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为持续深化企业文化建设， 更好推动企业职工间的沟通与交流，
北京建工一建公司工会日前为40名参加工作30年以上的老职工举办了
重阳登高比赛活动。 活动让职工在紧张的工作之余放松了身心、 锻炼
了体魄。 本报记者 曹海英 摄影报道

“您的血压偏高， 一定要注意按时吃药， 现在换季了， 得格外注
意。” 又到了为劳模体检的日子， 10月11日至12日， 大兴区体检中心
如约迎来了全区的劳动模范们， 110余名在册劳模在大兴区总工会工
作人员的陪同下， 顺利完成了健康检查。 据悉， 连续开展近十年的组
织劳模体检活动， 已成为大兴区总工会服务劳模的品牌工作之一。

本报记者 孙艳 摄影报道

22002211年年全全国国职职工工乒乒乓乓球球大大赛赛在在京京开开幕幕

工工会会干干部部蹲蹲点点日日记记 深入了解行业
才能更好地提供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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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我为职工办实事———关心关爱新就业形态劳动者

到基层调研已经有两个月
了， 我所分到的小组是由市政法
卫文工会牵头的蹲点十组 ， 主
要 调 研 护 工 、 护 理 员 的 建 会
入会问题 。 从七月下旬开始 ，
我 们 已 经 陆 陆 续 续 走 访 了 十
几 家 与 护 工 、 护 理 员 相 关 的
企 业 、 培 训 机 构 和 医 院 。 这
次蹲点调研是我第一次真实地
调查、 走访这样的行业， 也给刚
刚走出校门、 参加工作不久的我
上了生动的一课。

通过与各个企业和护工们面
对面的交流， 在多次座谈与访谈
之中， 我们从企业与劳工两个角
度分别了解了这个行业对于它的
从业者们的意义与价值。

护工是一个准入门槛并不很
高的职业， 但其又是在当今社会
下， 每个家庭面对突发疾病与意
外时必不可少的群体。 他们出现
在病人最脆弱的时候， 照顾病人
的所有基本生活日常———从饮
食、 起居、 服药到排泄、 清洁，
面面俱到。 大部分护工提供的服
务都是24小时不间断的， 这也就
意味着， 他们要与患者同住在医
院， 大部分时候都只有一张简陋
的折叠床 ， 甚至有人还打着地
铺。 他们往往来自外省农村， 下
工以后也只能住在医院外单位租
赁的集体宿舍或医院的地下室等
待公司安排的下一次工作。 这个
群体为患者提供的是最基本的生
活保障， 但他们的名字却往往不
会出现在大部分故事和新闻当
中。

9月8日， 我们一行人赴北京

市第六医院拜访驻院护工。 在座
谈中我们了解到， 这些护工从业
者们大多数是女性， 年龄集中在
45岁到60岁之间， 没有接受过很
高的教育， 本身并不具有其他生
活技能， 此前的生活也基本都只
是务农， 照顾家人等。 虽然在我
们眼中， 这个职业没有值得炫耀
的名号和高薪筹， 但从访谈中得
知， 许多护工大姐们从事护工的
收入已经达到了家中以前丈夫收
入的几倍， 如今成为了家里的经
济支柱。 这份在我们看来不起眼
的工作， 实际上将她们从农村的
家中带入了城市的职场， 也让她
们实现了经济独立， 更是支撑起
她们的子女与家人的开销。 她们
牺牲了陪伴家人的时间， 在中年
的末尾勇敢地踏出了人生中全新
的一步， 在亲人们的质疑与阻力
中， 来到陌生的环境， 努力创造
着属于自己的经济价值与社会价
值。

而更让我惊讶的是， 许多对
于护工们工作、 生活现状的思考
都是在企业中的管理人员们在我
们走访调研的座谈中提起的。 在
企业走访中， 不乏有很多有情怀
的公司总经理、 董事长们向我们
讲述着这个职业的不容易， 这个
行业的价值和意义， 并向我们描
述着他们对这个行业未来的期待
和愿景。 对于护工们的工作环境
问题、 行业标准问题和职业培训
问题， 很多企业都在积极做着改
革与试点 ， 不倦地寻求解决方
式， 在管理模式与服务模式上推
陈出新。

深入了解一个行业， 亲眼所
见一种职业， 才能真正体会到它
的不易和价值。 这次蹲点调研的
工作让我看到了这个不起眼却格
外真实的社会细节， 向我揭示了
一个群体鲜为人知的辛酸与这些
勤勤恳恳的劳动者对生活的不放
弃、 刻苦与奋进。 作为工会的一
员， 这些真实的见闻让我更加明
白， 等待我们解决的问题还有很
多， 还有许多职业是缺乏劳动保
障和生活保障的， 还有许多的行
业的劳工关系和现行模式需要改
善， 这些都需要有担当有温度的
工会人去了解 、 去改变 、 去奉
献。

基层蹲点的工作旨在让我们
倾听群众呼声、 了解群众诉求、
服务群众需求， 这一段时间的调
研让我对工会、 劳动和职业都有
了更深刻的认识， 也更加明白了
自己作为工会人的使命和任务。
在未来的日子中， 我将坚守自己
工会人的位置， 尽最大限度发挥
我的力量 ， 切实为群众谋求福
祉。

