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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会动态■

家在哪里？对于中国铁路西安局集
团有限公司的职工们而言，家就是那无
限延伸的钢轨和流动的绿皮车，年复一
年，日复一日地在铁路线上……

家是什么？家在前方。工务机械段
是中国铁路西安局集团公司管内唯一一支
流动施工的机械化线路大中小修队伍，长
年在封闭网内对铁路进行捣固、换轨、清筛
等高强度劳作。工无定时，休无时段。

如何让职工在企业安心工作、舒心生
活？中国铁路西安局集团有限公司工务机械
段工会的暖心之作是：用心打造流动的“家”
文化，给职工的心灵安一个“固定的家”。

温暖之“家”：让职工有归属感

近年来，该段工会不断推动职工健康
与职工健身深度融合，统筹推进职工健身

公共设施配套建设，段工会筹集50.5万元，
为一线固定车间相继建成职工健身房、灯
光篮球场、羽毛球场及新增室外路径健身
器材。同时为流动车间配备文体器材和卡
拉OK设备，便于职工开展文体娱乐活动。

该段还积极筹集资金 8.76万元，慰问
重困职工 6人、一般困难职工 13人、临时
患大病人员 11人，慰问全国劳模 1人、省
劳模 1人。筹集资金 44万元为全段在岗
职工购置米、面、油，及时将组织的温暖
及关怀送到职工的手中。全年累计出险
121 人，直系亲属死亡 38 人，支付 7.6 万
元；职工患大病 3人，支付 9万元。

该段工会副主席王芳明介绍，“每个月
我们都会深入施工一线，去了解他们的所思所
想，竭尽全力为他们解决生产生活中遇到
的问题。”

和谐之“家”：让职工有荣誉感

一个单位，是否有活力，和谐氛围是

关键。该段工会结合各车间分布广的
特点，充分利用工休时间集中组织职
工开展趣味运动会，召集一线职工广
泛参加。既丰富了职工的业余文化生
活，还让大家从工作压力中解放出来，
加强了交流，共享了快乐，又增强了团
队的凝聚力。

该段坚持以车间为单位，每季度以篮
球、乒乓球、羽毛球、越野赛、健步走、拔
河为主要项目，举办一次大型的文体活
动，引领职工树立“热爱运动 拥抱健康”
的全新理念。

该段工会指导员说：“我们通过多
种多样的体育活动丰富职工业务生
活。同时还注重发挥文化育人、文化聚
人、文化引领的作用，增强了职工队伍
的凝聚力。”

该段组织文艺骨干 15人，将“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交通强国、铁路先行”主题
宣讲内容融入其中，编排节目 14个，深入

车间 16 个、班组 35 个，行程约 2600 余公
里进行慰问演出，文艺小分队在简易的
舞台上，以深厚的情感、风趣的语言、优
美的旋律，深情地赞颂了一代代铁路人
无私奉献的精神，为全段干部职工提供
了丰富的精神文化盛宴。

学习之“家”：让职工有使命感

在营运的铁路上施工，安全生产是主
业更是“警戒线”。该段工会利用职代会、
生产会、培训会等时机，向全段干部职工
宣讲安全健康知识，开展问答互动，答疑
解难。以发放“三书”为契机，全面卡控
一线车间、班组劳动安全重点问题，截至
去年 12月底，累计发放白皮书 629份，黄
皮书 228份，有效解决各类问题 60余件。
另外，多次组织一线车间劳动保护监督
检查员在班前点名会中强调当日人身安
全注意事项，让职工懂得敬畏安全，对自
己安全负责。 □通讯员 郭永良

给流动职工的心灵安个给流动职工的心灵安个给流动职工的心灵安个“““固定的家固定的家固定的家”””

本报讯（通讯员 师妮妮）1月 23
日下午，榆林市横山区总工会举行项
目帮扶资金发放仪式，此次受帮扶的
对象为已录入在全国工会帮扶管理
系统中的困难职工。根据文件要
求，帮扶对象分为生活帮扶和子女
助学帮扶，帮扶金额分别为 3402 元

