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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刘旭）在沈阳市沈北新区

正良街道 500 平方米的“共享职工之家”，饿

了么外卖配送员辛星体验到了政务、工会、

社区全场景服务，也成了这里的“主人”，在

这里宣传起了电信安全、燃气安全、防疫安

全等知识。

沈阳市现有工会会员 203.7 万人，分布

在全市 13 个区县（市）企事业单位及街道、

社区内。今年 6 月，沈阳市总工会为了让

在社区居住的企业职工、社区内小微企业

及其从业人员、灵活就业人员等更好地参

与城市基层治理、享受工会服务，利用社区

用房将职工之家建设到街道社区，面向所

有职工群众开放，并由职工群众共同参与

管理。

建设过程中，工会除提供设立劳模创新

工作室、劳动人事争议调解室、职工书屋、职

工文体活动室、职工讲堂等工会服务外，还

与蜂行驿站（户外劳动者休息站点）、两代表

一委员工作室、小区党群服务站、新时代文

明实践站等阵地充分融合，一站提供便民服

务、文化传承、文体活动、就业培训、法律服

务、健康咨询、驿站休息、会议场地等 20 余

个职工学习活动休闲专区。

沈阳市沈北新区 14 个相关部门积极融

入，共享资源。区委组织部建设了蜂行驿

站，民政部门送来 74 项全市通办政务服务，

人社部门投入了人力资源市场服务平台，卫

健部门送来医疗器械设备和医护志愿者，教

育部门送来幸福教育课程，政法委建设了平

安沈北“四零”工作室，司法部门送来律师团

队云平台和法治图书，统战部门建设了同心

室，大数据部门接通了联通网络，在“共享职

工之家”植入多个民生品牌场景。

沈阳市和平区五环广场另一家“共享职

工之家”也于近期启用。“第一次做客，第二

次当家。”饿了么外卖配送员张博群说。 6
月 30 日，他第一次来时惊奇地发现，这里没

有工作人员，反倒是前来的快递小哥为他

提供服务，将服务内容一一告知他。7 月 5
日，第二次来时，他带来了其他配送员，为

自己和他人冲了冰咖啡，临走时还将桌椅

归位，收走了视野内的垃圾。如今，像他这

样的劳动者，既成了家里的“常客”，又成了

家的“主人”。

近日，沈阳市总工会组织开展“共享职

工之家”建设体验分享活动，沈河区总工会、

铁西区总工会、苏家屯区总工会、辽中区总

工会等分享了建设构想，更多“共享职工之

家”呼之欲出。

“沈阳工会将通过多种方式和渠道了解

职工需求，打造出更多具有不同工会特色、

空间特色、服务特色，既符合辖区职工群众

需求，又能让职工积极参与基层治理的‘共

享职工之家’。”沈阳市总工会党组书记、主

席顾少清说。

沈阳将职工之家建设到街道社区，植入政务服务和民生服务场景

让职工在“共享职工之家”享服务共当家

本报记者 马学礼

7 月 22 日傍晚，当满载着大大小小、款

式各异的麻编产品返回位于银川城内的工

作室时，张璟疲劳却欣慰：4 年多来，在这

条连接银川与月牙湖乡滨河家园四村的道

路上奔波的频率降低了。每次回来时，车

里面捎带的麻编产品量大而质美。“村民们

认可了手艺扶贫，麻编水平越来越高。”张

璟说。

张璟对麻编艺术的热爱，源自外婆与母

亲的影响。多年来的倾心研究，她成为了一

名麻编技艺的非遗传承人。几年前，她走进

月牙湖乡滨河家园四村，将麻编技艺带给留

守村民。村里的孤寡老人、残疾人和留守妇

女开始利用碎片化时间从事麻编生产，出自

村 民 之 手 的 各 类 麻 编 产 品 逐 渐 行 销 国 内

外。他们守在家门口挣到了过去从不敢奢

望的工资，随之而来的是日渐升腾的信心、

勇气与希望。

手艺扶贫走进乡村

2017 年，银川市美术馆发挥专业人员特

长，在银川市文化旅游广电局帮扶点兴庆区

月牙湖乡滨河家园四村开展扶贫工作。这里

地处毛乌素沙漠与黄河交接处，村民们全部

由宁夏南部山区迁移而来。青壮年大多外出

打工，留守在村里的妇女、老人和残疾人，几

乎没有什么收入。

面对这样的情况，扶贫工作需要创新

思路。在同事们的建议和鼓励下，张璟尝

试着将麻编技艺融入扶贫中：给村民传授

麻编技术，让他们利用闲暇时间从事麻编

生产，既不耽误干家务，又能赚取一定的生

活费用。

