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付永偉，個頭兒不高、說話略顯靦腆且很樸實的一個
小伙子。5年前，他和許多進城務工的年輕人一樣，懷揣
對美好生活的夢想，從河南漯河來到北京打工。2007年8月，
付永偉進入西城區新街口投遞部，當上了一名投遞員，就是投遞這樣一份
看似普通的工作，徹底改變了他的人生。他說，前進的道路上就是要一步一個
腳印，有志者事竟成。

勤奮好學 咬定青山不放鬆
高中畢業後付永偉來到北京，或許是對生活孜孜不倦的追求，他希望在北

京闖出一片屬於自己的天地。
剛進郵局大門時，付永偉與許多人一樣覺得投遞工作只是簡單的送信、送

報，沒什麼可學的，可接觸到實際工作，看周圍的老師傅們從容迅速地過
戳、數套報，而自己手忙腳亂跟不上速度，付永偉說： 「別提心裡多急
了」。

但是，付永偉是個有心人，為了盡快提高自己的業務水平，他每天都會早
早的到單位，抓住一切機會進行強化練習，跟老師傅請教，觀察同事們的技術
動作，堅持每天把近萬件的平常印刷品加蓋落地日戳，把上千份的報紙過數分
段。功夫不負有心人，日復一日的高強度練習，使他的工作開始得心應手了，
在各項業務練功中開始脫穎而出。

技能大賽 脫穎而出
郵政投遞的工作是平凡，但付永偉相信在平凡崗位上堅持

到底也可以創造出不平凡的業績。2010年，北京市總工會舉辦了
職工職業技能大賽，通過層層篩選，付永偉入選郵政投遞員

比賽，然而就在當時，付永偉的兒子剛剛出生，不過滿
月。為了不影響工作，代表郵局參加比賽，他的家人給
予了莫大的支持，他自己更是嚴於律己，每天都要求
自己拆套報、過戳數上千件，遠遠超出比賽規定的數
量；為了強化個人的力量訓練，他在自己的胳膊和雙
腿上綁沙袋負重練習；為了看清自己技術中的薄弱
環節，他用攝像機將自己的全套動作拍攝下來，與教
練一起逐個分析和改進。這樣每天高強度的訓練過
後，常常是累得他直不起腰來，但也沒有絲毫的動

搖，因為他有家人的鼓勵，他堅信付出總有回報。
過硬的基本功和創新成果的應用給了付永偉迎接挑戰

的勇氣和力量，最終他以優異的成績獲得大賽全能冠軍。

為郵政人而自豪
如今，付永偉的同事們都親切的稱他 「投遞大明星」。但他一直在努力學

習，就在採訪當天，他告訴記者上午剛剛拿到北京郵電大學成人教育學院的大
專畢業證書。

在工作之餘，他還主動學習投遞部所有道段，了解掌握用戶的相關情況。
他隨身都會攜帶一個記有用戶姓名、地址、聯繫電話的小本子，這樣一個小小

的筆記本，卻成為了付永偉與用戶之間溝通聯繫的橋樑。用戶有事找他幫忙，只
要不違反規定，自己又能做到，付永偉從不拒絕。就是這樣不懈的努力，從
一個 「門外漢」變成了郵政投遞工作的行家裡手。

「當投遞員需要付出一些苦和累，但從中也收穫了甜和樂。」付永偉
說， 「一年四季，我總愛穿綠色的郵政工作服，穿上這身衣服有種自豪
感，它能時刻提醒自己是名郵政人，一言一行都代表郵政投遞員的形
象。」他積極參與到首都一刻鐘服務圈的建設中，用自己的真誠與對郵政
服務工作的熱愛，滿足用戶的用郵需求。付永偉正一步一個腳印，在平凡
的工作崗位上煥發青年職工為了理想勇於拚搏的真熾熱情，用勤勞的雙

