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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石海芹

“申请出战、护航冬奥！ ”

□本报记者 马超

“奉献在基层 ， 服务为职
工， 这是我从事工会工作11年以
来不变的初衷。” 王进平是平谷
区兴谷街道工会服务站副站长，
从2010年9月开始从事工会工作，
2021年获北京市优秀工会工作
者。 11年的工会工作让王进平深
感不易， “磨破嘴皮子” “踏破
鞋底子” 是她的真实工作写照。
但每当看到自己的工作让职工的
困难得到妥善解决， 她便感到又
有了使不完的劲儿。

促建会是工会工作者的重要
工作之一， 但推进建会工作并不
是像旁人想象的那样轻松， 遭遇
误解、 吃 “闭门羹” 可以说都是
“家常便饭”。 建立兴谷街道办事
处光明社区联合工会的过程便让
王进平至今记忆犹新。

光明社区联合工会服务的北
大市场位于平谷区中心地带， 毗
邻城市主干道， 社区环绕， 是由
众多个体商户组成的一个大规模
商业集散地， 经营类型从食品到
服饰种类繁多。 个体商户思想差
异较大， 对工会和相关政策制度
了解不全面， 存在误区及盲区。

“在建立联合工会的过程
中， 兴谷街道服务站的工作人员
分成四个小组 ， 按管理区域划

分， 每个组负责一个区域， 并解
决过程中所遇到的问题。” 王进
平回忆道。

王进平所属小组在最初拜访
商户时 ， 面对的第一个问题便
是： 绝大部分商户根本不知道工

会是什么样的组织， 对工会的拜
访存在抵触心理。 “不要影响我
做生意， 我不感兴趣。” “以后
再说吧， 我现在有点忙。” “感
觉你们是骗人的。” 往往工作人
员刚讲完一句话 ， 便直接吃了
“闭门羹”。

建会遇到挫折， 王进平没有
气馁。 回到工会服务站后， 王进
平和同事们立即召开工作会议，
商讨相应的解决措施， 重新调整
工作方式方法。

“为了取得商户的信任， 我
们对大部分商户以拉家常的方式
进行沟通， 逐步建立联系， 然后
再酌情向商户介绍工会的相关工
作， 以及加入工会的好处。 对难
以取得进展的商户， 我们就耐心
沟通， 不断向其讲述相关政策制
度， 以及加入工会的好处， 直到
商户们完全理解认可为止。” 王
进平说。

有一位个体商户刚入会不
久， 便向王进平反映个人实际困
难， 希望得到工会的帮助。 得到
消息后， 王进平和同事们立即赶
往其家中， 进行实地入户了解。
在入户过程中， 王进平了解到，
该商户身患疾病， 孩子处在上学
阶段， 没有其他收入来源， 连开

店的钱都是借的， 得病后更是让
他的生活雪上加霜 。 了解情况
后， 工会服务站及时帮他申请了
临时医疗救助， 解决他的实际困
难。 工会的贴心优质服务一下便
得到了广大商户的认可， 商户们
纷纷开始加入工会。

近年来， 为了把快递员、 外
卖送餐员等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吸
引到工会中， 王进平带领工会服
务站工作人员多次对兴谷街道辖
区内6家快递行业进行实地走访，
了解企业实际情况， 组织开展座
谈会并现场答疑， 同时将工会的
就业服务 、 法律援助 、 金秋助
学、 困难职工帮扶、 送温暖等服
务向快递小哥们讲明。

为了切实服务好新就业形态
劳动者， 解决他们的实际困难，
工会服务站在平谷区总工会的支
持下组织辖区内100多名快递员
进行健康体检， 并把建设 “小哥
之家” 定为下一个目标。

“通过打造 ‘小哥之家’ 户
外劳动者休息区 ， 实现小哥们
‘累了来歇脚、 渴了来喝水、 饭
凉来加热、 没电来充电’， 以此
增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获得
感、 归属感和对工会组织的认同
感。” 王进平说。

北京燃气人写下请战书：

———记平谷区兴谷街道总工会工会服务站副站长王进平

“我申请出战 ！ ” “我请
战！” 一封封慷慨激昂的请战书，
发出北京燃气人最血性的呐喊。

北京冬奥会、 冬残奥会开赛
在即，作为燃气服务保障单位，北
京燃气集团加快统筹部署， 着力
提升燃气服务保障能力和服务水
平。在北京燃气集团召开的“冬奥
会、冬残奥会服务保障”誓师大会
上， 一个个让人热血沸腾的誓言
场景， 一个个激励人心的动人故
事，彰显着北京燃气人“能拼搏、
能奉献”的责任与担当。

赓续奥运精神
筑梦“双奥”荣光

“我承诸： 作为燃气人， 我
必将以高度的使命感、 荣誉感，
奋战在冬奥保障第一线， 精心守
护平安冬奥。” 这封言辞铿锵有
力的请战书， 出自五分公司职工
张松涛之手， 奥运会对于张松涛
来说有着特殊的意义。 2008年是
张松涛参加工作的第13个年头，
也是他至今都难以忘怀的一年。
那时的张松涛在经历层层选拔
后， 成为北京燃气集团火炬运行
团队中的一员。 当奥运圣火在鸟
巢上空熊熊燃起， 他内心满溢着
身为中华儿女的自豪感和作为北
京燃气人的使命感，14年弹指一
挥间，奥运指针夏复冬始，冰雪奥
运的大幕徐徐展开。

