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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通讯员耿玲菊、宋
晗语报道 近日，一份来自贵州
黔东南州台江县的特殊“礼物”
送到了杭州余杭区总工会。杭
州市农业农村局副局长姚爱华
受中共台江县委员会、台江县人
民政府委托，授予杭州市余杭区
总工会“东西部扶贫协作突出贡
献单位”。

自2018年以来，余杭区总工
会积极参与东西部扶贫协作工
作，制定有效扶持政策，落实有
力举措。区总工会联合区财政
局、区旅游局等部门发文，及时
调整疗休养政策，将贵州省黔东
南州台江县、天柱县，湖北省恩
施州咸丰县作为各单位职工跨
省疗休养优先选择的对口区
域。并率先组团赴对口帮扶的
三个县开展疗休养活动，对当地
旅游资源进行实地考察，推出职
工疗休养黔东南路线、恩施州路
线。

据统计，三年来共组织三地
疗 休 养 活 动 390 批 次 ，累 计
19200余人，让余杭职工领略了
三地的秀美山水、山珍美味，感
受了当地的民俗风情。3840余
万元的疗休养资金有效撬动了
当地农文旅产业的发展，为当地

群众增收作出了贡献。职工疗
休养带来的效应，也吸引了更多
余杭人赴三地旅游，亲身感受东
西部扶贫协作带来的巨大变
化。更有不少人主动与当地贫
困儿童结对，以个人之力助推东
西部扶贫协作。

同时，强化就业帮扶力量，
搭建两地“人才输送”的桥梁纽
带。区总工会联合区人社局通
过东西部劳务协作就业扶贫专
场招聘会、“云招聘”、“直播带
岗”等方式累计帮助三地建档立
卡人员就业达6462人。值得一
提的是，区总工会发挥自身职
能，不断深化职工技能培训，从
根本上助力脱贫攻坚。截至目
前，“订单式”“储备式”“适应性”
等就业技能培训已累计开班16
班次，培训人数1090人。

余杭区总工会定向为台江、天
柱、咸丰三地总工会给予资金支
持，用于帮扶当地建档的困难职
工，至今已投入60万元。在2020
年疫情防控期间，为了缓解疫情带
来的影响，还专门给咸丰县总工会
送去了10万元的防疫专项资金。
三年的帮扶和坚守，为推动东西部

“区域协调发展、协同发展、共同发
展”贡献了工会力量。

本报讯 通讯员陈怡报道 近
日，“建功十四五 奋进新征程”温
州市百万职工助力“五城五高地”
建设劳动和技能竞赛启动仪式举
行，吹响了全市广大职工和产业工
人开局就争先、高效抓执行的冲锋
号。

由温州市总工会牵头，温州
市产改工作协调小组成员单位共
同组织的“建功十四五 奋进新
征程”温州市百万职工助力“五
城五高地”建设劳动和技能竞赛
活动，围绕重大战略、重大工程、

重大项目、重点产业和重大活
动，以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为主
线，以建设知识型、技能型、创新
型职工队伍为重点，是全市劳动
和技能竞赛的升级“扩容”版。
通过劳动和技能竞赛，激发广大
职工劳动热情和创造活力，激励
更多的劳动者走技能成才、技能
报国之路，培养更多的高技能人
才和温州工匠。

今年，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
革协调小组创新性地以重大建设
项目、数字化改革“政务服务之

星”活动、“平安护航建党百年”、
职工职业技能、职工技术创新、
高技能人才（劳模）创新工作室
创建、“安康杯”竞赛、“名师带高
徒”活动、“工人先锋号”创建、职
工节能减排这十大项目为核心任
务，激活温州市劳动和技能竞赛
的“一池春水”。“扩容”后，劳动
和技能竞赛延展深入到企业、政
府部门以及社会活动等各个领
域，参与部门更多，覆盖行业更
广，竞赛形式也更多样。推动职
工学习新知识、新技术、新技能，

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
工匠精神，努力建设一支高素质
的新时期产业工人大军，为温州
高质量发展夯实人才基础，提供
技术支撑。

此外，为改进温州市劳动和
技能竞赛体系，推动职工创新创
效和竞赛持续发展，除扩大竞赛
范围外，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
协调小组积极健全竞赛协调机
制，制定科学评估机制，把竞赛
成果作为评估重点，充分听取职
工群众对竞赛活动的意见，并将

其作为评估竞赛成效的重要依
据。

面向“十四五”发展新起点，温
州市产改工作协调小组对职工技
能素质提升和成长空间规划都提
出了新的目标和任务。据悉，“十
四五”期间，全市计划专业技术人
才总量突破100万人，高技能职工
总量达到40万人以上，建设市级
高技能人才（劳模）创新工作室
200家以上，培育市级“技术能手”
1000人以上，培养市级“职业技能
带头人”1000人以上。

