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当寒冬到来时，青海省果洛藏
族自治州西北部玛多县的学生们

收到了来自上海的礼物———150
件由黄浦区女教职工亲手编织的

爱心毛衣。自 2015年起，这项由黄
浦教育工会发起的暖心活动已经

持续了整整五年，一针一线间，传
递的不仅仅是毛衣的温度， 更是
来自上海工会的一份暖意。

编织毛衣创新主题活动

对现在的职工而言， 编织早
已不是一件人人都会做的事 ，特
别是执起毛线针， 在针线间织成
一件毛衣，难度系数更是颇大。 然
而， 在每年黄浦教育工会举办的
“三八妇女节”主题活动中，游园
会的形式总是让黄浦教职工乐在

其中， 这之中最热闹的要数坐在
一起或讨论花色， 或研究版型的
女教师编织小组。

论起这编织小组的成立 ，时
间还要拨回到 2015 年。 当时，黄
浦教育工会在策划 “三八妇女
节 ”主题活动时创新做法 ，与恒
源祥集团全国性的 “恒爱行动 ”

进行合作，将“恒爱行动”延伸至
黄浦教育系统内的职工中来 ，
“一来是让女教职工们就此学会
一门编织手艺，二来也希望她们
能借此献出自己一份爱心 。 ”区
教育工会主席李敏介绍道 ， “恒
爱 ”行动的过程很简单 ：由企业
提供相应的毛线，各家基层工会

的教职工每人认领一份 ，用 6-8
个月的时间编织毛衣或者围巾 ，
再捐献给云南 、青海 、新疆等贫
困地区的学生。

事实上，“恒爱行动” 刚开始
时许多女教职工都不会编织 ，有
些连长针、短针都分不清，眼看着
自己拿回家的毛线却不知如何是

好。 为了能够让教职员工们加入
到这一活动中来， 区教育工会特
意邀请了企业内的编织老师去往

基层工会进行教授。 同时，还鼓励
基层工会内会编织的老师互相帮

助， 就此组成了一个个教学相长
的编织小组。

由点及面辐射更多职工

“我是在少女时学会的编
织。 ”谈起编织，勾起了瑞金一路
幼儿园教师朱红儿时的回忆。 当
家中老人们手把手地教她编织 ，
毛衣、围巾、手套，在巧手编织下
栩栩如生、靓丽又多彩，而这份记
忆在她为贫困地区学生编织时又

加深了一番：“我看不到毛衣穿在
他们身上的样貌， 体会不到他们
毛衣加身的温暖和激动，但是，我

希望他们能感受到这件毛衣带去

的那份真情。 ”
像她一般， 越来越多的教师

从黄浦教育工会组织的 “恒爱行
动 ”起步 ，将自己的爱心传递下
去。 “记得在‘恒爱行动 ’的第一
年 ，我正好动了手术 ，术后在家
康复的这段时间内，我依然在病
床上坚持编织爱心毛衣……”荷
花池第二幼儿园教师尹永春告

诉劳动报记者，起初参加到这个
活动中来，仅仅只是想献出自己
的一份爱心，没想到在生病编织
的过程中 ，家中的丈夫和女儿用
行动支持她这一爱心行为 ，在她
看来，她的爱心毛衣中也有他们
的一份爱。

这份由黄浦教育工会发起的

爱心活动不仅在黄浦教职工内广

为流传，在宝山、松江、崇明等区
教育系统内也形成了一道爱心编

织的风景线。 她们满怀爱心，构思
图案，一针一线，将这些饱含深切
关爱之情的爱心毛衣送至贫困学

生手中。 据悉，截至 2019 年，近千
件爱心毛衣从黄浦教育工会送

出，为更多的贫困学生送上“上海
姆妈”的一份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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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报记者 黄嘉慧

黄浦教育工会打造恒爱行动 五年千件爱心毛衣送贫困学生

来自“上海姆妈”的爱

想方设法服务“清一色”的民营企业
新杨工业园区工会形成服务职工品牌

雄风一号源自中国台湾 ， 其主要成分鱼
胶低聚粉 、雄蜂蛹 、蛹虫草 、地龙蛋白 、L-精
氨酸成分，五大优质原材料合理配比，采用现
代萃取技术，精制而成高浓缩男士营养品 ，经
专业检测机构检测。是放心、可靠的男性营养
品 ，按周期食用感觉更好 ，本品携带 、食用方
便，吸收好，自上市以来深受广大男性朋友的
青睐！

雄风一号诚祝你精力旺、身体壮、生活品质
好、幸福又自信。

七天一次 ，早晨饭前食用（可搭配温开水或
牛奶），一盒可食用一个月，三盒为一个周期，来电
可享受“买二赠一（同品同规格）”优惠套餐体验。

郑重承诺： 本品严格遵守国家相关法律法
规，诚信经营，绝不添加任何非法添加物质，如
有违背，售价 100倍赔偿，欢迎社会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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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天一次、放心、可靠，食用方便、吸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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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静安区属国有企业迎新

