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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杜成敏报道 公司的同
事们都喜欢直呼徐超妃为“小
徐”、“阿妃”，身兼公司办公室主
任、工会主席的徐超妃对此觉得
很亲切。

她所在的浙江吉发包装有限
公司位于天台县，目前在岗职工
130余人，职工年龄层偏高，技术
骨干均是经验丰富的老木匠师
傅。在这样的环境里，1992年出
生的徐超妃，自然是他们的眼中
的小辈。

“她待人真诚，对老员工像长
辈一样尊重，所以大家都喜欢她，
把她当女儿一样。”职工许绪潭
说，“有她在，整个公司的气氛都
活跃起来了。”

谈及经验，徐超妃说自己并
没有什么技巧，就是一种天性使
然，“处理矛盾、提供服务的时候，
我习惯站在职工子女的角度，来
为他们争取最大的利益。”

真心换真情

开展工会工作的时候，徐超
妃的90后身份是一把“双刃剑”，
一方面可以得到老职工的爱护，
一句“叔、姨”的亲切称呼，就可以
迅速拉近与职工的距离；另一方
面，徐超妃也不得不面对工作经
验不足的质疑，在这家有20年历
史的企业里，年长、有资历的职工
大有人在。

“选上工会主席的时候，我
承受的压力不小。但我相信真
心能换来真情，只要用心服务好
职工，一定能得到他们的认

可。”徐超妃说。
浙江吉发包装有限公司是一

家专业生产木质类包装箱产品、
防火板材、家装板材的公司，木材
的切割裁剪是重要工序，因此存
在一定的工伤事故隐患。

“职工很多是木匠，工作中经
常会有一些小伤小病。每次看到
他们受伤，我都特别难过和着急，
第一时间陪着他们去医院。”徐超
妃说，“其实我很怕血，但看到平
时关系那么好、那样亲切的叔叔
受伤了，就好像自己家人受伤一
样，顾不了那么多。”

2017年的重阳节，徐超妃正

在参加登山活动，公司的一位职
工因为操作不当，半个手掌被锯
断了。听闻消息的徐超妃，立刻
飞奔至医院，平常 15分钟的下
山路程，她只用了5分钟。

在徐超妃的印象中，这名职
工憨厚老实，工作任劳任怨，家庭
条件也较困难。到医院后，徐超
妃跟公司领导汇报，希望请最好
的医生做手术，得到了公司的同
意。经过整整24小时的手术，职
工的断掌顺利接上，但是今后无
法继续在原岗位上工作。

“我们为他争取到了工伤赔
偿，并帮他办理了七级伤残认

定。”徐超妃说。
在徐超妃4年多的工会主席

经历中，处理过此类的工伤事故
大大小小有几十起，至今没有一
起纠纷和投诉。

“将心比心吧，你把他们当亲
人，为他们考虑，他们能感受得
到。公司搬到新厂区后，有一次
回老厂区，很多老员工看到我还
提醒我赶紧去食堂吃饭，别饿肚
子。作为工会主席，也常常感觉
被他们照顾，很感动。”徐超妃说。

工会工作的“90后风格”

每年的7月至9月，浙江吉

发包装有限公司食堂都会供
应免费冷饮，该做法就是员工
向工会提议的。

“虽然只是一个小细节的变
动，投入也不大，但是对员工来
说，体会到了公司的关心。”徐
超妃说。

当然也有犯愁的时候，当上
工会主席后的第一年年会，做主
持人的徐超妃就感受到了“冷
场”。“我们在台上卖力说唱，下面
却自顾自地吃饭聊天，吃完后拿
着年货走人。对他们来说，年会
只是走个过场罢了。”

徐超妃下决心把公司的文
化娱乐氛围搞起来。她仔细做
了一次摸底调查，发现职工中有
不少乒乓球、象棋爱好者，于是
她定期开展一些趣味比赛活动，
发掘职工的兴趣爱好。在重大
节日里，还要求公司以部门为单
位出节目，增加互动性，把大家
的积极性调动起来。

“刚开始他们也不习惯，但到
后来热情越来越高，活动还设定
了很丰厚的奖品，每位员工都玩
得很开心。现在我们办节目，主
动报名参加的人有很多，再也不
需要我们引导了。”

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
徐超妃觉得自己仍是一名工会

“新手”。“我挺幸运的，职工对我
很亲切，公司也给了我很多机会，
让我学习成长了很多。在工会这
个大家庭里，我还需要努力向大
家靠拢，锻炼成为一名合格的基
层工会主席。”

