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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运纵横

10月31日，晴，微风。伫立窗
前，看着手中的会员证，我的思绪
一下回到了29年前。

当时，爱人大学毕业分配到户
县（现鄠邑区）一所职业中学教
书，不久，学校给她发了一个
《工会会员证》，出于好奇，我就
问她，这个证是干啥用的？工会
都干些什么事情？她也不甚清
楚，还是从一个老会员那里了解
了一些情况。那时我对工会的印
象就是“吹拉弹唱、打球照相、
迎来送往、布置会场、婚丧嫁
娶、慰问走访……”多少有了一
点儿肤浅的认识。从此，对工会也
多了一份关注。

对工会的进一步关注和深层
次了解，是从 2009 年 4 月开始
的。那时，西安市总工会在全市
范围内公开招聘组织员，我决定
试一试。

从报名到考试大概有一个月
的复习时间，在这短短的一个月
时间里，我找朋友借来《中国工
会章程》《工会法》等书籍，认真
学习，从工会的性质、职责到工
会制度，一页一页原原本本地学，
记录了厚厚一本笔记，对工会理论
有了大概了解。

不久，经过笔试、面试、体检、

培训等严密的组织考核程
序，我幸运地从 4371名应试
者中脱颖而出，成为一名光
荣的工会组织员。当年 6月

初，西安市总工会对组织员又进行
了岗前集中培训，使我对工会基础
理论知识、基层工会组织建设、“小
三级”工会规范化建设、工会维权
工作和工会法律知识等有了更深
刻的理解和认识，特别是老组织员
现身说法、互动交流，增强了我做
好工会工作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一
向关注工会动态的我对工会专注
起来了。

一晃我走进工会11年了。
11 年来，通过在学习中工

作、在工作中学习，使我从一个
门外汉，逐步成长为一名能独当
一面、工作得心应手的工会人，
先后在市级以上刊物发表业务论
文、通讯 55篇，策划编印工会宣
传册28期、幻灯片21部；2011年
我被评为莲湖区“知识型职工优
秀个人”；2012年我的工作体会
《坚持八到位，认真做好街道工会
工作》荣获市总组织员征文大赛
一等奖；2014年又被评为“陕西
省‘安康杯’竞赛优秀组织个
人”；2018年 12月《读书积累是
一笔财富》荣获“中铁二十局集团
工会杯”陕西省职工读书征文大赛
优秀奖；今年8月7日在市总“咱们
工人有力量”复工复产纪实摄影比

赛中获三等奖受到表彰；三次被评
为西安市优秀工会组织员……

回顾成长历程，虽然经历过沟
沟坎坎、酸甜苦辣，但这些都已成
为我人生中的宝贵财富。

走进工会更多的是让我品味
到收获的甘甜——11 年里，我所
在的西安市莲湖区北关街道总工
会为职工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
难事，受到了辖区群众的一致好
评——“双节”慰问困难职工、结对
精准帮扶特困职工；组织职工参
加各类劳动技能培训，组建非公
企业工会，发展会员 6662人；创建
市级样板工会4家、三星级工会19
家、标准化示范基层工会 17家；创
建工会爱心驿站点 7个，服务户外
职工 25881人次……2013年 12月
我所在的街道总工会被评为西安
市“六好”街道工会，2017年 12月
又被评为“陕西省标准化示范街道
工会”……

所有这一切，缘于同志们的支
持和帮助、缘于我对工会工作的专
注。在我看来，这些都是些平凡的
事，然而事实告诉我，把每一件平
凡的事情都做好就是不平凡！

停下脚步回望走过的路，有收
获，也有教训，这些都已成为过去，
不再重要，重要的是在社会变革、
经济转型新常态下的今天，工会工
作赋予了新的内涵，作为工会人，
任重而道远。 □孙养利

■工会动态■

■在工会工作岗位上■

工会工作经历是我宝贵的人生财富

■职工之声■

为进一步丰富职工文体生活，激发职工工作热情，10月30日，中国铁路西安
局集团有限公司西安东车辆段工会举办了第七届职工体育节拔河比赛，来自该
段新丰片区的7支代表队参加比赛。图为比赛现场。 □师欢 摄

近日，在黑龙江省牡丹江
市穆棱市万事达名苑小区正门
上，有一个大大的英文“HOME”
（家），其中字母“O”是一个圆形
的工会会徽，英文下面是“欢迎
回家”四个大字。这是牡丹江
市的一道独特风景——又一个

“工会小院”坐落于此。如今在
牡丹江，像这样建立在企事业
单位、社区里的“工会小院”已
有117个。

众所周知，工会是职工的
“娘家”，职工在平时的工作、生
活中遇到困难，首先会想到身
边的工会组织，从而向工会组
织寻求帮助。而工会作为服务
职工的基层组织，也理应第一
时间“站出来”“走出来”，全心
全意为广大职工解决各种工
作、生活上的困难。如此，工会
组织才像是职工的“娘家人”。