这个做法得到了银川市文化旅游广电局

的支持，村上建起了麻编工坊，张璟将全部精

力投入到村民培训中。

活动启动之后，却少有人前来学习，这让

张璟有点意外。几经了解后才知道，此前村

里曾经举办过刺绣、串珠等培训班，因为没

有解决销路等问题，均半途而废。“这个麻编

恐怕也会那样。”村民们这样想，积极性自然

不高。

“用 1 年时间，一定要教会他们。”张璟给

自己定了目标。她想方设法动员了一部分人

走进工坊，但在最简单的入门技术面前，“笨

手笨脚”的学员中不少人心生退意。

（下转第 2版）

银川市扩宽扶贫思路，教授麻编手艺帮村民致富

“改善的不只是物质生活”

本报讯（记者裴龙翔 通讯员姚

佳琳）沪西工人半日学校史料陈列

馆、上海“二月罢工”秘密指挥地旧

址、上海印钞厂护厂斗争纪念地……

这些红色工运地标错落地分布在上

海普陀区苏州河两岸。如今，22 处

地标被“串珠成链”，以线上线下相

融合的方式赓续红色血脉。日前，

普陀区总工会发布《“半马苏河 工

运记忆”——寻访赤色沪西工运地

标》宣传片以及寻访地图，拉开了线

上寻访活动的帷幕。

苏州河在普陀区蜿蜒 21 公里，

正是半程马拉松的距离，苏州河普

陀段也因此被称为“半马苏河”。作

为中国工人运动发源地之一，这里

见证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工人运

动风起云涌，见证了工人阶级为人

民幸福而艰苦奋斗的时代精神。

普陀区总工会此次开启的赤

色沪西工运地标寻访之旅，以“半马

苏河 工运记忆”为主题，号召全区

职工群众探寻坐落在半马苏河两岸

的红色工运地标，从中追寻红色记

忆、挖掘工运历史。

打开线上寻访链接，一张原创

手绘地图映入眼帘，图上汇聚了半

马苏河沿岸 22 处红色经典地标。

点击每个地标，便可查阅点位名

称、史料图片以及今昔景象，一一

打卡地标，即可串联成一条红色探

访线路。

这条红色探访路线，从沪西工

人半日学校史料陈列馆开启，以工

人新村曹杨一村、曹杨新村村史馆

为终点，途径顾正红纪念馆、上海

纺织博物馆、沪西工友俱乐部遗

址、沪西工人文化宫等点位。

普陀区总工会相关负责人介绍，这条探访路线展现了

1919 年沪西工人首次政治罢工地、沪西工人半日学校遗址，

以及大革命时期的五卅运动、上海三次工人武装起义和土

地革命战争时期、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的沪西工人

阶级浴血奋战等一幕幕光辉历史。

据悉，区总工会深入学习、研究普陀区工人运动史，通

过宣传片、线上寻访、劳模讲述等形式，介绍红色经典地标

资料，传承沪西工运的红色基因。后续，区总工会将通过短

视频结合劳模工匠、老干部、青少年代表宣讲等形式，认真

宣传好工运史。

上
海
普
陀
启
动
赤
色
沪
西
工
运
地
标
寻
访
之
旅

半
马
苏
河
工
运
记
忆
﹃
串
珠
成
链
﹄

本报讯（记者柳姗姗 彭冰 通讯员宁志）

“感谢工会，这笔钱对我们来说真是雪中送

炭！”近日，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延吉市

某单位职工邓某的妻子收到了工会送来的 1
万元职工互助保障理赔金。去年，邓某被确

诊为脑干海绵状血管瘤，术后生活不能自

理，这让本不富裕的家庭雪上加霜，所幸单

位工会组织参加了职工互助保障，才有了一

份额外的“医”靠。

今年以来，延边州总工会着力开展职工

互助保障工作，想方设法拓展职工群体覆盖

面，上半年共完成保费收入 418 万余元，保障

期人数达 8 万余人，为 625 人次赔付互助金

226万元。

今年 1月，在延边州总工会“公益暖心 爱

满延边”2022 年元旦春节送温暖走访慰问活

动中，中国职工保险互助会延边办事处为该

州规模以上 5 家困难企业的 6613 名职工，赠

送了保费 99.195 万元的职工互助保险，涵盖

住院医疗、意外伤害、重大疾病等保障项目，

同时还在各困难企业活动现场为近千名困难

职工答疑解惑。

“疫情发生后，我们全力克服各种困难，

依靠网络开展业务，提升办事处以及代办员

业务素质，依靠全州各级工会组织不断拓展

活动空间，力求更好地服务广大会员职工。”

