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党的十八大以来 ， 我国组建医联体1.5万个 ，
推动相关优质医疗资源扩容下沉； 居民个人卫生支
出所占比重下降到27.7%……这是记者从国家卫生
健康委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的 。 （7月22日 新华
社） □王琪

“不用挂号， 不用交费。 出
了办公室来 ‘职工健康小屋 ’，
就可以进行免费自助体检， 真是
太方便了。” 7月14日， 华能山西
分公司的 “职工健康小屋” 在投
入使用一段时间后得到了广大职
工的点赞。 （7月25日 《山西工
人报》）

“职工健康小屋” 占地80余
平方米， 配备全自动身高体重测
量仪、 医用电子血压仪、 血糖尿
酸胆固醇多功能分析仪、 人体成
分分析仪等多种专业智能检测设

备和急救药箱、 健康保健等专业
图书 。 专业检测设备智能 、 便
捷、 实用， 可轻松实现全程自助
检测 ， 并提供全面 、 准确 、 简
便、 快速、 持续的健康监测与查
询服务。

随着工作和生活节奏的加
快， 人们越来越重视自身健康。
一年或者几年一次的体检， 已经
难以满足职工的需求。 换言之，
有的病症等到单位组织体检时才
被发现， 可能就错过了最佳干预
时间。 建在身边的 “职工健康小

屋”， 可以让职工及时了解自身
健康状况， 发现身体健康出现问
题可以迅速采取进一步措施， 这
无疑更有利于职工的健康。

“职工健康小屋”， 彰显出
对职工身体健康的大爱。 它将职
工的疾病防治工作关口前移， 将
职工的健康防线织细织密， 让职
工在单位享受到优质健康服务的
同时 ， 体会到单位的关心和厚
爱。 这份关心和厚爱， 无疑会变
成回报工作、 回报单位的强大动
力。 □余清明

戴先任： 由北京市城市管理
委组织编制的 《北京市户外广告
设施设置专项规划 ( 2021年—
2030年 ) (征求意见稿 )》， 近日
面向社会征求意见 。 《专项规
划》 根据城市功能定位和空间结
构布局 ， 明确了商业户外 广 告
设 施 三 类 设 置 区 域 的 划 分 标
准 。 对 户 外 广 告 要 进 行 规 范
化 管 理 ， 要让户外广告也成为
一种艺术， 成为城市的一道亮丽
的 “风景线”。

工会改革 “强三性去四化”，
工会领导机关干部下基层的活动
越来越多了， 从起初的 “当一天
工人， 体验职工生产生活”， 到
去年的 “蹲点工作组， 攻克 ‘急
难愁盼’”， 再到今年的 “转作风
解难题 促发展保稳定”， 各地涌
现了许多成功实践和先进经验。
下一步如何做， 应该成为工会领
导机关及其干部们思考的课题。

近日与几位 “老工会” 聊起

工会改革， 一个几乎一致的话题
是： 工会机关干部下基层， 不能
是由于上级要求， 搞几次活动，
“忙活一阵子 ”， 更不能 “一阵
风”， 而是应该作为工会工作者
的基本要求， 坚持不懈， 始终如
一。 这番话的背后， 不仅是经验
之谈， 更包括对于工会工作本质
的深刻认知。

工会是职工群众的组织，基
本职责是维护与服务， 工作对象
就是广大职工群众， 离开了职工
群众，工作就是无的放矢，更谈不
上成效。因此，密切联系职工群众
是做好工会工作的基本前提和基
本要求。这一点，对于基层工会的
干部来说，不是什么问题，因为他
们每天都在与职工群众面对面打
交道，甚至“在一口锅里吃饭”，但

对于各级工会机关干部而言，恐
怕多多少少都“有距离”。

“老工会” 所言， 有一个背
景： 早年的工会领导机关， 许多
干部是从基层工会锻炼、 提拔上
来的 ， 与职工群众有一种 “天
然” 联系， 而且有许多工友是亲
密无间的朋友 。 他们做工会工
作， 不仅非常了解下情， 而且往
往能够做到 “点子上 ” “关节
处”。 时过境迁， 今天的工会领
导机关， 有了越来越多的从家门
到校门 、 从校门到机关门的干
部， 有的在机关 “蹲” 了多年，
仍对基层职工群众的生产、 生活
缺乏了解， 更谈不到深入， 因此
才出现了许多报道他们下基层
“穿上厚重的工作服， 戴上安全
帽， 感到十分新奇” 的描写。 老

实说， 这对于工会工作者来说，
不是什么荣光的事情。

工会机关干部 下 基 层 ， 密
切 联 系 职 工 群 众 需 要身心投
入， 了解他们的柴米油盐、 喜怒
哀乐； 了解他们的所思所想、 急
难愁盼……做起工作来才能够
“投其所好 ”， 做到 “人心里 ”，
才能使工会工作真正的 “接地
气”。 我们常说， 工会是职工群
众的 “娘家人”， “娘家人” 怎
样体贴自家人， 给力不给力、 关
怀够不够， 要靠具体表现说话，
衡量一下并不难。 真正做到了，
就不是搞几次活动， 蹲几天点儿
就能够实现的， 当然需要坚持不
懈， 始终如一。

