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月20日上午，浙江省“千万

职工迎亚运”活动在杭州市职工

文化中心启动，作为其中最重要

的一个活动之一——第十届杭

州职工运动会，也正式开幕。

杭州市职工运动会今年已

是第十届了。

恰逢杭州亚运会，今年，职

工运动会以“当好主人公，亚运

立新功”为主题，将开展一系列

丰富多彩的体育活动，掀起全杭

州职工迎亚运热潮。

说起来，杭州人对运动的热

爱，可追溯至宋朝以远。宋朝时

候，出现了很多开创性的体育项

目。因此，本届职工运动会充分融

入了宋韵元素，从宋韵到亚运，匠

心传承，一起“心心相融，@未来”。

运动会时间从2022年4月至

11月，一共举办六大比赛项目，

包括：智能跳绳比赛、街排舞比

赛、羽毛球比赛、中国象棋比赛、

公路自行车赛、电子竞技比赛。

其中，智能跳绳比赛考虑到

疫情等原因，加入了线上比赛的

形式。大家用微信扫描跳绳上

的二维码后，即可开始跳绳。从

第一次挥动跳绳，系统开始自动

计数，一分钟后，自动停止。不

管是午休时间、还是工作间隙，

只要有1分钟时间，你就可以参

加这项比赛。你的成绩将会同

步进入所在单位、区县、全市的

成绩榜中。你跳绳到底有多厉

害？来比一比就见分晓了。

另外，对于第一次成为亚运

会比赛项目的电子竞技，咱们杭

州职工可以先过一把瘾。

电竞到底有多热门？前一

秒还在自谦“除了游泳什么都不

会”的傅园慧，下一秒就连连自

荐“我要报名参加电竞项目，电

竞上我稍微有自信一点点！”

傅园慧说，希望大家都勇于

参加运动会，在运动会中发现、

感受运动精神，身体越来越健

康，越来越开心。作为杭州姑

娘，她已在期待亚运会了，“期待

看到杭州人对运动员的热情、看

到亚运会的盛况，期待运动员们

的精彩表现！”

让我们跟着傅园慧加入职

工运动会，一起动起来吧！

（张晓燕）

现场，游泳世界冠军、女子100米仰泳全国纪录保持者傅园慧（中），浙江省劳动模范魏巍（左）以及第
45届世界技能大赛美发冠军、杭州工匠石丹（右）作为运动员代表和劳模工匠代表共同启动能量单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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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仍然有精神关怀与精神

追求，有对人生、工作、生活的意义

探索的需求——碰巧我满足了这

种需求。”去年，综艺节目《一年一

度戏剧大赛》“火”了，米未传媒创始

人CEO 马东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如

是说。这也正是杭州市总工会在开

展“发现世界的另一个入口”——

读书会活动的初衷：满足职工对精

神文化生活的向往和追求，引导职

工用生活所感去读书、用读书所得

去生活。

共读，不一样的阅读体验

在资讯发达的当下，读书，尤其

是一群人共读一本纸质书，似乎有

点奢侈。但杭州市总工会却决定做

这么一件“奢侈”的事。

打破，从时间开始。读书会前，

职工在线上报名，到市总工会现场

免费领取书籍，并在活动当天腾出

起码1.5小时全情投入。其次是思

考，每次读书会上，职工根据领读嘉

宾提出的问题思考和讨论，感受思

想碰撞的火花。

“一开始有点担心，怕报名的人

不多，但现在看来，担心都是多余

的，职工参与度很高，整场活动下

来，没有人离开座位。”

感受更深的是职工。在莎翁经

典剧作《哈姆雷特》读书会活动中，

在领读嘉宾引导下，大家就剧中的

爱恨情仇和男主角的复杂心境展开

讨论，原本1.5小时的活动时间，因

大家不愿仓促结束讨论，又延长了

半个小时。职工小吴说，“对同一个

问题，每个人会发表不同的看法，这

是一种思想上的碰撞和启迪，是一

个人阅读难以收获的。如果不是身

处其中，都难以想象。”

“我要把这样的形式移植到企

业，引导更多职工爱读书、读好书。”