本报讯 记者邹伟锋 见习记
者金钧胤报道 日前，松阳县总
工会以“在党史学习教育中涵养
中国工会的初心使命”为主题的
第二期基层工会干部培训班在省
总干校开班。“自3月 29日首期
50多人，两期培训共109人，实现
全县基层工会干部全覆盖。”松阳
县总工会主席阙伟亮说。

阙伟亮介绍，这次课程重点
结合党史学习教育，有机融合工
运史，通过现场教学、实务讲解
等形式，做到学史明理、学史增
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让参加
学习的工会干部汲取智慧和力
量，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
干事创业的工作氛围，推动基层
工会党建带工建、工建促党建的
规范化建设，提升基层工会的凝
聚力和战斗力，以实际行动向建
党100周年献礼。

“这次培训我对‘听党话、跟
党走’有了更深的体会，我们的工
运史就是中国共产党奋斗史的一

部分，党史与工运史是水乳交融、
密不可分的，尤其是在杭州工运
史资料陈列室现场教学的时候，
那一幅幅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
承载着工人运动的峥嵘岁月；那
些‘打倒帝国主义’、‘工人阶级大
团结万岁’、‘争取集会、结社、言
论、出版、罢工自由权’的疾呼，时
至今日犹在耳畔回响。”已是第5
次参加培训的松阳县旅游集散中
心总经理、县总工会兼职副主席
金晓捷对此次培训颇有感触地
说。

“我们将在两期培训班结束
后，以建党100周年为契机，开展
党史进车间、劳模党员宣讲会等
活动，激发更多职工群众爱国爱
党情怀，推动25人以下企业的建
会，同时进一步将红色教育贯穿
到职工疗休养中，从而吸引更多
职工来松阳探寻红色印记、坚定
初心使命，为我省争创社会主义
现代化先行省贡献工会力量。”阙
伟亮说。

本报讯 记者程雪 通讯员
李子静报道 “阿姨，你们采茶
的时候要做好安全防护，注意休
息，不要疲劳采茶哦。”“不要忘
记与茶山的业主签订劳务合同，
要保障好自己的权益。”近日，安
吉县总工会和安吉县溪龙乡党
委共同组建的“1+5”志愿服务帮
帮团成员深入茶山茶企，为采茶
工们送上一张张“温馨提示”暖
心卡片。

现在正值安吉白茶采摘季，
10万外地采茶工进入安吉，对地
方社会治理带来重大考验。为
探索工会组织更好地融入基层
社会治理体系，助力安吉白茶产
业可持续发展，安吉县总工会联
合溪龙乡党委在白茶小镇成立
茶产业联合工会矛盾纠纷调处
化解中心，并在此基础上组建了

“1+5”志愿服务帮帮团，“1”代表
县总工会“法润茶乡”帮帮团，

“5”代表白茶小镇“三服务”帮帮
团、乡贤帮帮团、行业帮帮团、季
节性用工帮帮团和茶哥茶姐帮
帮团。

职工所需就是工会所向。
采茶工们不懂政策？“帮帮团”们

上门科普，确保采茶工们保障好
自己的合法权益；茶企茶农有心
声无处说？“帮帮团”们深入一线
聆听，帮他们出谋划策；茶企茶
农有矛盾纠纷？“帮帮团”们参与
调解，解决问题……“1+5”志愿
服务帮帮团通过开展形式多样
的志愿服务，不断提高广大采茶
工的依法维权意识，提升茶企、
茶场经营者遵法守法的自觉性，
帮助茶企、企业员工和季节性采
茶工真正解决实际困难和需求。

“我们希望为采茶工，尤其
是来自天南地北的外地采茶工
们，打造一个有事儿可以来说
事、有矛盾可以来调解、有困难
可以得到帮助的工会‘娘家’，让
他们在安吉工作可以更加放心、
安心、暖心。”安吉县总工会副主
席程琦表示，通过为采茶工们办
好事做实事解难事，营造企业与
职工互利共赢的和谐氛围，从而
助力白茶产业可持续发展。

接下来，安吉县总工会将着
力打造“一镇一品”工会矛调中
心工作品牌和运行机制，助力社
会治理再提档，为打造县域治理
现代化先行地贡献工会力量。

通讯员金依橙、丁卫阳报道
“没想到，身在宁波，也有‘南山表
兄’的支持帮助，帮我顺利获得赔
偿。”近日，在宁波打工的天台县南
屏乡汤师傅，将一面锦旗送到“南
山表兄”和合调解团宁波分站主任
许昌军手里。