中国职工保险互助会延边办事处负责人高

龙说。

“报销过程中，我们坚持以职工利益最大

化为出发点，对符合申报重疾的职工，通过参

保单位主动发现，及时协助职工完善相关报销

材料，让职工获得最大化的理赔金额。”延吉市

总工会职工互助保障业务负责人娄丽霞说。

去年底，延边州总工会保障部将 2740 名

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纳入互助保障范围。疫情

期间，这份“量身定制”的保障项目受到新就

业形态劳动者和困难群体的热烈反响。1至 6
月份，延边办事处已为 367名新就业形态劳动

者和困难企业职工支付互助金 39.5万元。

吉林省延边州总工会着力开展职工互助保障工作

普惠服务品牌为职工带来“医”靠

非 凡 十 年

本报记者 康劲

盛夏时节，走进甘肃甘南藏族自治州的玛曲县，群山连

绵，河流蜿蜒，碧波万顷的草原，烟波浩渺的湖泊，一幅山川

秀美的画卷展现眼前。

玛曲是藏语“黄河”的意思，这里有着青藏高原最具

代表性的高寒沼泽湿地，滚滚流水在大地上划出“黄河第

一弯”优美的弧线，连接着黄河、白龙江、洮河、大夏河及

其 122 条支流发源或流经水域，维系和调节着黄河、长江

上游地区的水量与生态安全，被誉为“黄河之肾”和“高原

水塔”。

“过去，由于水土流失和干旱缺雨，加上一些人为原因，

草场沙化严重，出现了沙化带、荒漠带、盐碱带。10 年来，这

里治理成效显著，遏制了草原沙化、荒漠化现象，玛曲草原重

现了昔日美景。”玛曲县格萨尔黄金公司机电段主任赵海潮

在玛曲县工作 20 多年，目睹了当地生态环境由乱到治、全面

改善的生动一幕。

（下转第 2版）

10年来，甘肃筑牢生态屏障，推动黄河上游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

“黄河第一弯”秀美新生

据新华社北京8月6日电 中国科协等 18部门日前联合发

布通知，将于 9月 15日至 21日在全国各地集中开展 2022年全

国科普日活动。今年全国科普日的主题为“喜迎二十大，科普

向未来”。系列科普活动内容聚焦乡村振兴、生态文明建设、碳

达峰碳中和、疫情防控、安全生产等国家重点工作，围绕大数据、

人工智能、区块链、量子科技等科技发展前沿重点领域，让更多

公众深刻感知前沿科技魅力，为推动高质量发展作出贡献。

北京主场活动将在中国科技馆和北京科学中心开展，全国

各地还将举办部委主场活动、省级主场活动、系列联合行动、

“云上科普日”活动和特别参与单位专项科普活动。

其中，部委系统联合行动将联合主办部委动员本系统各

级单位，围绕信息技术、科学教育、核科普、自然资源、生态文

明、节水科普、乡村振兴、卫生健康、应急科普、林草科普等本

系统相关领域，广泛动员学校、科研院所、医院、企业、社会组

织等各方力量，开展科普活动和科普宣传，普及科技知识、增

强公众意识。

“云上科普日”活动将利用全国科普日平台做好各地各类

线上科普活动的集中汇聚和宣传展示，推出“云上科普日”“开

学科普季”、网络互动话题、直播等系列线上活动，扩大优质线

上活动影响力和服务面，共同营造爱科学、学科学、传播科学

的网络环境，带动广大公众参与线上科普活动。

全国科普日活动聚焦科技服务创新发展

8月 6日，在山东省潍坊市潍城区城关街道十笏园社区，
小朋友在吃西瓜“啃秋”。

立秋节气将至，多地举办“啃秋”活动，借此表达“啃下酷
夏、迎接秋爽”的祈愿。 新华社发（张驰 摄）

“啃秋”迎立秋

8 月 6 日，工人在中铁十一局池黄铁路
11号路基工地浇筑混凝土。

近日，安徽省池州市遭遇持续高温天
气。在中铁十一局池（州）黄（山）铁路各建
设工地，项目部采取发放防暑药品、错时施
工等方式，保护建设者安全，确保工程建设
有序推进。

池黄铁路全长约125公里，设计时速350
公里，是武（汉）杭（州）快速铁路通道的重要
组成部分。

人社部、全国总工会等多部门近日联合
印发通知，部署做好高温天气下劳动者权益
保障。健全防暑降温工作制度、开展职业健
康知识培训、完善劳动者高温天气作业时突
发疾病应急处置预案……各地用人单位正按
照通知要求，落实好主体责任，全力保障劳动
者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

新华社记者 黄博涵 摄

高温下的铁路建设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