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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流水线上这一周
——省总工会机关干部赴基层蹲点暨2021年“当一周工人、体工会初心”活动蹲点日记选登

编者按：5月10日至28日，108名省总工会机关干部和直属单位同志分3期共12个小组进企业当工人，与一线工人同吃同住同劳动，聚焦非

公有制企业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工作开展调研，了解基层所思所盼所求和对工会组织的要求期盼，“解剖麻雀”、精准施策，帮助职工和企业解

决重点关切问题，着力推动工会干部到企业去、到工人中去，不断改进思想、改进作风、改进工作，团结引领广大职工群众听党话、跟党走。

在为期一周的活动体验中，工会干部有什么感想？本报选登部分工会干部的蹲点日记，一起体验他们的一线生活。

这次参加赴基层蹲点暨 2021 年
“当一周工人、体工会初心”活动，我
们组在出发前对如何在职工中开展
党史学习教育进行了热烈探讨。大
家一致认为，开展党史学习教育，既
要有知识性，又要有参与性和竞争
性，更要激发一线职工的积极性，鼓励
他们利用碎片化的工余时间踊跃参
与。

5月19日早上7点40分许，这是
杭州哈尔斯实业有限公司塑料杯组
装车间的早课时间，我看到部分工友
在认真学习我们小组前一天发给他
们的党史资料。

午间休息时间，按照经车间焦主
任同意的方案，我和其他7位组员在
车间一角布置党史知识竞答场地。
用长方体塑料框搭成奖品展示台，在

奖品上粘贴中国工会会徽，将奖品垒
起来摆好。用红纸片作的抽奖签子，
奖项上写着“1921-2021”为一等奖。

下午工间休息，一些工友向我们
询问党史知识竞答规则。我们做了说
明并鼓励他们积极参加活动。

下午下班后，我们召集车间全体
工友举行了党史知识有奖竞答活动。
工友们争着抢着回答党史竞答题目，
现场气氛热烈而活跃，在一声声响亮
的答题声中，一个个党史知识点深深
地印入工友们的心中。

这次宣传党史的经历，使我认识
到向企业一线职工开展党史学习教育
等，要用好工余时间，要用好工间微党
课、发资料、竞答等形式，要争取车间
主任、班长等的支持，才能把宣教活动
做实做出好成效。

车间里的喝彩与欢笑声
王仕元

赴基层蹲点，我准备好了
潘磊

杭州临安森源电缆有限公司工会
安排得很周到，给我们9位组员分成两
组并安排了能够胜任的工种，非常认真
负责地为我们上了一堂岗前三级安全
教育培训课程，重点强调劳动过程中的
安全问题。我和其他4名男组员一起
被安排在了五车间的电缆包装岗位。
安全培训后，我们花了一个多小时，对
岗位和操作流程、操作规范进行了学
习，只能算是牛刀小试，重头戏才刚刚
开始……

上午8时，我们准时到岗到位，车
间副主任陈龙师傅告诉我们，操作台上
这批电缆要在上午10点前准时发货，
不然整个车间人员要扣工资。马上，活
力全开！经过全组人员的不懈努力（当
然主力是车间的“老师傅们”），任务在
上午9时30分就提前完成了。

虽然对劳动的强度有一定的心理
准备，但劳动后腰酸背痛手发抖，4个
指头因为长时间接触胶带纸而破皮，这
让我体会到了当工人的不易。

经过一周的努力，我们从生疏的新
手慢慢成长为电缆包装的熟练工。包
装一个线缆接头，从刚开始需要将近1
分钟的时间，到后来只需要短短15秒
以内，几乎与车间老员工相当，让我们
这些组员感到欣喜。

当一周工人，就是要让我们走出办
公室、走进企业、走近职工，与职工群众
打成一片，从而增强做好群众工作的能
力，更好地投入到今后的工会工作中去，
真正成为职工群众的“娘家人”“贴心
人”。