“南山表兄”和合调解团是天
台县南屏乡工会工作委加强基层
社会治理、有效化解矛盾纠纷的有
力探索，成立5年来，成功调解纠

纷上千件。今年，南屏乡工会全面
打造“三服务”2.0版，打造“南山表
兄”和合调解团宁波分站，减少在
甬乡贤矛盾纠纷“来回跑”。

“南屏大部分青壮年都在外经
商、务工，而在甬人口占全乡人口
的三分之一。他们在外发生矛盾
纠纷时，属地调解时间、人力成本
等都相对较高，有时因个人能力有
限，无法依法保障自己的权益。帮
助他们是开设宁波调解站的初

衷。”南屏乡党委副书记、总工会主
席张晓介绍。

3月16日，“南山表兄”和合调
解团宁波分站成立，由30余名具有
一定工作经验和调解技能的南屏乡
全域大农场联合工会的乡贤组成。

前段时间，汤师傅因与他人发
生肢体冲突受伤，经住院治疗花去
医疗费用1.6万元。“我不懂法，也
没有经验，想要维权很难。”汤师傅
在追讨医疗费用的过程中处处碰

壁，在得知“南山表兄”和合调解团
筹建宁波分站消息后，于是向许昌
军寻求帮助。

许昌军与调解团里的律师了
解情况后，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与
对方多次磋商，使矛盾得以圆满解
决，帮助汤师傅依法维权，顺利获
得赔偿。

据了解，“南山表兄”和合调解
团宁波分站制定了每日轮值、固定
接待日、一季度一走访等制度，免

费提供律师法律援助、法律宣传等
服务，摸排企业是否有矛盾隐患，
通过开展业务培训、岗位练兵等活
动加强工会自身建设。

“在‘最多跑一次’改革的基础
上，南屏乡工会因地制宜，着力建
设‘异地矛调最多跑一地’，让职工
群众在处理矛盾纠纷时‘只进一扇
门、最多跑一地’，创新打造‘枫桥
经验异地矛调版’。”天台县总工会
副主席陈卫珍表示。

本报讯 通讯员袁伟鑫、陈标报道
“当年，卓恺泽就是用我手里的这把左轮
手枪在奉化闹革命的……”近日，在宁波
市奉化区松岙镇卓恺泽故居，区劳模工匠
悦讲团成员、区博物馆馆长王玮向现场近
20名职工讲述着烈士卓恺泽的革命事
迹。这是由奉化区总工会组织的“我心向
党·匠心永挚”劳模工匠悦讲团党史宣讲
的首场活动，劳模讲师通过追寻红色记
忆，讲述革命历史，引领职工重温党史，缅
怀先烈，激发爱党情怀。

在现场，王玮向大家详细讲述了卓
恺泽参加革命的历史背景。作为奉化第
一个中共党员，卓恺泽引领卓兰芳等革
命先烈参加革命事业，成立宁波最早的
农村党支部。在当天的宣讲活动中，王
玮还带来了卓恺泽曾经使用过的一把左
轮手枪。这把佩枪是 1928年卓恺泽前
往湖北武汉开展革命活动前留下的，后
被家人埋于地下，直到上世纪70年代才

意外发现。这把佩枪的保护过程，也足
以表明他当年在白色恐怖阴影下开展革
命工作的危险程度，展现出了烈士英勇
无畏的革命气概。

“我是松岙本地人，也从来没有听过
卓恺泽烈士这么详细的事迹介绍，特别是
那把锈迹斑斑的左轮手枪的故事，折射出
了伟大而艰辛的革命历程，非常震撼！”
职工代表裘女士表示，她将以不屈不挠、
视死如归的革命精神为指引，学好党史、
悟透党情、锤炼党性，以实际行动感恩党
的领导。

据悉，此次活动是区总工会开展的
“匠心·红”献礼建党100周年主题活动的
其中一项，下一步，除了继续开展劳模工
匠悦讲团党史宣讲外，还要开展工会主席
党史宣讲、万名职工技能比武、工会干部
驻企服务等“十个一”活动，团结动员全区
广大职工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
学史力行。

日前，台州市黄岩区总工会邀请曾经为长潭水库建设作出贡献的老劳模，在他们曾经工作
过的地方、获得荣誉的地方，为新入职的工会工作者们宣讲党史、劳模精神、垦荒精神，让新一
代的青年不忘初心跟党走，立足岗位建新功。 记者潘仙德 摄