和 2835 元。此次共帮扶生活类 80
户，子女助学类 10户，发放帮扶资金
共计 300510元。

通过此次活动，让广大人民群众
特别是困难职工充分感受到党和政
府以及工会组织的关怀与关心，同时
也为该区精准扶贫工作助一臂之力。

三十万资金助困难职工
横山区总工会

1月24日，中华全国铁路总工会保
障部部长龙学高一行，慰问了中车西安
公司劳模代表韩辉。在劳模韩辉家
里，龙学高希望韩辉再接再厉，大力弘
扬劳模精神、工匠精神，带动更多职工，

在生产一线再创佳绩。韩辉表示，一定
不会辜负领导的关怀和公司的培养，今
后在工作岗位上将付出更多努力，为公
司发展和我国铁路运输事业作出更多
贡献。 □通讯员 曹金合 宇明 摄

本报讯（通讯员 谢红江）1月29日
上午，寒气袭人，可宝鸡市千阳县水沟镇
纸坊沟村村委会院子里却喜气盈盈。
宝鸡市总工会的帮扶干部为该村 50
户贫困户送来了大米、挂面、食用油等
慰问品，把党和政府及工会组织的
温暖送到了贫困户的心坎上。

纸坊沟村是宝鸡市总工会帮扶
的贫困村，近年来宝鸡市总工会投
入大量人力、财力、物力，连续 5年派
驻第一驻村书记抓扶贫，机关 28 名
干部帮扶 39 户贫困户。经过多年帮

扶，纸坊沟村基础设施条件明显改
善，村民收入显著增长。

在新春佳节来临之际，宝鸡市总
工会拿出近万元专项慰问资金，为
该村 50 户建档立卡贫困户购买了大
米、挂面、食用油等春节慰问品。帮
扶干部赵文霞还为帮扶的贫困户王
勤俭送去了洗衣粉、洗洁精和春联，
帮扶干部冯小荣为贫困户叶明德送
去了 8 公斤的洗涤用品。领取到新
年“大礼包”的贫困户喜笑颜开，对
帮扶干部倾心真扶贫表示点赞。

为帮扶村贫困户送去新年“大礼包”
宝鸡市总工会

本报讯（通讯员 欧阳新芬 南方）连日来，安
康市旬阳县总工会党组书记、主席梁平深入企业开
展走访慰问活动。

每到一处，梁平都详细了解职工们的生产生
活情况和困难需求，倾听企业在发展中面临的问
题和困难并帮助企业排忧解难。

据悉，此次冬送温暖活动，走访慰问 50多个
企事业单位，为 230多名大病职工和生活困难职
工送去慰问资金 50多万元。该县级领导交友帮
扶资金 10余万元。

情系职工送温暖
旬阳县总工会

本报讯（通讯员 王荣金）新春佳节来临之际，
商洛市山阳县总工会通过多方筹集资金 88万余
元，在全县开展“关爱扶贫干部，助力脱贫攻坚”暨
全县工会2019年送温暖活动。一是慰问基层一线
的扶贫干部、4名殉职及身负重伤的驻村干部家属、
10名在工作中生病和负伤的一线驻村扶贫干部；二
是慰问 53名中、省、市级以上劳模；三是帮扶慰问
经贸、粮食、供销三大系统 244户建档立卡的城镇
困难职工。在1月24日的活动启动仪式上，先后向
10名驻村扶贫干部代表、2名困难职工代表、2名劳
动模范代表现场发送了慰问金和慰问品。

助力脱贫攻坚送温暖
山阳县总工会

本报讯（通讯员 杨婷婷）1月 25
日下午，由西安市阎良区委区政府
主办，区总工会、区城市管理局承
办，秦农银行阎良支行、农业银行阎
良支行、邮政储蓄银行阎良支行协
办的“关爱环卫工 温暖过大年”慰
问活动隆重举行。该区委书记王
育选，区人大常委会主任刘宗峰，
区政协主席张军，区委常委、统战
部部长潘焕乔，区人大常委会副主

任、区总工会主席黄晓民，区政府
副区长樊增文等领导一行看望慰
问 150 名环卫工人代表，为全区环
卫工人送上新春祝福和米、面、油、
粉条等慰问品。

据悉，“关爱环卫工 温暖过大
年”慰问活动是继区总工会举办的
农民工平安返乡活动、志愿者服务
队慰问活动之后开展的又一次暖
心行动。

本报讯（通讯员 沈艳丽）近日，
安康市汉阴县总工会筹集 27余万元
资金，正式启动 2019 年春节送温暖
活动，对 190名困难职工进行生活、
医疗救助和节日慰问。