今年，我们全系统还将开展赴基层
蹲点活动，我想说，我准备好了！

心系职工，为职工担当
刘朝晖

“俯下身子、遵守纪律、注意安
全”，带着省总党组张才方书记的殷殷
嘱托，我们9名同志驱车来到了位于杭
州临安锦南街道的浙江小王子食品有
限公司，开始为期一周的“当一周工
人、体工会初心”活动。

一周的时间里，我在公司休闲三
厂从事产品后道包装和仓库搬运两
个工种。后道包装我的工作分五个
工序：拆箱子、产品过秤、封箱、堆放、
搬运。简单的工作内容却有不简单
的注意事项，先拆短边再拆长边且用
力不能过猛、过秤的品种不同单箱重
量要求也不同、每一堆的第一箱和最
后一箱要倒放等。连续不停歇的工
作，一小时下来，我就开始腰酸背疼
了。

第三天，我换到了仓库搬运岗位

工作，工作内容是跟着发货员根据
订单配货，简单说就是搬箱子、拉叉
车，半个小时搬运下来，衣服都湿透
了。

周五要离开厂子了，我们与发货
员大姐合影道别，大姐说：“真舍不得
你们啊，你们太棒了！”

一周的时间很短暂，但是，这一
周与工友师傅们同吃同住同劳动的
经历是难忘的，与工友师傅们结下
的友情是长久的。一周的时间，我
深切地感受到省总党组安排我们

“当一周工人、体工会初心”，就是
要让我们明白，作为一名工会工作
者，一定要将职工的事作为大事，关
切职工所关切的；要欢乐着职工的
欢乐，忧患着职工的忧患；要心系职
工，为职工担当，与职工共情！

简单的工作也藏着手艺
杨惠荣

5月18日7时30分，到厂第二天，
一大早我就和工友们来到了车间，等王
师傅给我下生产任务。

“今天我们去安装表箱门。”王师
傅指着一排门板对我说道，“一块门板
装5个开关，红色的是分闸开关、装最
上面，绿色的是合闸开关，装这里，其
他3个开关按顺序装下面。”然后，她亲
自示范了装配过程，动作快速而又简
洁，在电动螺丝刀的轰鸣下，小小的螺
杆、螺帽，很快将5个开关固定在不锈
钢门板上。

交待完，师傅没有离开，她示意我
自己操作一下，看看掌握了没有。我端
起工具，拎起门板，准备固定。电动螺
丝刀和门板分量都挺沉的，不知道师傅
这么小个子的女工，怎么会做得这么轻
松。

刚开始，以为今天的工作就是对好
开关孔，旋好螺丝，没有什么难度。谁
知道一尝试，发现还是需要有点技术
的。尤其是旋螺丝时，螺丝刀启动的时
间、角度都有要求。螺丝既要旋紧，又
不能太紧。门板内侧的螺丝，电动螺丝
刀不能完全垂直旋，而有一定的倾斜，
这样就不容易打滑……就这样师傅一
边看，一边指导我，在装了两个门板以
后，她看我基本掌握了，就走到边上工
位，自己去安装表箱门了。我又独自安
装了几块门板，慢慢熟练了起来，安装
的速度也越来越快。

11时30分，午饭的时间到了，我站起
身一清点，整个上午自己安装了34块表箱
门板。看师傅这边，估算一下好像安装了
100多块。看似简单的工作也有着大工
艺。

不浪费自家的一枚螺丝钉
赵晨寅

和车间女工董满霞的一段对话，让
我对非公企业产业工人思想政治引领工
作有了全新的思考。

董师傅教我用电钻打螺丝。教的时
候，她发现枪头总是对不好，于是她一边
跟我解释，这些枪头用得久了歪了不好
使，一边利索地把枪头取下来，敲敲打打
修正，再装回去使用。于是我问她，像这
样的东西应该属于易耗品，公司不提供免
费更换吗？她说：“可以换的，不过我觉得
还可以用一段时间，没必要浪费。”听了她
的话，我觉得挺惊讶，是不是因为更换领
取手续很麻烦，例如要把旧的交回才能领
新的，她懒得去更换呢。她的回答更是出
乎我的意料：“公司也是规定要这样的（以
旧换新）但是没那么严格，上次一把枪找
不到了，也让领了新的。”

