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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日清晨，杭州萧山机场的候机

大厅里，导游旗飘扬，身着绿马甲的工作

人员有条不紊地协助近300位休养员办

理登记、托运手续，这300位休养员来自

市建设工会、市经信工会下属单位，他们

将登上“杭甘共富号”包机之旅，度过别

样的5天假期。这也是今年杭州市职工

国际旅行社携东西部协作的春风，继跨

省游逐步恢复之际，首次组织的甘孜包

机之旅。

“太美了，难怪人家说这辈子一定要

和最心爱的人去一次稻城。”刚到稻城机

场，接过了甘孜人民送上的象征热情友

好的哈达，来自杭州的张先生便对圣洁

甘孜赞不绝口，这次，他还把向往亚丁许

久的妻子带上了，准备一起欣赏这蓝色

星球上的一片净土。

接下来，休养员们将分两条线路，在

杭职国旅金牌导游员的带领下，开启魅

力川西探秘之旅。其间，游客将前往亚

丁景区、理塘县、海螺沟景区等著名景

点参观游览。盛夏的甘孜大地，碧空

万里、白云悠悠，壮丽神圣的雪山，辽

阔的草甸，五彩斑斓的森林和碧蓝通

透的海子，雪域高原最美的一切几乎

都汇聚于此。此外，为保障休养员的

身体健康，保证团队顺利出行，杭职国

旅为团队配备了便携式小型氧气瓶和

应急药物，住宿酒店也都选择了低海

拔地区的酒店，随行导游都接受过应

急救护培训。

杭州和甘孜，虽相隔千里，却跨越

山海阻隔，一同心手相牵。回望 2021

年 5 月，杭州市总工会分别与广元市、

甘孜州两地工会签订了深化东西部协

作和交流合作意向书，自此，杭州多了

两位亲密的伙伴，开启了一段新时代

的山海情缘。如今，甘孜州已作为杭

州工会成员的疗休养基地，这是深化

对口支援内容，推动两地工会之间交

流合作的重要措施。杭州市职工国际

旅行社也将加强对甘孜休养线路的推

介力度，以疗休养行业头雁标准助推两

地东西部协作和对口支援工作，为广大

职工提供更多优质的疗休养服务，实现

服务职工品质提升，切实推动甘孜旅游

业高质量发展。 （钱玥）

市总工会年轻干部踊跃参与
“走在共富第一线”征文活动

今年以来，市总工会在年轻干部中开展

攻坚克难揭榜挂帅活动，围绕“领导点题、

队员破题”，组织发动“匠心逐梦”青年先锋

队队员集思广益、建言献策，积极参与“走

在共同富裕第一线”文稿撰写。在年轻干

部 广 泛 响 应 、积 极 参 与 、认真撰写的基础

上，评选出优秀文稿一等奖 1 个，二等奖 3

个，优秀奖 6 个。

与此同时，市总工会还成立了以年轻干部

为主的宣传片制作小组，将优秀文稿制作成宣

传片，展示和宣传市总工会主责主业、特色亮

点和良好形象。让年轻干部充分展示才华、增

长才干，为杭州市工会第十六次代表大会的召

开献礼。

职工服务中心是直接面向职工

群众的服务窗口，随着时代的发展，

职工群众的需求也不断变化。近年

来，杭州临安区职工服务中心以顺

应需求为导向，探索建立“1+N”工

作运作机制，让职工群众随时随地

找到“家”。

“1”即以区职工服务中心综合

体建设为主平台，整合多方资源，为

职工提供法律维权、医疗保障、健康

管理等专业化一站式服务。“N”即依

托职工服务中心，在职工群众聚集

区建设微型职工服务综合体、爱心

驿家、心晴驿站等服务阵地，实现服

务前移。

“职工驿站”多元化服务职工

可以向工会干部反映情况和诉

求，没事也能去坐坐，位于衣锦小学

正对门的“职工驿站”是不少职工爱

去的场所。爱去，不仅因为它位于市

中心，遛个弯就到，还因为这里服务

职工的功能完备、设施设备齐全。

把“职工驿站”打造成微型职工

服务综合体，并建在职工群众生活中

心区，便是临安区职工服务中心的创

新举措之一。据介绍，受限于地理位

置，临安区职工服务中心的枢纽中心

作用发挥不明显，为此，2020年8月，

区总工会在市中心建设“职工驿站”，

让职工服务中心的资源和服务主动

“走出去”。

“职工驿站”占地面积 168 平方

米，融合“党建+”理念，集合爱心驿

家、心晴驿站、爱心书房、志愿者之

家、妈 咪 爱 心 小 屋 等 多 用 途 于 一

体，具有咨询、接待、服务等功能，

以接送孩子的职工，环卫工人、“外

卖小哥”等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等为

主要服务对象。此处还设置了党

员先锋服务岗，推出“工会干部接

待日”，帮助解决职工群众反映的

问题，并开展劳动法律宣传、工会

政策解读、职工意见建议收集等多

元化服务事项。

爱心驿家开到职工身边

秉持“工会服务跟着职工需求

走”的理念，今年夏天，一个全新的可

移动“集装箱式爱心驿家”出现在了

环卫工人集聚地——利安环境横潭

路环卫车停放点。“再也不羡慕在城

区工作的同行了，我们也有了歇脚、

纳凉的地方。”中午时分，户外骄阳

似火，环卫工人李师傅和工友一起

在移动爱心驿家享受清凉。他说，

自己工作的区域相对偏，之前没有

舒适的地方休息，今年工会把移动

爱心驿家建到了他们身边，高温天

不再难熬了。

爱心驿家是工会服务职工的阵

地，在临安也遍地开花，但临安区总