她站在职工子女的角度,为他们争取最大利益

徐超妃：我管职工叫叔姨

青春感言：

作为工会主席的我，是

让职工接触、了解“娘家”的

一个窗口。

虽然对我来说这是一

个全新的领域，但是遇到

问题时，我依然会保持信

心、相信自己，认真对待工

会工作中的每一项任务，

不辜负职工群众对我的信

任。

毛朝阳、姚磊报道 位于衢
州的浙江子谕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成立于2018年，拥有40余名职
工，职工平均年龄38岁，是一家

“年轻”的公司。1990年出生的
汪培在公司中拥有着超高人气，
2019年1月，公司成立工会，她被
大家一致票选为工会主席。

实施“681”工会建设工程

汪培现任公司的运营总监，
关于公司的运营，她是一把好手，
但是工会的工作对她来说却是

“两眼一抹黑”。为了让新成立的
工会尽快步入正轨，她认真研读
相关的法律法规，一有时间就“恶
补”工会知识。

“如果将公司比作一架飞机，
工会就是双翼，一边维护职工权
益，提高职工素质，一边激发职工
才智，聚焦创业创新。这两件事
做好了，就为公司腾飞插上了翅
膀。”汪培告诉笔者，这是她悟出
的门道。

打铁还需自身硬。要把工会
作用发挥好，关键是把工会建设
好。公司工会成立后，汪培求教
了有多年工会工作经验的原衢州
市总工会主席汪先应。交流探讨

后，她制定了“681”工程，即认真
落实“六有”要求，建立健全“八
大”组织，建立一个工会经费保障
机制。做到有机构、有牌子、有印
章、有经费、有制度、有活动；建立
了公司工会规范建设领导小组、
创建劳动关系和谐企业领导小
组、工会委员会、工会经费审查委
员会、女职工委员会、“安康杯”竞
赛领导小组、劳动争议调解委员
会、司务公开领导小组；建立工会

账户，公司按时拨付经费，同时，
对工会开展的大型活动，公司董
事会建立专项经费制度，使工会
工作有了坚实保障。

搭建创新、温馨之家

如何在民营企业中发挥工会作
用？汪培给出两个词：创新、温馨。

创新发展是硬道理。为了提
高职工的工作效率，提升职工的
工作积极性，汪培注重员工的全

面发展，积极组织开展职工培
训。每次有新产品、新技术推出，
她就组织全体职工进行集体学
习；一有相关政策动态变化，她就
迅速召集全体职工开展专题座
谈；她专门组织职工前往温州研
学，拓展职工的眼界；公司还建立
了职工书屋……

不仅职工培训有声有色，劳
动竞赛更是热火朝天。通过组织
开展“当好主人翁，建设新时代”

劳动和技能竞赛，公司涌现出了
许多优秀项目和出色人才。如
今，公司拥有了7项发明专利。
汪培亲眼见证着职工的进步，为
了奖励具有创新精神、奋斗精神
的职工，也为了激发其他职工拼
搏向上的热情，她特意向公司领
导申请，利用工会经费，设立优秀
员工单项奖。获奖者不仅有作出
贡献的业务能手，也有任劳任怨
的后勤保障工作人员。

温馨服务暖人心。职工来自
五湖四海，吃饭难、住宿难等问题
让公司工会绞尽脑汁。汪培将公
司的两间闲置仓库改造成员工食
堂，专门聘请了一位厨师，保障了
员工的健康饮食，通过租赁房屋，
解决了无住房职工的住宿问题。
每逢重大节日、职工生日，更是惊
喜一重接一重。一有职工受伤、生
病，汪培就会放下手上的工作，带
去慰问金，详细了解职工的情况以
及困难，并进行追踪。夏天即将来
临，汪培又在策划着“夏送凉、冬送
暖”系列活动。

这个成立仅5个月的工会，
在汪培的努力下，工作开展得有
声有色，擦出了创新的“火花”，点
燃了温馨的“火把”。

她虚心求教老前辈，为新成立的工会“把脉问诊”

汪培：擦出创新“火花”点燃温馨“火把”

青春感言：

我，见证了它的诞生；

我，陪伴着它的成长；我，期

待着它的蜕变。

作为一名 90 后的工会

主席，希望能和职工一起，一

步步稳扎稳打，一路欢声笑

语，一路创新飞扬，一路温馨

前行。

记者羊荣江报道 在太原当
过兵、在荆州做过销售经理的吕铁
炉在永康扎下了根。

“作为一家在全国同行中首屈
一指的上市公司与龙头企业，必须
要打造独树一帜的企业文化。”身
为浙江哈尔斯真空器皿股份有限
公司（下称“哈尔斯”）的党支部书
记兼工会主席，吕铁炉把企业文化
建设看得很重，“不然就无法拥有
旺盛的创造力和持续发展的原动
力。”