我说，没让你们赔吗？她说：“规定

上写了要赔，实际上没让赔，这东西丢了
也是在车间里，不会带出去的呀。浪费
公司的东西对我们又没好处，公司好，对
我们也好，为什么不帮公司省钱？”听了
董师傅的话，我连连感慨道：“你们老板
人真不错。”她腼腆又急切地对我说：“就
是我们老板以前说过，钱可以散出去，只
要把人聚起来，钱也会聚回来的，我们公
司‘聚弘凯’的聚就是聚人的意思。”

这一段对话令我印象深刻，想要做
好产业工人思想政治引领工作，树立他
们的主人翁意识，靠生硬的灌输效果总
是有限，最有效的方式其实就是将心比
心，给予工人信任和理解。当企业真正
把他们当作家人了，他们同样也把企业
当作自己的家。对这些质朴的工人来
说，自家的一枚螺丝钉他们都不会随意
浪费，这就是主人翁精神最好的体现。

他们有着懂得知足的大智慧
曾晨路

今天是我在浙江聚弘凯电气有限
公司二次装配车间上工的第四天，我比
往常早了10分钟，7点20分左右到岗，
没想到工友也都在岗位上了。与往日
不同的是，她们正拿着手机，开心地互
相提醒抢红包。看我一头雾水，我的师
傅董满霞提醒我，今天是“520”，班组长
在群里发红包过节，还开玩笑说，“老公
不爱姐妹爱。要是没人爱，就自己爱自
己。”没想到，这里的女工们也热衷于过
节，会自己制造快乐。

我的师傅在车间从事的排端子，繁
琐复杂，但是她看起来挺开心的。因为
师傅从事的是第一道工序，第二道工序
的女工在接电线时发现端子排有问题就
会喊她，她总是第一时间放下手中的活，
跑过去，还经常边解决问题边“斗嘴”。

站在我的角度看，我觉得师傅的生

活并不那么舒心：与丈夫分隔两地，一
年见不上几次面，为了节约开支，她好几
年没有买新衣服了。但是，观察了4天，
我敢肯定，师傅并没有觉得生活不舒
心。包括车间里的其他女工，可能住得
很简陋、过得很简朴，但乐观开朗是真实
的，车间里笑声不断是不会骗人的。

我想，这就是工人的伟大之处，他
们有着懂得知足的大智慧。

午休的时候，碰到公司总经理裴湘
萍，聊起了企业文化。她没有什么高深
理论，只是说，她希望员工在“聚弘凯”
上班，能够真的像在家里一样舒适。在
家里，什么话都可以讲，吵架也不怕，吵
过了，一家人照样开开心心地在一起，

“聚弘凯”打造的就是这样一个氛围。
也正是这句话让我找到了师傅知足的
另一层原因，公司“家”文化的加持。

与职工同呼吸共命运
刘剑锋

“累了就休息下，去喝口水，慢慢来，
不急的。”这是我进入到浙江小王子食品
有限公司车间里听到次数最多的话语，
也真正让我切身体会到来自一线工友的
热情和关怀。这一周，我先后在公司物
流仓储岗位、流水线包装岗位上劳动，这
些都是体力活。

进入到物流仓储岗位的第一天，我
就接手了个“大活”。由于刚好碰上出货
高峰期，摆在我面前的是仓库里如小山
一般的货物，加上初到岗位，运输工具、
操作流程还不熟悉，着实给我出了道“难
题”。