作为北京燃气集团奥运保障
团队的“老将”，张松涛再次请战
出征，奔赴“双奥”之约，踏上冬奥
保障新征程。 “我将立足岗位，切
实履行冬奥保障的使命和责任，
以无畏的决心和坚定的信念，全
力以赴做好各项冬奥保障服务工
作， 保障首都城市 ‘生命线’！”
一朝请战书写下， 一心保障为冬
奥 ， 为践行自己的 “双奥 ” 之
诺， 张松涛立足岗位冲锋在前，
无论是保障冬奥开展的燃气安全
宣传、 隐患排查， 还是燃气公司
开展的冬奥保障专项培训、 应急
演练， 他都用实干交出了一份份
满意答卷。

主动请战保冬奥
延续世园燃气情

“我自愿申请到冬奥会燃气
服务保障第一线， 为赛事燃气安
全稳定运行贡献自己的一份力
量。” 延庆公司职工蔡宝武郑重
写下誓言。

服务冬奥是一份特殊荣耀和
神圣职责， 延庆地区的人们强烈
地感知到了这份情感。 看着家门
口建起的雪游龙、 雪飞燕， 无言
的骄傲在蔡宝武心中油然升起。
作为延庆公司的一名燃气人， 蔡
宝武心里也怀揣着无比的期待，
想为保障护航这场盛事出一份
力。

说到保障护航， 蔡宝武经验
丰富， 特别是在2019年世园会服
务保障工作中， 他以重要保障人
员的身份， 担当着园区的燃气管
网 “安全卫士”， 出色完成了162
天的保障任务。 这一次， 他想继
续在自己的 “主场” 献力。 可是
作为运营服务部的一名调度人
员， 蔡宝武并不在此次保障队列
当中， 于是他主动递交请战书，
要求前往驻守保障第一线。

看着蔡宝武的坚定决心， 结
合他过往的优异表现， 最终领导
批准， 他光荣地成为了冬奥保障
专班的一员。

为了尽快掌握赛事服务保障
相关工作要求， 蔡宝武争分夺秒

进行 “充电”， 学习应急保障方
案、 积极参与各项演练， 不断夯
实自身应急保障能力， 同时不忘
本 职 ， 利 用 调 度 优 势 ， 通 过
SCADA系统 、 LNG监控系统 ，
认真监测管网运行状况， 有力保
障驻地燃气安全平稳运行。

使命在肩、 初心如磐， 蔡宝
武在冬奥的 “战场” 上将续写深
深燃气情， 承诺以严谨、 细致、
高效的工作作风 ， 为 “平安冬
奥” 交上一份满意的答卷。

一声号令风雷动
多般武艺践承诺

“迅速成立一支冬奥服务保

障小队， 挑选精兵强将驻守延庆
赛区燃气站箱三个月！” “我请
愿！” “我上！” 在高压管网分公
司工程一所， 邢雷、 李润超、 李
涛、 刘鑫、 毕佳腾、 董龙6名职
工集结写下请愿书。

工程一所这份保驾体育盛事
的向往和执着， 可以追溯到1990
年。 1990年亚运会的燃气工程，
包括埋线、 调压站、 外墙爬管以
及火炬头的焊接， 都是由工程一
所的前身———煤气公司管网所检
修队完成的。 到了2008年北京残
奥会， 工程一所的老职工们参与
到了奥运现场的保障工作中。 现
在， 年轻人摩拳擦掌， 想延续这
份荣光。

为了能在冬奥服务保障任务
中一展北京燃气人的风采， 工程
一所的职工们加快了奋进的步
伐 。 带队班长邢雷苦练焊接技
能， 在北京燃气集团职工技能大
赛焊工决赛中取得了第二名的好
成绩； 青年党员董龙、 毕佳腾充
分发挥先锋模范作用， 积极参加
专项培训， 以演代练， 不断加强
自身业务技能， 为冬奥服务保障
工作做好充分准备； 李涛和刘鑫
两名青年职工则以志愿服务的形
式积累起宝贵经验。 每个人都在
用自己的方式， 践行着护航冬奥
的有力承诺。

冬奥服务保障工作已进入全
力冲刺的关键时期， 任务更重、
节奏更快， 高压管网分公司工程
一所6名职工表示， 将切实履行
服务保障责任， 发扬敢担当、 能
奉献的精神， 全力投入冬奥服务
保障工作中， 站好北京燃气人的
责任落实岗。

一封封言辞恳切的请战书，
让人热血沸腾， 还有更多北京燃
气人在各自的岗位上， 诉说着护
航冬奥的坚定决心。

建会“磨破嘴皮子” 服务“踏破鞋底子”
■首都工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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