打造红色报刊

哈尔斯始创于1985年，至今
已有34年历史。2015年，吕铁炉
加入到这个“大家庭”中。

为了给哈尔斯的企业文化注
入更多的红色基因，吕铁炉将公司
党支部、工会、团委和原企业文化

部结合起来，成立党群办，将《哈尔
斯报》、《哈尔斯》杂志、《哈尔斯年
刊》列为党群办的重要工作，坚持

“政治家办报”的原则，每期报刊从
策划到采编，吕铁炉都参与其中。

吕铁炉审稿非常较真，仔细到
一个标点符号都不放过。正因为
如此严格，《哈尔斯报》和《哈尔
斯》杂志多次受到上级主管部门
的好评和嘉奖。

营造红色企业

吕铁炉担任哈尔斯党支部书
记后，为了让党员员工在生产经营
中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对党员、预
备党员、入党积极分子开展各种不
同形式的教育与培训，以此统一思
想、提高认识；并成立党员突击队，
利用节假日，积极参加各种社会公
益活动，并支援订单紧急、人员紧
缺的车间。

吕铁炉有一本笔记本，每天巡
查厂区时都会带上，为的是收集各

种先进事例。但凡公司内部思想
积极、表现突出、追求上进的青年
员工，他都会记上一笔，然后加以
培养，不少青年员工就是这样慢慢
向党组织靠拢，并成长为管理干部
与技术骨干。

其中最为突出的是吴伟和胡
树彬。他们都是有十几年工龄的
老员工和共产党员，一个喜欢钻研
模具，一个擅长写作。吕铁炉倾注
了大量心血，在他的支持下，创建
了吴伟五金模具工匠创作室，该工
作室先后被评为省级和全国“工人
先锋号”。

吕铁炉发现胡树彬在文学创
作上具有巨大潜力后，鼓励并支
持他参加鲁迅文学院、浙江文学
院等国家专业文学机构举办的各
种公费培训班，以此开阔视野、提
高水平。胡树彬入选浙江省青年
作家人才库，加入中国作家协会，
当选永康市作协副主席，一时传
为佳话。

活跃文化氛围

为了让员工安心工作，免除后
顾之忧，吕铁炉将公司全体党员和
工会、团委干部组织起来，群策群
力，积极举办各种企业文化活动，
以此活跃氛围，凝聚人心。

不仅有征文比赛、象棋比赛、
演讲比赛、篮球赛、卡拉OK比赛，
一年一届的职工子女夏令营更是
为人称道。

哈尔斯有3000多名员工，且
80%以上为外来务工人员，为了工
作，许多外地员工的孩子成了留守
儿童，只能借暑假机会来永康与父
母团聚。哈尔斯职工子女夏令营
每届为期一个月，免费招收6～12
周岁、来自老家的员工子女，为这
些员工家长免除后顾之忧，也为公
司赢得了人心。

营造和谐企业氛围

这些年来，最让吕铁炉感到开

心的，是创建了公司少数民族员工
联谊会。

哈尔斯一共有470多名少数
民族员工，分别来自川、黔、滇、渝、
桂、湘、鄂等省份的苗、彝、回、壮、
仡佬、布依、土家等少数民族，也有
少量的藏族和维吾尔族，为了确保
少数民族员工的合法权益，关心少
数民族员工的生活与成长，营造和
谐企业氛围，吕铁炉不但亲自规
划、设计少数民族文化长廊与少数
民族员工服务中心，还协调公司各
部门，在同等条件下优先培养、提
拔和使用少数民族员工，开展各种
民族活动，并在员工餐厅开设清真
窗口，充分尊重少数民族员工的饮
食习惯和民族习俗。

担任哈尔斯党支部书记兼工
会主席以来，吕铁炉无私无畏，忘
我耕耘，尽管明年即将退休，但他
依然乐观向上、积极进取，将一颗
红心献给公司事业，用满腔热情浇
灌心中理想。

打造红色文化 助力企业发展
——记哈尔斯党支部书记兼工会主席吕铁炉

本报讯 记者阮向民报道
学习是永恒的主题，提升是共同
的目标。日前，杭州市临安区玲
珑街道总工会结合“三服务”活动
启动“大培训计划”，计划用一年
半时间，使5000余名职工通过培
训强技能、稳就业、促发展。

玲珑街道总工会相关负责人
告诉记者，目前全街道有工业企
业700多家，从业员工有1.3万余
人。从对部分企业的调查摸底情
况看，员工总体学历偏低，员工参
加培训的机会偏少，尤其是小微
企业，如何改善员工的知识结构，
提高员工的岗位技能，是一个现
实而紧迫的课题，“学习强身”势
在必行。

鉴于此，玲珑街道总工会继
“百样工种大比武，千名职工争状
元”技能比武活动之后，结合加快
产业工人队伍建设的目标要求，
决定从今年6月下旬到2020年
年底，用一年半时间开展“服务百
家企业，培训千名员工”活动。