此次，牡丹江市总工会建设的“工会小
院”，是按照“职工群众在哪里，就把工会宣
传阵地建在哪里”的原则而建立的，里面设
有职工服务站、宣传栏、就业信息窗口等，既
提供小额贷款、就业培训、金秋助学等方面
的政策法规宣传，又提供沙发、饮水机、微波
炉等设施供广大职工休息。同时，还提供就
业信息、就业岗位，帮助广大职工找到合适
的工作。可以说，一个小小的“工会小院”，
不仅让广大职工真正感知“工会就在身边”，
而且也让广大职工有了一个了解政策、信
息，以及休息的好去处。更为重要的是，“工
会小院”成为连接工会和职工的一座连心
桥，不仅拉近了双方之间的距离，而且也融
洽了双方之间的关系。笔者以为，这样的

“工会小院”多多益善。
各地工会组织不妨多多借鉴和学习建设

“工会小院”的好做法，多些职工视角，多想职
工之所想，多办职工想办之事，把更多的工会
服务送到职工身边，从而让工会服务职工的

“最后一公里”畅通无阻。 □叶金福

本报讯（毛浓曦 西滨）近日，位
于咸阳市闹市中心的世纪金花（人民路
店）大型超市“劳模扶贫产品专区”红火
开张，吸引了众多市民和顾客注意。这
是咸阳市总工会推进劳模扶贫产品进
超市的一项成果。

为做好这项工作，咸阳市总工会组

织召开了“劳模扶贫产品进超市专区推
进会”，邀请世纪金花超市的工作人员
与各县（市）区劳模代表参与协商。双
方一拍即合，均认为：工会牵线搭桥将
劳模品牌镶嵌到超市，让扶贫产品和职
工群众实现点对点衔接，将带动贫困群
众和广大职工双受益。

据了解，“劳模扶贫产品专区”面积
60平方米。来自咸阳市长武、旬邑、永
寿等10个县（市）区的10位全国、省、市
级劳模，提供了近百款包装精美的菜籽
油、杂粮等扶贫产品供职工群众选购。
开张仅两天，该专区就销售扶贫产品
50余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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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会纪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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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罗巧玲）日前，西安市曲江新区工会成功举办了“魅
力长安 律动曲江”2020年曲江新区职工工间操大赛暨抖音短视频
大赛。工间操分为线上短视频评比和线下比赛，曲江教育局获得一
等奖。

工间操作为一项体育健身运动项目，非常适合作为晨练、课间及
工间健身运动，该工会将在曲江新区进行普及和推广。抖音大赛通
过线上投票与线下评分的形式，在近200个作品中分为工作类、风景
类、生活类，分别评出了抖音短视频各类别的一、二、三等奖，优秀奖
及最佳网络人气奖。

今年以来，曲江新区工会组织开展了职工跑团、舞蹈团及合唱团
活动，9月份完成了区第五届职工篮球赛，本月还将举办全区职工乒
乓球比赛与趣味运动会。

举办职工工间操暨抖音短视频大赛
西安市曲江新区工会

本报讯（李波）近年来，西安市莲
湖区总工会全面提升服务农民工工作质
量，通过加强技能培训、优化就业服务、
加大维权力度、推进市民化进程，不断增
强农民工群体的获得感、幸福感。

就业是农民工幸福之本。为了扩大
农民工就业，莲湖区总工会主动融入全
区就业创业大局，积极配合市总工会开
展“春风行动”、建立“莲湖区就业云平
台”、深化实施“工会就业援助月”，先后
联系对接企业 1000 多家、提供岗位
16000多个，帮助 16000多名求职者实现
就业。各级工会困难职工帮扶中心就业
服务窗口，及时为农民工、下岗失业人员
等就业困难群体提供就业信息、法律咨
询、困难帮扶等服务。

学有所长，是农民工顺利实现就业
的基本前提。该工会着眼适应社会需
要、增强培训吸引力、提升培训实效，相

继举办了莲湖区中医药行业、餐饮行业、
物业管理行业技能竞赛，9个街道 1个开
发区、11家直属工会的 20支代表队 600
名选手参加了比赛。通过以赛代练，使
每位参训农民工都收获满满。

夯实农民工维权工作基础。加大源
头参与力度，着力加强工会制度建设，坚
持党建带工建，深入实施“抓重点、补短
板、强弱项”行动，大力推进以货车司机、
快递员、护工护理员、家政服务员、商场
信息员、网络送餐员、房屋中介及保安员
为主体的“八大群体”从业人员入会工
作，全区职工入会率达到 98.6%，其中农
民 工 会 员 42162 人 ，占 会 员 总 数 的
43.08%，入会率99.07%。

积极开展农民工工资清欠专项督
查，实施“护薪”行动，及时掌握欠薪情况
和存在的欠薪风险，做到心中有数、防范
于未然。如北院门街道一处建筑项目欠
薪，在该区总工会协助下，65名农民工拿
到了被拖欠的工资。