据悉，今年该县送温暖活动的
对象是，已建立工会组织的企事

业、机关单位及由各乡镇工会联合
会、园区工会联合会覆盖的已建立
帮扶档案的在职职工、下岗失业人
员及农民工，其家庭人均月收入在
1650 元以下，或家庭成员因患重大
疾病、遭受意外事故等造成生活特
别困难的职工。

筹集27余万元送温暖
汉阴县总工会

本报讯（通讯员 刘会茹）1月 22
日，韩城市总工会开展“用行动传递
关爱 让温暖驱走严寒”关爱高龄、行
动不便劳模及困难职工活动，将帮扶
工作延伸到困难职工家庭，把爱心帮
扶落实到“搞一次卫生，做一顿饭，洗
一件衣裳”等细微之处。

在困难职工杨香妮的家里，第一
组工会志愿者们各有分工，有的整理
衣物，有的拖地板，还有的擦窗户。
经过几个小时的劳动，杨香妮家里变
得窗明几净。大家坐下来和她谈心
聊天，鼓励她要坚强、勇敢地面对困
难，乐观向上。杨香妮对工会志愿者

的爱心深表感谢。
第二、三……六组志愿者分别来

到全国劳模李玉兰，省级劳模唐长
生、同锁林、雷养斌、杨庭琳家里，大
家一边与老人们拉家常，一边整理家
务，打扫卫生。老劳模虽然早已退
休，但工会“娘家人”的牵挂，使得老
人们的心里十分温暖。

据悉，韩城市总工会今后将以高
龄、行动不便劳模、困难职工为切入
点，定期开展上门帮扶活动，切实做
到“往职工中走，往心里做，往实处
落”，让职工随时能感受到工会“娘
家人”的温暖。

走进困难劳模家中“送温暖”
韩城市总工会

1 月 28 日下午，华阴市总工会 2019 年“送温
暖”暨“喜迎新春 福进万家”活动正式启动。参
加启动仪式的有各镇街道、系统和直属工会主
席、工会干部及困难职工，共计 140余人。

□通讯员 杨岗强 张安娜 摄

本报讯（通讯员 王莉）春节前
夕，渭南市合阳县总工会主席杜养民
带领工会班子成员对劳模、离退休干
部、困难职工、困难党员、困难群众、
贫困学生、驻村帮扶干部、包联贫困

户“八大群体”进行春节慰问。
本次活动共发放慰问金 74 余

万元，慰问“八大群体”共计 316
人，使他们充分感受到党和政府的
温暖及工会组织的关怀。

筹措74万元春节慰问“八大群体”
合阳县总工会

春节临近，“全国模范职工之家”中铁二十局市
政公司工会举办“同心共书 迎春送福”活动，组织
公司近10 名书法爱好者为职工、劳务工及家属义务
手写、赠送“福”字和春联，让传统文化进万家、翰墨
送暖到万户。 □通讯员 许岗 摄

本报讯（通讯员 王小磊 乔星星）2019年春节将
至，中建一局三公司西北分公司第一时间启动了

“关爱农民工·情暖返乡路”活动，助农民工朋友温
暖返乡。

据悉，在返乡购票服务点，该公司党委、工会为
农民工提供了免费的姜汁可乐及提前制作好的纸质
版购票指南。专门为分公司各项目多家劳务队的 26
名农民工代表进行网上购票操作培训，随后，26名代
表在各自劳务队中开展传播式培训，争取让每一位
工友都掌握网上购票的流程和方法，让每一位农民
工顺利买到返乡车票，与家人早日团圆过春节 。

中建一局三公司西北分公司助农民工返乡

1月25日上午，西安市未央区总工会与陕西丰瑞律师
事务所签订了常年法律顾问协议，聘请该律师事务所的
任建岗、何洁、王艳三位资深律师担任常年法律顾问，开
启了未央区总工会拥有专业律师团队的先河，为区总工
会依法决策、依法行政、依法管理、依法办事、依法开展
各项业务提供了法律保障。 □通讯员 张鹰 摄