市工会干部学院科研处
张烨娃

本报讯 （记者 周美玉 )
在昌平区天通苑北街道华联家
圆驿站， 天通苑北街道与北京
清华长庚医院近日联合举办了
“聚合力 建家园系列活动———
小哥义诊”， 为50余名快递小
哥、 外卖骑手送去了健康和暖
心关爱。

活动现场， 利用排队等待
时间， 街道工会工作人员宣传
指导入会， 并解答外卖小哥关
于入会的问题。 随后， 北京清

华长庚医院的6名医护人员进
行了义诊活动。 医护人员一边
测量血压和血糖， 一边耐心地
解答外卖小哥们提出的各种
疑问。 同时， 还向外卖小哥们
发放了200余份脑卒中宣传手
册， 包括 《脑卒中预防和康复
基本知识 》 《预防卒中 你我
同行》 《重视房颤 预防卒中》
等。

“医生告诉我血压偏高 ，
并嘱咐我要注意饮食规律， 睡

眠时间也要有保证。” 美团外
卖小哥栗亮亮说： “之前送外
卖都是别人给我们好评， 今天
我们也要为现场的工作人员和
医护人员点赞， 他们把关爱服
务送到了我们心坎里。”

天通苑北街道工委副书记
郭春梅表示： “未来， 街道还
会为 ‘小哥 ’ 群体提供多样
化、 精细化的服务， 增强他们
的幸福获得感、 社会融入感和
对天北街道的归属感。”

本报讯 （记者 白莹 ） 由全
总文工团推出的大型交响音诗画
晚会 《亿万职工心向党》 将于10
月28日在北展剧院首演。

整台晚会以 “永远跟党走
奋进新征程 ” 为主题 ， 通过朗
诵、 戏剧情景表演与多媒体影像
串联节目， 将交响乐团演奏， 领
唱 、 情景化合唱 、 表演唱相结
合。 整场演出由1个短片、 1个仪
式、 6个语言段落与15首歌曲构
成， 总时长约80分钟。

全总文工团党委书记、 团长
孙文彬表示 ， 《亿万职工心向
党》 的创作和推出是全团艺术家
向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一百周年
献上的一份厚礼， 充分展示中国
共产党伟大历程与辉煌成就， 大
力讴歌党 、 讴歌祖国 、 讴歌人
民、 讴歌英雄， 大力弘扬劳模精

神、 劳动精神、 工匠精神， 豪迈
抒发亿万职工坚定不移听党话，
矢志不渝跟党走的壮志豪情。

据悉， 本台晚会演出曲目以
同名专辑歌曲 《亿万职工心向
党》 为基础。 在近日举行的晚会
首演新闻发布会上 ， 全总文工
团合唱团与产业工会职工代表
共同演唱了这张专辑的主打歌
《亿万职工心向党》。

全总文工团常务副团长、 著
名歌唱家陈思思介绍， 这张由全
总文工团和中国唱片总公司联袂
推出的专辑于今年年初启动， 在
全国各级工会范围内征集到600
多首歌曲 ， 经过专家评审选出
100首优秀的获奖歌曲， 41首选
入专辑 《亿万职工心向党》， 其
中包括20首礼赞劳动者的歌曲，
21首歌颂党、 歌颂祖国的佳作。

为期三天的2021年全国职工乒乓球大赛10月12日在京开幕， 共有
来自全国各地的31支代表队近300位选手参赛。 开幕式上， 著名乒乓
球运动员张继科、 丁宁、 侯英超、 李佳原进行了表演赛。

本报记者 白莹 陈艺 摄影报道

“五送保障”关爱网约送餐员

《亿万职工心向党》将于本月底首演

一一建建老老员员工工重重阳阳赛赛登登高高

大大兴兴劳劳模模享享健健康康体体检检

本报讯 （记者 陈曦 ） 近
日， 广内街道总工会开展了新
就业形态劳动者群体专场沟通
会———网约送餐员专场， 通过
开展入会宣传及相关政策咨询
服务， 共吸纳150名网约送餐
员加入工会组织。

广内街道辖区餐饮业覆盖
较少、 没有综合的大型购物中
心， 广内街道总工会工作人员
通过入户摸排走访的形式， 分

批来到送餐员的集中地、 餐饮
超市门店、 各个街巷等地点展
开工作， 现场指导他们扫码入
会。

广内街道总工会相关负责
人介绍 ， 街道总工会针对美
团、 饿了么等网约送餐员提供
入会宣传及相关的政策咨询服
务， 同时将 “五送保障” 送到
他们手中， 为他们介绍保障内
容、 范围以及理赔方式等。

活动现场， 工作站人员将
扫码流程制作成易拉宝和简易
板两种， 互助保障内容和工作
站的联系方式印在一张A4纸
上， 方便送餐员拍照留存。

据介绍， 经过两周多的努
力 ， 此次专场沟通会共吸纳
150名网约送餐员加入工会组
织， 扩大了工会组织覆盖面，
做到了以服务促建会， 以建会
促发展。

广内街道总工会开展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群体专场沟通会

天通苑北街道为“小哥”爱心义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