这种全新的读书会形式吸引了杭州

制氧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工会副主

席、工会办主任黄建红。她说，企业

工会定期开展读书活动，但采用的

是职工荐书的形式，互动性还不够

强，市总工会探索的大家共读一本

书的形式非常好，职工阅读的深度、

参与度更高。

“读过的那些书没有辜负我”

至今，杭州市总工会举办的读

书活动，涉及经典文学、古典小说、

亲子关系等多个领域，每期主题不

同，邀请的分享嘉宾风格各异。每

次活动，不仅激发职工的思考，更让

人感受到了文化的力量。

职工王喆参加过经典文学《红

楼梦》读书会活动，也正是那次读

书活动，给了他静下心来阅读的力

量。“玄幻小说，历史类书籍我看得

比较多，看似读的是无用之书，却

潜移默化，一点一点的影响、改变

我。”在王喆看来，读书是件愉悦的

事，不要抱太大的目的性，经过时

间的沉淀便会有回报。今年年初，

杭州疫情突袭，许多职工冒着严寒

冲在抗疫一线，在描写这一场景

时，“积雪没胫，坚冰在须”跳入他

的脑海，“这是唐代李华《吊古战场

文》的一句话，与当时的情景非常

契合，也让我意识到，读过的那些

书没有辜负我，让我笔下的文字有

了灵气、多了韵味。”

虽然受疫情影响，今年的读书

会活动安排得不那么规律，但只要

推出活动，限定名额一天内就被抢

完。“这是我们在办活动之初始料未

及的，但细想之下，又在情理之中。”

工作人员对职工有着细微的观察，

“职工对阅读充满热情，有时，他们

需要的是一把开启的钥匙，读书会

就是这把钥匙。”

读书会，是我们一直努
力想做好的事

目前，杭州市总的读书会活动

分独立品读与共读分享两个环节。

每期活动，会提前公布一本指定书

籍，免费送给参加读书会的职工，在

活动日之前独立阅读；活动日当天，

邀请领读嘉宾与职工一起阅读，分

享心得。

“一场活动一般控制在 2 个小

时以内，前期我们会做充分的准

备”，从书籍、领读嘉宾的选择，到场

地的布置，工作人员说，“特别是在

领读嘉宾的选择上，我们会提前了

解嘉宾的输出内容、分享方式是否

与职工需求契合。”

在这位工作人员看来，他们的

读书会活动虽然开展时间不长，但

平台效应明显，辐射效应也不断

增强。

不断新增的参与者背后，是对

读书会理念的认可，也为基层开展

读书活动探索了新的途径，“希望通

过这个活动，为广大爱好阅读的职

工，提供一个推荐好书、相互促进、

分享心得的平台，真正能读有所获，

阅有所得，通过读书，看见更大的世

界，在人生中游刃有余。”

（浙江工人日报记者 曾晨路）

发现世界的另一个入口
杭州市总工会以读书活动激发职工阅读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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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迎接党的二十大召开，助力