“内退会员放哪一组？
农民工代表人选是否典
型？老同志能否代表年轻
人？”中铁十七局集团第二
工程有限公司工会主席办公室里，主
席胡晓荣向大家提出一连串问题。

胡晓荣自 2014年 1月当选该公
司工会主席以来，坚持在创新中服
务职工、服务企业，不仅促进了工会
工作的持续发展，也赢得了干部职
工的广泛认可。

“每一位职工对一日三餐的
每一道菜都能进行评价，打分与
工资挂钩，平均低于三颗星就会报
警……”胡晓荣一边用手机演示一
边告诉记者。

在胡晓荣的主导下，该公司工会
推出了一款手机APP，正在内测。如
何把“家”的温馨实实在在地体现出
来，胡晓荣费了一番功夫。

拿着纪念水杯、听着句句发自
肺腑的感谢，热闹非凡的欢送会上一
大批老职工笑着笑着落下了眼泪。

1976年左右，这群人背井离乡，
光荣入伍中国人民解放军铁道兵第
七师三十二团。1984年“兵改工”，
并入铁道部。2001年 10月，成为改
制后的中铁十七局二公司职工。

“这些老同志分四批陆续入伍，
加入我们二公司的大家庭，最近几
年已是当年铁道兵退休的高峰期！”
胡晓荣说，“当年入伍，他们胸戴大
红花无限光荣，如今他们退休，一定
要让他们继续保持这份荣耀！”

事实上，在中铁十七局二公
司，胡晓荣带领工会进行的创新无
处不在。《落实“三不让”承诺专项
资金管理办法》《感动职工的好干
部和感动企业的好职工评选办法》
等 9 种制度的形成和创新，让工会
服务职工更加务实。

“很多人都梦想转成正式职工，

没想到就这样实现了！”
在兴泉铁路项目举行的工
匠之星技能比赛现场，获
得大赛三等奖的祝兴永开

心地说。
这一切得益于胡晓荣在技能大

赛中开创的人才引进机制。根据规
定，祝兴永、周斌、常胜、陈利平四位
技能大赛前六名中的劳务派遣、人
事代理等用工形式的工人当日即被
公司宣布转为正式职工。

“不看‘出身’看技能，这么好
的人才不引进到是我们的损失。”
胡晓荣说。

在胡晓荣这个“铁军娘子”的
带领下，工会工作被上级工会认
可，获得中省市多项荣誉，胡晓荣
也被陕西省总工会授予“省优秀工
会工作者”等荣誉称号。

□本报记者 王何军

“铁军娘子”胡晓荣

■工会干部风采录■

■工会纪事■

1 月 27 日，汉阴
县平梁初级中学党
支部、工会领导一行
分别走访慰问了学
校 20 名退休教师，为
他们送去党和政府
的温暖和祝福。用
实际行动弘扬“敬老
尊老”的中华传统美
德，践行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
□通讯员 林爱铭 摄

为全区环卫工人送上新春祝福
阎良区总工会

本报讯（通讯员 刘萍）近日，大唐陕西发电公司
工会传来喜讯，西安热电厂精心选送的五篇工会工
作论文中有四篇获奖。其中，《让“幸福建家”在基层
一线班组落根》获二等奖，《企业开展职工文体活动
的实践与探索》《如何提升企业女职工素质》获三等
奖，《浅谈如何发挥基层分工会的作用》获优秀奖。

2018年，厂内共收到工运理论论文 27 篇，这些
论文结合当前工会实际，围绕工会重点、难点及职
工关注的热点问题，对当前指导工会工作的顺利进
行和对工会干部的理论水平、工作能力的全面提升
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西安热电厂工运论文研讨提升工会工作水平

本报讯（通讯员 王嘉林）1月23日至25日，水电
十五局工会深入“两联一包”扶贫点洛南县巡检镇上
庙村和脱贫攻坚扶贫点白河县开展扶贫走访慰问
活动，为 15 户特困户送去了米面油等生活必需
品，并代表企业向他们送上了节日的问候和祝福。

活动期间，水电十五局工会还专门邀请省书
协的老师和该局职工书法家现场挥毫，表达对广
大村民群众和贫困户新春的祝福。

走村入户送真情
水电十五局工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