本报讯 通讯员王思、柯工惠报
道 “1926年3月初，中共绍兴独立
支部成立后，积极派党员深入机织
业发达的下方桥一带开展工作，组
织机业工人俱乐部，开办工人夜校，
向工人传输革命思想，发动工人团
结起来与资本家作斗争，逐步积聚
起革命的力量……”4月以来，每周
一、三、五工作日7点半，一档与党

史工运史有关的节目准时在
FM106.8经典汽车广播播放，而这
周的讲述人则是全国先进工作者、
原鲁迅中学校长许吉安。

“回顾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征
程，工人及劳动人民的作用不容忽
视，我们柯桥工运史与之同步，是
党史最好的注脚，所以我们精心挑
选劳模工匠、行业代表还有一线工

人，在电台开设了《我心向党 职
工学党史》的栏目，通过他们朴
实的语言与自身感悟，带领更多
的职工学习了解党史与工运
史。”柯桥区总工会负责人介绍。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100
周年，为传承红色基因，守好红色
根脉，在全区基层工会上下掀起
职工学党史的热潮，柯桥区总工

会及时召开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
会，制定部署实施方案，创新载
体，扩大影响，在去年职工悦读
会、劳模工匠宣讲团的基础上，将
党史学习融入其中，开展“我为职
工办实事”及“当一周工人”活动，
利用走企业、下工地、进车间、入
校园等机会，以“听广播”“讲故事”

“职工谈”等方式，给职工群众讲

“红色党史”，讲“三种精神”。
“开车在路上的时候，听到广

播里许校长的声音，仿佛回到了
课堂上，特别亲切，又能知道柯桥
的工人先烈们为革命事业作出的
贡献，让我更加坚定地听党话、跟
党走，认真做好本职工作。”毕业
于鲁迅中学，现就职于柯桥一外
贸企业的小黄表示。

日前，湖州市吴兴区财贸
工会举办首届“奥奇杯”职工烘
焙比赛，来自全区财贸工会系

统的 9 家单位 35 名选手参加比
赛。

通讯员潘凯凯 摄

本报讯 通讯员蔡卉报道
为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
神、工匠精神，日前，杭州西湖区
总工会打造的西湖匠心课堂上
线，首期供推出5堂大神级精品
课，供基层工会线上点单。

最提升气质的是“浙江工
匠”朱晓丽带来的《乐享一杯中
国好茶》。作为杭州市茶文化推
广宣传代表，朱晓丽曾前往澳洲
表演“西湖茶礼”茶艺，推广宣传
杭州茶文化。她根据多年所学
与工作经验累积，编写了多本教
材，如《习茶九段 培训教材》、
《初识紫砂壶》、《六大茶类沏泡
要领》等。

最考验画工的是嵇锡贵大
师工作室开设的釉上彩绘瓷杯
课程。“浙江工匠”嵇锡贵是中国
工艺美术大师，亚太地区手工艺
大师，G20杭州峰会国宴瓷画面
总设计师。他将带着职工拿起

画笔，留下一眼独一无二的回
眸，伴随每一个奋斗的日子。

最接地气的是“西湖工匠”
洪立萍带来的小花篮编织教
学。六七岁就开始跟随奶奶学
习西溪小花篮编制的洪立萍，40
多年来仍坚守着这份技艺，坚持
小花篮的编织、创新与推广宣
传，是西溪小花篮第三代传承
人，于2009年被评为省级非物
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

还有最具有西湖特色的九
曲红梅制作体验课堂、最让人有
成就感的非遗如意手作课程
等。各具特色的课程，在放课第
一天就受到热捧，超百家基层工
会预约、咨询。下一步，西湖区
总工会将在此基础上，根据第一
期送课情况和基层工会需求，线
上线下结合，开发更多企业欢
迎、职工满意的课程，让工匠精
神照亮职工的追梦路。

人在外，也有“南山表兄”可依靠
天台南屏乡工会开展异地矛调深化维护职能

“十四五”期间，计划全市专业技术人才总量突破100万人

温州发出劳动和技能竞赛动员令

“一把左轮手枪闹革命”的故事
宁波奉化劳模工匠“悦讲”党史

汲取智慧力量
松阳党史学习教育

覆盖基层工会干部培训

电波里的声音让人仿佛回到了课堂
绍兴柯桥掀职工学党史热潮

安吉“1+5”志愿服务帮帮团
融入基层社会治理

为白茶采摘季保驾护航

各具特色 共育匠魂
西湖匠心课堂上线

制定有效政策
落实有力举措

杭州余杭工会扶贫协作献力量

这场“比武”有点甜

听劳模讲初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