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工会新闻2 责任编辑：徐新星

E－mail:grrbghxw@126.com2022年 7月 20日 星期三

阅 读 提 示
如何让老师傅愿意传承绝活，年轻人乐于学习成长？哈电集团哈尔滨电机厂有限责

任公司线圈分厂成立技师工作室，通过举办业务交流活动、“攻关项目”上墙揭榜，营造自

学、分享、共同提高的氛围，帮助更多职工成长为高技能人才。

本报记者 张世光 本报实习生 王乾志

站在哈电集团哈尔滨电机厂有限责任公

司线圈分厂的一个由车间改造的培训教室

里，一抬头就能发现一组排成“人”字形的大

雁玩偶阵列。

“我们打造并利用‘大雁文化’，让更多职

工成长为高技能人才，通过发挥‘头雁效应’，

形成‘阵雁齐飞’的效果，打造一支有传承、有

发展、懂技术、会创新的产业工人队伍。”哈尔

滨电机厂线圈分厂党总支副书记、工会主席

矫建伟告诉记者。

从一个人到一支队伍

张金柱，哈电集团的名人，在他身上有不

少传说。例如，一台从法国进口的成型机“病

了”，造成线圈分厂在造 5 条水电定子线圈重

点生产线成型工序全部停产。供应企业的工

程师提出更换一条价值 13 万元的进口电缆。

张金柱几经琢磨，用半根大头针解决了问题。

多年来，张金柱先后获得全国五一劳动

奖章、全国技术能手、中央企业百名杰出工匠

等荣誉。成名后，无论是他本人还是线圈分

厂都在考虑一个问题：张金柱退休后，企业遇

到技术难题怎么办？如何才能把他头脑里的

各种经验、办法都保留下来，以便在更长的时

间发挥更大的作用？

“最好的办法莫过于鼓励、支持张金柱把

自己的本领传授给更多的人，让一个人的能

力‘裂变’为一个团队的能量。所以，这些年

来，我们不断地搭建平台、创造机会，引导老师

傅们带徒弟、编教材。”矫建伟介绍说，2012年 6
月，厂里成立线圈分厂技师工作室（以下简称

工作室），通过这个平台，越来越多的职工可以

得到老师傅们的“真传”，从而快速成长。

据统计，截至目前，经过工作室培训的职

工，累计已有 132 人获得公司“一专多能”资

质，10 人晋升高级技师、32 人晋升技师，55 人

晋升高级工。

从“一家独大”到一起共享

“多年前，有的老师傅可能会觉得‘教会

了徒弟，饿死了师傅’。其实现在我们怕的不

是徒弟们从自己这儿学走了什么，而是希望

年轻人来学。”张金柱说，线圈制造行业保密

性强，很多技术都是某个企业甚至个人独

有。但在工作室里，只要年轻人想学，前辈们

都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自成立以来，工作室已举办培训班 280余

场、技术交流培训 320 余次。有一次，有年轻

人想要研究西门子 Smart-200 控制器。得知

情况后，桑国刚师傅就帮助他们搜集操作手

册、软件、课程视频，让他们在最短的时间内

投入学习。

不仅如此，工作室的墙上还挂着各种“攻

关项目书”。谁有能力谁就可以来“揭榜”，无

论年龄与资历。

当“改造定子线棒直线胶化装置”项目被

年轻人接下时，老师傅们采取“放手+紧盯”的

方式支持他们。所谓“放手”，就是前期的选