助推杭州亚运会，在这春暖花开，万

紫千红的季节里，浙江省“千万职工

迎亚运”活动正式启动，作为其中最

重要活动之一的第十届杭州职工运

动会也正式开幕。

4月20日上午，浙江省“千万职

工迎亚运”活动启动仪式暨第十届

杭州职工运动会开幕式在杭州市职

工文化中心举行。浙江省总工会党

组书记、副主席吕志良出席会议并

讲话，市十三届人大常委会党组副

书记、副主任，杭州市总工会主席郑

荣胜致辞。

吕志良预祝浙江省“千万职工

迎亚运”活动、第十届杭州市职工运

动会取得圆满成功并宣布活动正式

启动！

他指出，“办一届成功的亚运

会”是习近平总书记交给浙江的光

荣任务，全省各级工会组织要认真

贯彻中央和省委的决策部署，充分

发挥工会的独特优势和作用，积极

组织动员广大职工开展“一十百千

万”活动，助力助推杭州亚运会、亚

残运会的成功举办。他要求，全省

工会组织要以喜迎亚运会为契机，

切实引导广大职工积极发挥主力军

作用，共建共治共享共富路。要打

造健康文明、昂扬向上、全员参与的

职工文化，加强“双百引领”文体品

牌建设，广泛开展好群众性文体活

动，促进全民健身运动，提升职工生

活品质，努力提高广大职工群众的

获得感、幸福感和归属感。

郑荣胜在致辞中说，近年来，

在省总工会的领导下，市总工会经

过多年的实践和探索，已经逐渐构

建成了“单文双武、上红下专”的具

有杭州特色的职工文化新格局。

今年是亚运之年，又是逢双之年，

是第十届杭州职工运动会的举行

之年。我们以职工运动会的形式

来迎接亚运盛会的到来，用服务亚

运、参与亚运来掀起杭州职工群众

性的体育活动高潮，以此来进一步

培育全员参与、健康文明、昂扬向

上的职工文化。

启动仪式上举行了浙江省“千

万职工迎亚运”活动授旗仪式。省

市领导为杭州、宁波、湖州、温州、绍

兴、金华六个亚运项目举办地的地

市代表授旗。游泳世界冠军、女子

100米仰泳全国纪录保持者傅园慧，

浙江省劳动模范魏巍以及第 45 届

世界技能大赛美发项目冠军、杭州

工匠石丹分别代表运动员代表和劳

模工匠代表共同启动能量单车。

宋韵文化一直是中华民族传统

文化中浓墨重彩的一笔，尤其是体

育方面，宋朝出现了很多开创性的

体育项目。2022 年杭州迎来亚运

年，此次启动仪式的特色就是与宋

韵文化相结合，从宋韵到亚运，匠心

传承，一起“心心相融，@未来”。

表演节目既有文化底蕴的支

撑，又能反映职工蓬勃、积极的精神

气质：古典舞蹈排舞《宏》充满浓郁

的宋韵气息；宸宸、琮琮和莲莲三个

杭州亚运会吉祥物和机器人小分队

带来了一场充满未来感的亚运机械

舞表演《江南忆》；职工代表们带着

五光十色的彩虹荧光绳索，用他们

满满的活力集体勾勒出一支现代版

的“花式跳索秀”。

此次启动仪式还采取了网上直

播的形式，全省各地市广大工会干

部和职工群众一起在线上观看。

据悉，多年来杭州市总工会积

极响应全民健身口号，开展了一系

列特色职工文化体育活动，增强职

工凝聚力和身体素质，全面展现职

工风采。为深入宣传“办好一个会，

提升一座城”的理念，彰显“新时代，

新亚运”风采，同时在全市营造“健

康迎亚运”的浓厚氛围，今年杭州市

总工会举办“迎亚运”第十届杭州职

工运动会，将通过开展一系列丰富

多彩的体育活动，掀起全杭州职工

迎亚运热潮，为打造世界一流的社

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争当浙

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

城市范例助力添彩。

第十届杭州职工运动会时间从

2022年4月至11月，一共举办六大

比赛项目，包括：智能跳绳比赛、街

排舞比赛、羽毛球比赛、中国象棋比

赛、公路自行车赛、电子竞技比赛。

六大运动会项目体现了从宋韵到亚

运的精神内核，并与职工群众迎接

亚运紧密结合，从宋韵到亚运，匠心

传承。

“人有精游艺，予尝观弈棋。好

胜心无已，争先意不低”，中国象棋

比赛作为传统项目亮相，处处体现

宋文化的至雅；电子竞技和公路自

行车更是结合了杭州 2022 年第 19

届亚运会项目，体现了浙江风采、杭

州韵味；羽毛球、街排舞是在职工群

众中普及广泛的项目，老少皆宜、喜

闻乐见；此外，智能跳绳比赛还考虑

到疫情等原因，加入了线上比赛的

形式。

（张晓燕）

浙江省“千万职工迎亚运”活动授旗仪式。 沈翔 摄

运动弄潮人 万紫千红春

浙江省“千万职工迎亚运”活动启动仪式
暨第十届杭州职工运动会开幕式举行

洪荒少女傅园慧喊大家
参加杭州职工运动会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