一位工人大姐从一旁走来，十分热
情地带着我熟悉各项流程……短短半小
时，我逐渐“入行”。大姐看着我认真勤

奋的样子，眼里更是流露出认可的眼
神。经过一天的努力，我和同事们完成
了1万多箱食品的出库，我的步数更是
达到了2万多步。

一周时间很短，但对于一个初到企
业一线岗位的“小白”来说，却十足漫长，
但也感悟颇多。我更加深刻体会到“当
一周工人、体工会初心”活动的重要意
义，体会到工友们劳动的艰辛，感受到工
友们吃苦耐劳精神、纯朴和热情。

作为一名工会的新人，在今后的工
作中，必须要有吃苦耐劳的精神，改进思
想、改进作风、改进工作，抱着对工作认
真负责的态度和积极向上的心态，以时
不我待的干事热情完成好每项工作任
务。

劳动最美丽 劳动者最美丽
毛莉佳

当你拿到一包薯片的时候，你最关注
的是哪方面？外包装有没胀气漏气？生
产日期是哪天，保质期多久？是否会注意
外包装的四个角是否粘合得平整？有那
么一群人，他们就很在意消费者的感受。

我有幸成为浙江小王子食品有限公
司休闲三厂薯片三车间的一名后道包装
工。我最开始的任务是把已封装打码好
的成品一箱一箱地在托盘上码放整齐。
别小瞧这工作很简单，里面也有些门道：比
如为了扫码入库，这一车的成品中，第一
箱和最后一箱都要倒着放；生产日期和
批次都一律朝外，方便经销商一眼看到。

在干熟了堆放成品这道工序后，我
就跃跃欲试地想参与前道的封装，也是
要求最高的一道工序。我默默计算了

下，80分钟装满104箱，一箱70小包，王
姐在1秒多钟时间里完成这套动作，真
可谓眼明手快。我壮着胆子上手体验了
一把，结果是手忙脚乱地败下阵来，只好
悻悻然地站一边叠着纸箱。

针对纸箱总是拱起的问题，经讨教才
知道箱底的四个页面要加重往里压一压，
在惯性的回弹下，正好会保持平整。生产
中处处都是技术。这些勤劳善良的工友
们懂得争分夺秒，因而也更注重总结工作
经验，改进工作方法，提升工作效率。

经过深入企业当一周工人，我体会
到，劳动者无疑是最美丽的，正因为他们
心里始终都有对消费者的尊重，才能无时
无刻不体现着对本职工作的尊重，才能处
处展现辛勤劳动、诚实劳动、创造性劳动。

当好小小“螺丝钉”
侯林毓

5月17日—21日，我来到杭州临安
森源电缆有限公司“沉浸式体验”当一
周工人，真正与工友们同吃同住同劳
动，近距离了解倾听工人们的生活与心
声。

17日上午报到，接受了简单的岗前
安全教育培训后，车间罗主任安排我在
二车间的流水线上负责给各种型号的
电缆线套热缩管。

刚上手时，我的速度跟不上师傅的
要求，不一会儿好多电缆线便在我的
工位上“堆积如山”。这让我很着急，
生怕自己影响了整条流水线的进度。
我悄悄关注起师傅的操作方法来，只
见她左手一把抓住电缆线的线头处，
仿佛拎起一只被捋顺了脚的八爪鱼，

右手取来热缩管，逐一对准线头处一
套一个准。我学着师傅的样子，琢磨
着换着法子尝试，发现左右手分别拿
住线头和热缩管的下端，确实可以提
高成功率。

这一周在流水线上当好小小“螺丝
钉”的劳动体验，让我更加深刻地明白
了做好每一件小事的重要性，每一个小
小的热缩管都关乎整条电缆线的质量、
关乎整条流水线的速度、关乎企业的质
检合格率。回归岗位，我会牢记这一周
工人体验带给我的感动，扎扎实实学好
本领，兢兢业业完成工作，在日常生活
中以实实在在的行动，当好广大一线职
工的贴心人。

本版摄影记者邹伟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