件、编程、安装、调试等一系列工作都由年轻

人进行。但每当进行到关键环节时，如上电

之前或是遇到一些困难问题时，老师傅们则

“紧盯”不放，甚至是上前协助。

“教学相长，帮助年轻人的过程也是我们

焕发动力、不断学习的过程。”桑国刚说。

从一份工作到一生成长

每个月末，工作室会安排一次业务交流

活动，给一些年轻人一显身手的机会。

29 岁的马英文是一名维修电工，2015 年

加入工作室。前几年，当可编程控制器还没

有被列入哈尔滨市职业技能大赛维修电工比

赛项目时，厂里关于这个项目的培训就是由

他来主讲的。

“我想锻炼一下自己，于是就主动申报了

主讲。”在申报之后，马英文认真备课。不仅如

此，他还负责给听课的学员出考题，检验大家

的学习效果——被考的“学生”中不乏老前辈。

从一份工作到一生成长，像这样的自学、

分享、共同提高的情况在工作室里已成常

态。近年来，工作室还通过各种宣讲、培训、

模拟考试等方式，引导年轻职工学习进步。

据介绍，工作室成立以来，成员累计获得

发明专利 5项、实用新型专利 32项、完成技术

创新 812 项、海峡职工创新金奖 1 项、省市级

创新奖 5项。在榜样带动下，厂里职工中形成

了不断学习、提高的氛围，越来越多年轻人在

各种技能比赛中崭露头角。

哈尔滨电机厂线圈分厂发挥典型的“头雁效应”，引领带动更多职工成长成才——

从“头雁”引领到“阵雁”齐飞

本报讯（记者杨明清 张嫱 通讯员王阿龙）近日，山东省

青岛市城阳区总工会劳动人事争议调解委员会调解员在区

人社局工会法律服务援助岗值班时接到一宗劳动争议纠

纷群体案件，5 名职工要求某企业支付拖欠的工资等。调

解员组织双方到区总工会劳动争议调解室调解，一周内成

功化解这起纠纷。据悉，这一案件的快速调解得益于城阳

区总工会与区人社局、区司法局、区法院建立的“四方联

动”机制。

建章立制，实现“四方联动”制度化。区总工会与区人

社局、区司法局、区法院成立“四方联动”劳动争议调解对接

工作领导小组，建立联席会议制度和调解机制，制定《关于

在劳动人事争议仲裁机构设立工会法律服务岗的意见》等

文件，使“四方联动”有据可依。

建强队伍，实现“四方联动”专业化。区总工会成立城

阳区总工会劳动人事争议调解委员会，由区总工会法律部

牵头，负责与区人社等部门对接。选聘 20 名律师担任调解

委员会调解员，参与案件具体调处工作；在人社局设立工会

法律服务援助岗，由律师团成员轮流值班，参与仲裁案前调

解工作；20 名调解员全部入驻人民法院调解平台，参与诉

前调解工作。

优化流程，实现“四方联动”规范化。区总工会对法院

诉前调解案件，通过人民法院调解平台实现线上办理，辅助

以表格追踪统计，每周与区法院交流反馈办理情况。与人

社局联动，建立仲裁立案前调解工作流程，实现劳动人事争

议源头化解。

该项机制启动以来，区总工会劳动人事争议调解委员

会与劳动监察部门对接，参与调处 72 起案件，签订调解协

议书 12 份；与法院对接，参与调处 228 起案件，调解成功并

出具民事裁定书 28 份；与劳动仲裁委对接，参与案前调解

323 起，成功调解 46 起。

青岛城阳区多部门合力化解劳动纠纷

“四方联动”搭建职工维权“快车道”

