想想自己美好的生活
前景———孩子正在读大专， 专业很好，
就业前景很乐观， 而且孩子也很懂事，
爱人的单位还给她家提供了住宿条件。

“我先认真倾听她的经历、 了解她的现
状， 然后跟她说， 现在虽然辛苦， 可
是孩子就业之后， 家里的经济困难就
基本上解决了， 到时候好日子就来了。
让她发现自己还拥有很多。” 孔凌飞告
诉记者， 在多次沟通后， 这位女职工
对她也很信任。 “她的社保面临断档
时， 她向我咨询是不是可以不续交社
保？ 我说最好把社保续交了， 退休后，
退休金是她生活的重要保障。 她认真
点点头， 说自己会把社保赶紧续上。”
孔凌飞说。 让孔凌飞很高兴的是， 不
久后这位女职工也找到了新工作， 精
神状态也越来越好了。

“在对职工进行心理疏导时， 我
觉得倾听是最重要的， 当真实的感受
表达出来之后， 职工的情绪就会好很

多， 然后我们会尽全力为他们提供一
些有益的咨询和帮助， 这让职工对我
们十分信任。” 孔凌飞介绍。

有一位40多岁的男职工， 处于待
业状态， 经济困难。 找到工会时， 他
很焦虑， 觉得自己年龄大， 学历不高，
再就业有难度。 孔凌飞一面安抚他的
情绪， 一面积极收集企业就业信息推
荐给他， 在大量的沟通推荐后， 这位
职工如愿找到了新工作， 生活也重新
回到了正轨。

“我们会面对很多不同层次的职
工 ， 有些职工对一些政策不太了解 ，
就需要我们工会专职工作者更多的耐
心、 细心， 这样才能更好地为他们提
供服务， 让职工们感受到来自工会的
温暖。” 孔凌飞最后感慨地说。

孔凌飞
丰台区长辛店街道总工会专职工作者

□本报记者 余翠平

考取心理咨询师证 做职工思想工作更有章法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