据了解，本次培训精准对接
企业所需、职工所盼，使培训体现
针对性、指导性和前瞻性。在前
期调查摸底的基础上，街道总工
会推出安全生产、岗位技能、业余
生活等三大类共20余门课程，充
分整合相关职能部门、街道成校
和工会自身等师资力量，采取送
课上门、就近培训的形式，让企业
和职工享受工会普惠服务。

“学习强身”正当时
临安玲珑街道总工会启动“大培训”计划

本报讯 见习记者何良玉
通讯员金引报道 近日，嵊泗县
举办第五届“名师带高徒”拜师仪
式，旨在提升职工技能水平，弘扬
工匠精神。此次活动由中共嵊泗
县委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县总工会、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局共同举办，20名一线职工与
劳模工匠进行了拜师结对。

据悉，此次活动中结对的20
对师徒是从嵊泗县各类企事业单
位中遴选的，涉及教育、文化、卫
生、建筑、电力、轮机等多个行业
和工种。20对新一轮结对师徒
通过签订师徒结对承诺书、行拜
师礼正式建立师徒关系，匠心传
承、薪火相传由此展开。

“我将言传身教，率先垂范，
在生活上，在师德上，在业务技
能上都要做出表率作用。也将
和徒弟们互相学习，共同探讨，
取长补短，不断提高自己的业务

水平和素质，”“作为徒弟我不仅
要学习师傅的先进技术和专业
技能，更要学习师傅爱岗敬业的
工作作风和精益求精的工匠精
神。”活动现场，来自县教育局的
师傅王松国和徒弟方浙哲分别
进行了表态发言。

嵊泗县总工会还对第四轮
“名师带高徒”活动中成绩突出
的7位师傅进行了表彰。

近年来，嵊泗县总工会探索建
立以现代师徒关系为形式的技能
人才培养制度和绝技绝活传承推
广长效机制，不断做大做强“名师
带高徒”这一品牌。活动自2006
年启动以来，已成功开展了四轮。
一批徒弟成长为技术大师、技术能
手，成为各行各业的中坚力量，两
名师傅被选树为“浙江工匠”、“千
岛工匠”。这个活动也吸引了更多
劳模工匠加入到名师队伍当中，进
一步发挥传、帮、带作用。

名师带高徒
传承共进步

嵊泗县总工会为一线职工和劳模工匠牵线

本报讯 记者程雪 通讯员
张斌报道 晾干、裁边、镶边
……日前，在湖州市南浔区总工
会举办的该区第四届职工技能
运动会上，来自双林镇的选手方
晨露正在争分夺秒地装裱一幅
水墨画。除了书画装裱，职工技
能运动会现场还设置了消防、叉
车、雕刻等赛事。

在叉车比赛现场，一辆大吨
位的叉车在选手的操作下灵活
地辗转腾挪，在规定时间内完
成前进、后退、绕行、避障、装
货、卸货等操作后，安全归位。

“比赛设置的操作难度比我们
实际工作中要大很多，但这也

是对技术最好的检验。”浙江富
钢金属制品有限公司的叉车工
小王觉得，这么多同行在一起
互相交流、学习，一定会有助于
技术的提高。

南浔区总工会相关负责人
说，举办职工技能运动会的意义
是让职工活学活用，注重理论与
实践的结合，同时看到自身短板，
树立不断学习的意识。

下阶段，南浔区总工会将根
据现有产业岗位，陆续开展电梯
维保、电焊、板材认定等100项赛
事。南浔区总工会已连续16年
开展职工岗位技能竞赛，累计参
与人数超4000人次。

南浔职工技能运动会
百项赛事等你来

竞技

近日，湖州市吴兴区举办2019
年安全生产咨询日暨首届基层应急
救援队伍消防基础技能比武竞赛，
本次活动由吴兴区应急管理局、区
总工会、区消防救援大队主办。

来自高新区、各乡镇（街道）
的28支微型消防站队伍本着“友
谊第一、比赛第二”的原则，各参

赛队伍充分发扬奋勇争先、顽强
拼搏精神，通过灭火救援防护服
原地着装、接力灭火、射水打靶三
个项目的比拼，充分展示了基层
专兼职应急救援力量实战技能水
平，为应对大型综合性应急救援
任务提供有力支撑。

通讯员章荣君、凌海蓉 摄

随着《苏堤漫步》曲声的响
起，由杭州爱乐乐团、杭州演艺业
协会、浙江电台音乐调频、下城区
总工会、东新街道联合举办的

“2019杭州国际音乐节社会公益

普及演出‘乐进东新’专场音乐
会”日前举行，300位一线职工和
他们的子女，共同聆听了这场音
乐盛宴。 见习记者邹伟锋

通讯员刘魏、凌建花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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