本报讯（记者张玺）7月 16日，在位于河东区龙潭路社区

党群服务中心的工会户外劳动者服务站，天津市总工会启

动 2022 年夏送凉爽慰问高温作业一线职工活动，并向参加

活动的 20 余名环卫工人代表和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代表发放

慰问品。

据了解，今年天津市总投入近 600万元专项资金，支持和

指导各级工会以疫情防控一线人员、重点工程项目参建人

员、生产性热源场所高温作业人员，以及环卫、物流、建筑、电

力等行业的露天作业人员为重点对象，开展送慰问物资、送

政策宣传、送健康咨询、送免费体检、送意外保险、送法律维

权、送技能培训、送就业岗位等服务活动。

按照天津市总部署，全市各级工会还将重点关心新就业

形态劳动者，着重做好货车司机、网约车司机、快递员、外卖

配送员等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夏送凉爽慰问活动，同时大力

推进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加入工会。

天津市总要求，天津各级工会在开展夏送凉爽工作中要

做到行动有方案、慰问有对象、资金有投入、活动有载体、职

工有感受。要利用好分布在全市的 570 家工会户外劳动者

服务站，为外卖小哥、环卫工人等户外劳动者提供休息、纳

凉、饮水、充电、上网等生活便利和应急服务。

天津：着重做好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夏送凉爽慰问

本报讯（记者张翀 通讯员朱天瑞 李腾）7月 16日，湖北

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省总工会主席刘雪荣带队前往中建三

局武汉东湖科学城项目工地，开展“送清凉、送健康”活动，看

望慰问奋战在高温下的一线建设者。

据介绍，为切实关心关爱职工群众，湖北省各级工会已

全面启动夏季职工防暑降温工作，并在 7 月 16 日至 31 日期

间，集中时段、整体联动开展为职工“送清凉、送健康”活动，

主要聚焦重点工程项目、重点行业领域、重点保供单位等生

产作业一线职工，聚焦农民工、环卫工以及货车司机、网约车

司机、快递员、外卖配送员等新就业形态劳动者。

目前，湖北省总工会本级已拨付专项资金，组成 10 个慰

问组，自 7 月 16 日起，深入基层一线看望慰问高温作业的职

工，了解企业安全生产、劳动保护及防暑降温工作情况，督促

企业牢固树立以人为本的安全生产理念，积极协调解决职工

暑期生产生活方面的难题，切实保障广大职工在盛夏高温季

节的安全健康权益。

此外，活动中，湖北省各级工会还将进一步加大对高温

天气劳动保护法规政策的宣传教育，广泛普及高温防护、中

暑急救等方面的知识，及时把党和政府以及工会组织的关怀

送到职工心坎上。

湖北：走访慰问奋战在高温下的一线建设者

本报讯（记者王鑫 方大丰 通讯员廖为）“你们辛苦了！

希望大家注意防暑降温！”7月 14日，湖南省长沙市烈日炎炎，

在香炉洲大桥建设项目现场，湖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省总

工会主席周农带队为一线工人送去绿豆汤、凉茶等防暑降温

物资。当天，湖南工会2022年夏送清凉活动正式启动。

据了解，此次夏送清凉活动包括开展走访慰问、防暑降

温宣传教育、劳动保护监督检查、推进户外劳动者服务站点

建设等内容。湖南各级工会将以户外建筑工人、快递员、环

卫工人、户外电力工人、防疫一线医护人员、户外防疫站点

工作人员、社区防疫志愿者等群体为重点，以送清凉物资、

送政策宣传、送健康体检、送法律维权和送健康培训为主要

形式，开展形式多样的慰问活动。同时，督促用人单位合理

调整高温天气作业时间，适当降低劳动强度，配备防暑降温

设施及用品，并按时足额向职工发放高温津贴。

目前，湖南省总工会本级已经拨付专项资金，并组成 11
个慰问组，赴湖南各地的重点产业建设项目、企业等开展夏

送清凉走访慰问活动。

湖南：重点关注防疫一线
人 员 开 展 慰 问 活 动

本报讯（记者庞慧敏 通讯员柯宇）7月 12日，广西壮族自

治区柳州市柳东新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集中入会行动暨“365
职工健康服务包”捐赠仪式举行，来自电子商务、直播带货等

行业的 3 家联合工会、53 家基层工会组织的 200 名新就业形

态劳动者代表参加，入会人数约 3000人。

在活动现场，与会相关负责人为新入会的会员代表颁

发了工会会员证、书籍。随后，中健三六五健康科技有限公

司向柳东新区职工捐赠价值 30 余万元的 500 份“365 职工健

康服务包”，中国工人出版社捐赠了 200 张电子职工书屋阅

读卡。

据了解，柳东新区总工会围绕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入会

方式、服务手段、激励保障和劳动争议化解机制等方面，

不断探索实践，目前已经初步形成一套行之有效的经验

做法。

柳州市总工会党组书记、副主席慕振表示，柳州各级工会

将在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建会入会工作上持续发力，用心用情

关爱新就业形态劳动者。

柳州柳东新区总工会力推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入会

直播带货等行业职工有了“娘家”