积极促进企业依法用工、依法管理、

依法维权。坚持建立健全以职代会为基
本形式的企业民主管理制度，开展经常
性培训、指导、督促等活动，围绕企业发
展、职工利益等重要事项，加强民主管理
和集体协商。目前，莲湖区已建会的非
公企业职代会、厂务公开、集体协商建制
率均达到 90%以上，依法保障了农民工
参与企业民主管理、晋升职务、劳模评选
等方面的权利。

为了切实保障农民工合法权益，莲
湖区总工会大力推进农民工市民化，多
举措、多层次做好新市民服务工作。

扩大农民工参加城镇社会保险覆盖
面，积极推动农民工与城镇职工平等参
加工伤保险、失业保险、生育保险并享受
同等待遇；保障农民工子女平等接受教
育的权利。

围绕农民工急难愁盼问题，开展送
健康活动，今年关爱季活动期间，为辖区
965名农民工进行健康检查。开展“送清
凉”活动，全区各级工会共筹集慰问资金
40.58万元，以分散和集中慰问的形式，

共慰问环卫工 5800人。开展“马路天使
歇脚纳凉”活动。莲湖区总工会充分发
挥工会爱心驿站作用，为53979余名环卫
职工及户外工作者提供纳凉歇脚服务，
同时提供绿豆汤、饮用水、菊花茶、矿泉
水、雪糕、手机充电、书报杂志等，为广大
农民工营造一个“温馨的家”。

为了丰富农民工精神文化生活，莲
湖区总工会积极开展“送文化体育活动·
助健康多彩生活”文体活动。8月 13日，
区总工会组织60名环卫职工观看了话剧
《家风》；9月 18日下午，区总工会选派两
支队伍共40人参加了由西安市总工会举
办的 2020年西安市环卫工趣味运动会，
让环卫工人们尽情释放工作压力，享受
运动乐趣。

为提升农民工的职业荣誉感和社会
地位，莲湖区总工会通过各种宣传渠道，
大力宣传农民工先进典型和事迹，每年
常态化开展优秀农民工评选表彰工作，
已累计表彰优秀农民工206名，农民工工
作先进集体10个，农民劳动模范58名。

西安市莲湖区总工会

日前，国网宝鸡供电公司工会开展迎新活动，欢迎54名新入职员
工成为工会会员。活动中，工会向新会员赠送了会员证、会徽、职工文
集等物品，并介绍了工会组织、工会会员的权益和义务等内容。图为
工会主席为新会员发会员证、佩戴会徽。 □范文斌 摄

近日，西北大学工会为庆祝建校 118 周年，传承和弘扬经典文
化，努力营造浓厚书香校园氛围，举办了“咏传经典，绽放自信”2020
紫藤女教工诵读活动。本次活动共有来自该校18个基层分会的64
名教职工参加。 □高苗 杨慧 摄

10月28日，榆林市总工会对靖边县基层工会建设及工作开展情
况进行了专题调研。调研组先后深入靖边采油厂工会、张家畔街道
工会联合会以及靖边县工人文化宫进行实地考察，每到一处调研组
仔细察看各类阵地及示范点，翻阅各项工作台账，并与相关工会负责
人深入交流，倾听基层呼声。 □雪迎风 摄

日前，中国兵器工业第三研究院工会在西安南门城
墙举办了第二届“红箭杯”悦跑活动，近60名来自科研一
线的职工参加了比赛。这次活动旨在增强科研院所职工
体质，促进身心健康，养成良好运动习惯。

□许冬梅 朱晓明 武伟安 摄

近日，北方光电股份公司工会举办子女家庭教育经验分享会，为
职工搭建学习交流平台，帮助职工做好家庭教育，提升家庭教育成
效，30余名职工参加活动。 □王蓓 谢晓婷 摄

本报讯（吴福杰） 10月29日，由汉中市
总工会、市应急管理局和市住房和城乡建设
局主办的“汉中市 2020年建筑行业安全知识
竞赛”在陕建十建集团成功举办。全市各县
区及部分企业共计20个代表队参加。

竞赛以必答题、抢答题、风险题和互动题
的形式进行，竞赛内容涵盖国家相关建筑法
律法规、地方性法规、国家和行业安全技术规
范、标准、规程。2轮淘汰赛后，6个代表队进
入最终决赛。经过再次激烈争夺后，陕西省顺
华建设有限公司代表队获得一等奖，西乡县
代表队和高新区代表队获得二等奖，汉台区
代表队、兴汉新区代表队和略阳县代表队获
得三等奖，南郑区和宁强县获得优秀组织奖。

通过此次安全知识竞赛，进一步提高了全市建筑业
安全管理水平，确保安全生产。营造出“人人学安全、个
个讲安全、事事要安全、处处保安全”的浓厚安全生产氛
围,让广大职工提高了安全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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