乒乓球邀请赛日前在静安区少体校

乒乓房拉开帷幕。 本次比赛由静安
区总工会、 静安区国有资产监督管
理委员会主办。 比赛吸引了静安 12

支区属国有企业队参赛， 经过激烈
的角逐， 上海锦迪城市建设开发有
限公司、上海九百集团有限公司、上
海静安置业（集团）有限公司名列三
甲。 ���■王枫

本报讯 近日， 第三届崇明区职
工乒乓球团体比赛在区总工会开

打，10 支来自崇明职工乒乓球协会
的队伍参加比赛。

小小的乒乓球在台案上来回穿

梭，划出一道道美丽的弧线。选手们

摩拳擦掌、各显球技，直拍、横拍、扣
球、旋转球、弧线球 ，精彩的防守与
绝杀，尽展新年新风貌。 以球会友、
欢庆新年， 本次比赛为广大球员提
供了切磋比拼、尽显风采的平台。

�� ������■黄嘉慧

静安区属国有企业职工“乒乓”迎新

第三届崇明区职工乒乓球团体比赛完美收官

会情速递

位于普陀区桃浦镇的新杨工

业园区里，入驻的是 “清一色”的
民营企业， 这无疑给工会组建工
作带来许多困难。近年来，基于这
一现状， 新杨园区工会想方设法
推动园区企业组建工会， 依托园
区群团服务站推出各类职工服务

项目， 并积极发挥工会组织在新
杨社区社会治理中的积极作用 ，
各项工作不断出彩。

想方设法推动企业“建会”

新杨园区工会成立以来 ，始
终处于组织健全的状态。 工会结
合园区民营企业集聚的实际 ，一
直配备 1 至 2 名工会专职人员 ，
保证了园区工会日常工作的正常

运行。近年来，在新杨园区党政的

支持下，园区开设了群团服务站，
为工会回应员工诉求、 提供法律
援助创造了条件； 也为工会开展
职工服务项目、 丰富职工的业余
文化生活提供了场所。此外，按照
实体化运作的要求， 新杨工会还
建立了劳动关系三方协商机制 、
区域性职工代表大会制度、 年度
职工技能比武大赛、 园区职工群
英会、“蓝天下的至爱” 职工募捐
等多项工作制度。

与此同时，新杨工会积极推动
园区员工数超过 25人的民营企业
组建工会。 仅 2018 年就组建了 6
家工会组织，园区现有独立基层工
会组织 17家。 针对新杨工业园区
汽车企业集中的实际情况，园区工
会通过先服务、 后建会的方式，凝
聚企业和职工，增强其组建工会的

愿望。2019年上半年， 园区召开了
上海市新杨工业园区汽车商贸行

业工会联合会第一次代表大会，这
标志着上海市新杨工业园区汽车

商贸行业工会联合会的正式成立。
汽车行业工会联合会的建立，覆盖
了园区 19 家汽车行业的民营企
业， 占园区入园企业的近三分之
一。自此，新杨园区整个汽车商贸
行业的员工迎来了信得过、 靠得
住、离不开的 “娘家人”。这也对新
杨园区改革创新工会组织体制机

制，扩大工会组织覆盖面，推动园
区汽车商贸行业和谐劳动关系建

设，改善园区汽车商贸行业营商环
境，做大做强做优园区汽车商贸行
业产生了积极影响。

在社会治理中发挥作用

聚焦主责主业，根据园区特点
积极发挥工会组织在新杨社区社

会治理中的积极作用也是新杨工

会的一大特色。据了解，新杨园区
工会的劳动关系三方协商制度从

2015 年建立至今已是第五个年
头； 从 2018年开创的区域性职工
代表大会制度将长期坚持；工会还
建立了联合会的劳动争议调解机

制，先后创立职工法律援助室、群
团服务工作站，为服务职工、调解
劳资纠纷、维护职工合法权益创造
了组织条件、搭建了平台。

除此之外， 新杨工会还在积
极响应党委号召， 发动园区本部
全体会员在社区垃圾分类工作中

担任志愿者， 志愿者们每天分早
晚两个时段， 轮流在社区两个居
民小区的垃圾投放点位业余担任

垃圾分类宣传指导监督员， 无论
风吹雨打、寒冬酷暑，时间上从未
间断，人数上没有一个掉队。

服务职工形成品牌

做好职工服务工作， 是新杨
园区工会的工作重心。 为了适应
职工不同的兴趣爱好， 丰富职工
的业余文化生活。 园区工会推动
开设了新杨白领俱乐部， 为职工

开展瑜伽、心意拳、乒乓球等活动
提供了活动场所。 今年上半年落
成的党群服务中心，共 3000 余平
方米，是信息化、网格化、智能化、
共享式、集约式、开放式的新型服
务平台。设有便民服务大厅、阅览
室、书画室、健身房、中心会场、手
工创意坊等功能性场所。 为园区
的居民群众、 企业职工长期提供
社区事务、生活服务、医疗健康、
文体教育、法律咨询、人文修养、
公益互助等综合性服务。

同时， 新杨园区工会还倡导
“健康生活，快乐工作”的氛围，关
爱职工身心健康。2018 年以来，工
会邀请有关专家给职工开展了

“美容与心理学”、“情绪管理与压
力释放”、“急救知识”等多场次专
题讲座。除此之外，以“二工联动·
同心同梦” 为主题的志愿者服务
进社区活动， 同样面向广大职工
服务，并形成了常态化；完善的帮
扶机制， 更是让需要帮困的职工
零 距 离 感 受 到 工 会 组 织 的 关

怀。 ■劳动报记者 郭翼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