工会送清凉 情系劳动者
开栏的话

入夏以来，全国多地出现高温酷暑天气，不少劳动者坚

守岗位奋战在高温下。各地各级工会积极行动起来，向一线

劳动者送清凉、送服务、送关爱，引导、督促用人单位加强高

温劳动保护，积极协调解决职工暑期生产生活方面的难题，

切实保障广大职工在盛夏高温季节的安全健康权益。今日

起，本版推出《工会送清凉 情系劳动者》栏目，聚焦各级工会

维护职工劳动安全健康权益工作及创新举措，敬请关注。

7月14日，安徽省淮北市首批100余名职工在淮北市总工会的组织下进行免费健康体检。
据了解，此次参加免费健康体检人数共计1000人，体检对象包括农民工、环卫工及网约车

司机、快递员等新就业形态劳动者。
本报通讯员 张锋 李世宏 摄

免费健康体检

本报讯（通讯员毛朝阳 宋欣梅 姚磊）讲

述革命故事、参观劳模工匠馆、火灾逃生演

练、防溺自救、传统剪纸……7 月 11 日，浙江

省衢州市总工会 2022 年“童心筑梦 快乐成

长”暑期爱心托管班开班，丰富多彩的课程受

到不少学生及家长的点赞。

每年七、八月份，小学生迎来暑假，针对

企业职工特别是许多外来务工人员照顾子

女的难题，衢州市总工会通过前期的摸排调

研，决定在智造新城职工活动服务中心开办

暑期爱心托管班，招收 100 名小学阶段职工

子女。

据了解，此次暑托班中，有 8 名孩子的

父 母 是 五 一 劳 动 奖 章 获 得 者 、浙 江 工 匠 、

在役或退役军人等，有 16 名孩子的父母属

于新就业形态劳动者，还有 19 名属于外来

务 工 人 员“ 小 候 鸟 ”或 父 母 在 外 打 工 的 留

守儿童。

据介绍，暑托班的午餐均由四星级酒店

统一供餐。暑托班特意安排美术、声乐、舞蹈

等课程帮助孩子们拓展眼界。同时，暑托班

还开设了讲述革命故事、鉴赏英语歌曲、参观

劳模工匠馆，以及火灾逃生演练、防溺自救等

特色课程。

据悉，今年衢州市各级工会共举办了 23
个爱心暑托班。

衢州工会帮助职工解决
暑期子女无人照顾的难题

23个爱心暑托班托稳职工心

本报讯（记者黄洪涛）近日，在江苏省南京市总工会、南

京市教育局主办的“喜迎二十大 建功新时代——劳模工匠

进校园，唱响思政好声音”宣讲活动中，8 名劳模工匠与 8 所

高职院校、中小学结对共建，常态化开展“劳模工匠进校园”

活动。

“今后根据学校需要，我可以上门向学生传授烹饪技艺，

也会邀请学生到酒店直接参加实践。”南京工匠、香格里拉

大酒店（南京）有限公司中餐行政总厨、中国烹饪大师侯新

庆与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实验初级中学结对共建。在侯

新庆看来，“这种活动有助于学生们更好地了解、学习烹饪

文化和技艺。”

活动中，全国劳模孙景南、吕雪瑾，“大国工匠”胡胜

为师生们进行了 3 场主题鲜明、内容丰富、生动活泼的事

迹分享会。他们用爱岗敬业、砥砺奋斗、匠心圆梦的好故

事，传播劳动最美丽、劳动最崇高的正能量，受到师生们

的欢迎。

据悉，近年来，南京市总工会大力推进“劳模工匠进校园，

思政教师进企业”活动。2021 年，南京市总组织新当选的全

国劳模、先进工作者成立宣讲团，开展近百场系列先进事迹报

告会。今年，南京市总进一步壮大宣讲团的师资力量，组织劳

模工匠与学校结对共建，引导广大青少年树立正确的劳动观

念，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

弘扬“三个精神”培育劳模工匠G

南京市总常态化开展“劳模工匠进校园”活动

劳模工匠与学校结对共建

7月19日，在浙江省湖州市长兴县雉城街道，退役军人和
退役军人家属正在应聘。

当天，长兴县举行“快递行业面向退役军人、军人军属
专场招聘会”，顺丰、圆通等快递物流企业提供数据分析员、
钉钉部署专家等工作岗位供应聘者选择，拓宽退役军人就业
渠道。 本报通讯员 谭云俸 沈钦楠 摄

快递行业专场招聘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