“老工会 ” 还谈起一件往
事： 某位从劳动模范成长起来的

全总领导说过， 几十年来， 我始
终和当年厂里的几位 “老伙计”
保持着联系， 他们可以随时告诉
我职工群众在想什么， 有时候还
能够帮我出主意、 想办法、 做工
作。 这番话体现了一种情怀， 同
时告诉我们一个道理： 越是工会
高层领导， 越需要知道基层职工
群众的真实思想、 动态。 由此推
论， 如果我们每个工会机关干部
都能够在基层职工群众中交几个
知心朋友， 能够推心置腹， 无话
不谈， 对于做好工会工作必定是
极大的利好。

工会改革任重道远， 转变作
风、 密切联系职工群众是一个重
要课题， 各种活动要搞， 蹲点工
作应该坚持， 更重要的是常态化
的坚持。

■长话短说

■网评锐语

新闻【快评】02

■有感而发

■每日图评

□张刃

■劳动时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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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休息时就在车间找个
地方靠墙眯一会儿， 现在一到休
息时间就想去 ‘工间活动站 ’，
放松下身体和精神。” 在中国远
大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轿厢车间，
工作了11年的电焊工杨占忠在车
间 “工间活动站” 说。 去年， 该
公司按照辽宁省沈阳市总工会制
订的标准， 在轿厢车间建了首个
“工间活动站 ”。 后来应职工要
求， 公司在两个厂区、 19个车间
全部建起 “工间活动站”。 （7月
25日 《山西工人报》）

据报道， 为了更方便一线职
工工间休息， 沈阳市总工会今年
取消了活动站面积的限制， 企业
可结合车间班组实际情况确定，
在生产线附近等地方拟建 “工间
活动站”。 同时， 功能设置上可
以更加灵活多样， 设施配备可根
据职工休息 、 生活实际需要而
定， 不作硬性规定。

一线职工是企业发展的基
石， 为他们提供温馨舒适的休息
场所， 使他们身心愉悦地工作和
生产， 不仅能够生产出更多的优
质产品， 而且也是对劳动者的尊
重。可是，一些企业特别是小微企
业由于受客观条件的限制， 在职
工“工间活动站”的建设过程中，
要么因为活动站的面积不达标而
建不了， 使一线职工可望而不可
及； 要么活动站离职工工作的地
方较远，让职工感到不方便。

笔者以为， 沈阳市总工会设
身处地想一线职工所想， 从实际
出发， 取消活动站面积限制的做
法，一方面，解除了束缚企业“工
间活动站”建设上的条条框框，可
以让他们放开手脚， 结合车间班
组的实际情况， 灵活多样地建好
车间、 工地等地方的活动站， 让
“工间活动站” 多起来、 旺起来，
真正解决了职工活动缺场所缺设
施的问题， 满足了一线职工的实
际需求。 另一方面， 职工身边的
“工间活动站”， 还积极营造了健
康轻松的休息环境， 让一线职工
感到更加方便和实用， 既可以劳
逸结合， 以充沛的精力更好地投
入工作， 又感受到了 “娘家” 的
体贴和关怀， 提升了幸福感， 值
得加以学习和推广！ □费伟华

工会改革任重道远， 转
变作风、 密切联系职工群众
是一个重要课题， 各种活动
要搞， 蹲点工作应该坚持 ，
更重要的是常态化的坚持。

“健康小屋”彰显对职工的大爱

■世象漫说

成效显著

据报道， 暑假期间， 河南省
焦作市温县第三实验小学为当地
职工子女提供爱心托管服务。 学
校组织体育 、 音乐 、 美术 、 手
工、 太极拳等社团， 学生们积极
参与 ， 乐享假期 。 （7月 22日
《工人日报》）

爱心托管， 给孩子们的暑假
撑起了一片快乐的天空 。 据了
解， 各地相关部门在暑假推出的
青少年体育夏令营、 青少年暑假
社区托管等活动 ， 促进学校教
育、 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的有机
衔接， 让青少年学生度过一个文
明、 安全、 快乐的暑假。 笔者认
为， 爱心托管让多方受益， 值得

提倡。
对于孩子来说， 在爱心托管

班里， 他们可以享受属于自己的
快乐与收获。 不少孩子在暑假里
不是上各种补习班 ， 就是玩手
机、 看电视， 身心都很累。 而在
爱心托管班里 ， 精心安排的活
动， 不仅可以让他们学到更多课
本之外的知识， 而且可以让他们
参加一些喜爱的体育活动， 有利
于身心健康， 还可以让综合素质
得到全面发展。

对于家长来说， 每到暑假 ，
总是担忧家里的孩子无人关照，
而现在有了爱心托管服务， 家长
没有了后顾之忧， 可以把精力全

部放在工作上。
对于社会来说， 爱心托管，

给我们树立了好的典范， 创造了

关爱孩子的良好氛围， 更有利于
家庭和睦与社会和谐。

□周开华

徐曙光： 随着生活条件的不
断改善， 人们越来越重视身体健
康。 特别是老年人， 更加注重养
生保健。 但媒体调查发现， 当前
在一些地方， 保健品市场乱象丛
生， 保健品宣传成了虚假广告重
灾区。 预防 “保健品坑老”， 需
要各方发力多管齐下。 监管部门
应加大对保健品市场的监管力
度， 老年人也要增强自身的防范
意识， 不要贪图一些小便宜随意
购买保健品。

爱心托管让多方受益

让户外广告成为
城市“风景线”

让“工间活动站”
多起来、旺起来

工会机关干部下基层需要常态化的坚持

预防“保健品坑老”
需要各方共同发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