工会相关负责人坦言，在建设过程

中，他们发现，爱心驿家在城区布点

较多，且建在固定场所，与有需求的

户外劳动者仍有一定距离。为打破

空间限制，今年，区总工会探索打造

了第一座“集装箱式爱心驿家”，可根

据户外劳动者的集聚情况移动，真正

实现服务“零距离”。

心晴驿站走进企业车间

关注职工的冷暖，区职工服务中

心也关注他们的心理健康。除了在

各服务阵地配套提高心理咨询服务，

还在企业车间建起心晴驿站。

顾芳是杭州福斯特应用材料股

份有限公司的职工，之前因如何平衡

工作与家庭导致情绪不佳。在专业

心理咨询师的疏导下，她重获信心，

在照顾好家庭的同时也在工作中不

断突破。据她相告，公司里的心晴驿

站配有“壹点心亭”减压机器，可以与

心理咨询师一对一联系；定期有心理

咨询师为大家进行辅导，开展性格、

压力等测试，帮助大家更好地了解自

己的心理状况。

“心晴驿站的建设我们注重专

业、精准，真正达到护佑职工心理健

康的目的。”临安区总工会相关负责

人介绍，为提高服务的专业度，区总

工会和卫健局携手共建，由专家医生

提供心理健康疏导支持，并常态化开

展“送心理健康教育培训进企业”活

动。同时，为职工提供菜单式的心理

疏导及咨询服务，确保服务的精准

度。目前，在企业车间建有规范化心

晴驿站 23 家，各类站点 50 个。仅

2021年，有600余名职工接受心理咨

询和疏导，4万余名职工接受心理科

普教育。

该负责人表示，在现有探索基础

上，下一步，将继续做大“N”，让更多

职工就近就便享受服务，不断提升他

们的获得感。

（曾晨路 屠杭莹 陈向阳）

为深入开展好“阅读经典好书

争当时代工匠”职工读书活动,进一

步厚植和弘扬中医药文化,近日，一

场以中草药为主题的“书香满屋”悦

读会在市中医院职工书屋举行。

会上，市中医院领导介绍了杭

州市中医院职工书屋（六和书房）

的建设情况，以及深入开展“阅读

经典好书 争当时代工匠”职工读

书活动情况。市总工会相关部门

还为孩子们赠送了书籍，并鼓励他

们要增强读书兴趣，提升读书自

信，变“阅读”为“悦读”。

杭州市中医院职工书屋（六和

书房）于 2011 年被评为省级职工书

屋，随着数字化越来越深入，阅读

进入多元时代，职工书屋也不断创

新，不断拓展外延，合作引进自助

借书柜、“书香西湖·喜马拉雅”有

声图书馆，设立阅读角、图书馆和

无人阅览室，形成了患者与职工

共享、专业需求与个性化需求结

合、医院阅读与社会阅读的无缝

对接。

同时，为了更好地回馈社会，

医院还组织了一支专业讲师团传

播 中 医 药 知 识 ，进 学 校 、进 社 区

开 设 引 导 性 课 程 、健 康 讲 座 ，深

入九曜山、植物园和皋亭山等地

开展野外辨识中草药活动，将中

医 药 文 化 的“ 种 子 ”播 撒 在 孩 子

心中。

读书会现场，杭州市金牌健康

讲师、中药师潘佳为大家带来了活

泼生动的“原来中药这么神奇”

她为大家展示了医院“六和”

文化品牌的六味中药、产于浙江的

“浙八味”的八味中药，以及医院针

对新冠肺炎的临床症状和表现制

作的中药材和颗粒剂。

看、辨、闻、品中药，家长和孩

子们一起用中药作画，让平时只有

生病时才吃的“苦苦”的中药变得

有趣、生动，这堂别开生面的中药

课不仅给了孩子们一把打开中草

药神奇世界的钥匙，更是引导孩子

们走进了中医药的科学之门，既引

导孩子们去探索和发现，收获知识

与快乐，又向孩子们传达了热爱自

然的人文精神。

近年来，杭州市总工会积极推

动全市各级职工书屋等文化阵地

建设，实现职工书屋从“建”到“用”

的转变，以全市各级职工书屋为载

体，组织开展“书香满屋”悦读会活

动，通过各具特色、精彩纷呈的主

题读书活动，丰富职工文化生活，

示范引领全民阅读，助力职工素质

提升。

截至目前，杭州市已建职工书

屋 754 家，其中全国职工书屋 101

家，省、市级职工书屋 653 家。

下一步，杭州市总工会将深入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致首届全

民阅读大会举办的贺信精神，着眼

职工群众需求，落实全市职工读书

活动项目，提供线上线下全套阅读

解决方案，构建便捷的职工阅读服

务圈，提升“书香满屋”活动品牌，

引导全市职工努力做全民阅读的

推广者、书香中国的践行者、文化

强国的担当者，在阅读助力精神共

富之路上，迈出坚实步伐。

（洪芳）

幽幽书香 淡淡药香

“书香满屋”悦读会活动精彩纷呈

阵地“走出去” 服务“零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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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等奖

鸠坑小分队
（杨振翔、潘旖旎）

二等奖

王晋、沈淑红、金蕾

优秀奖

王新鑫、朱艳萍、汤其明
张浩、姚震、焦利芳

“走在共同富裕第一线”
优秀文稿名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