手為實現自己的北京夢而努力奮鬥！
2010年，付永偉榮獲了北京市職工職業技能大賽投遞員 「爐火純

青」冠軍獎杯和 「北京市職工高級職業技術能手」稱號。2011年，他
獲得首都勞動獎章和北京市五四青年獎章。2012年，他代表北京郵政
青年團員參加了北京市第十三屆團代會。今年他又獲得了全國五一勞
動獎章。這些獎章，對付永偉來說，除了榮譽和獎勵，還有更深遠的
意義，那就是事業上將有更高的起點，他離夢想更進一步。

本報實習記者本報實習記者 籍夏瑾籍夏瑾

北京市總工會作為首都職工之家，肩負維護職工合法權益和服
務職工的任務，相繼推出了 「1+6」文件、《北京市 「十二五」時期
職工發展規劃》和《關於深化工會三級服務體系建設參與加強和創新
社會管理的意見》及9個執行性文件，全面推進服務型工會建設，為
維護職工合法權益，促進職工個人發展，幫助職工實現夢想搭建了平
台。近幾年北京市總工會注重發揮 「大學校」作用，依託首都職工素
質建設工程在提升職工素質，技能人才培養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比
如建設培訓基地、建立職工創新工作室、舉辦職工職業技能大賽、首
都農民工大學生助推計劃等等。讓實現 「中國夢」的主要群體——勞
動者，能夠通過勞動實現個人發展，通過勞動創造美好生活。

資助農民工圓大學夢
「小時候我就懷揣一個大學夢，沒想到，工會幫我圓了這個

夢。」在北京現代楊鎮工廠加工車間工作的杜旭，通過成人高考成為
了 「首都農民工大學生助推計劃」資助對象之一。5年內將有上萬名
農民工和杜旭一樣，在北京市總工會資助下重新走進學校圓自己的大
學夢。

2011年，北京市總工會推出了 「首都農民工大學生助推計劃」，
2012年初，首批資助的140名在京務工的青年農民工走進大學課堂。
總工會在深入調研農民工需求的基礎上，為其確定了 「學歷+技能」
的培養模式，利用周六、日時間上課，學期兩年半，畢業後可獲得國
民教育序列的大專畢業證書。其間，所有學費均由北京市總工會承
擔。

「400多萬農民工已經成為北京城市建設和發展的重要力量。資
助農民工上大學，不僅為農民工帶來自身發展的新機會，也將為城市
發展創造新的契機。」北京市工會幹部學院素質建設工作部部長劉桂
萍說。首批資助的140名農民工大學生於去年入學，今年，又有650名

加入了農民工大學生的隊伍。

技能大賽為夢想鋪路
今年剛剛24歲的宋軍賢是首鋼機電公司機械廠衛建平工作室的一

名車工。在去年舉辦的北京市第三屆職業技能大賽的數控車工決賽
中，他過五關斬六將，在與42位北京數控領域的強手比拼中，這個年
輕小伙脫穎而出一舉奪魁，成為了數控領域的 「大明星」，同時獲得
了 「北京市技術能手」稱號。

在技能大賽開展過程中，有很多像宋軍賢這樣的選手。他們渴望
通過自身精湛的技藝獲得社會認可，攀上事業巔峰，大賽恰恰為他們
搭建了成就夢想的舞台。同時，大賽也給予了他們豐厚的回報。獲獎
選手不僅拿到了國家級的職業資格證書、能力證書、培訓機會，而且
獲得了相應的榮譽稱號。很多比賽的冠軍也被優先推薦參評首都勞動
獎章。

首都發展依靠 「北京力量」
提升文化素質和技能水平是勞動者實現夢想的有效途徑，2011

年，《首都職工素質建設工程五年規劃》正式啟動。5年內北京市將
累計實現2000萬人次以上的職工參與素質工程各種形式的學習，提升
完善100個首席技師工作室，新建500個農民工技能學習基地……都將
為北京的城市建設和經濟社會發展貢獻 「新鮮血液」，提供技能人才
保證。

在連續舉辦首都職工職業技能大賽，選拔和培養高技能人才的基
礎上，從2009年開始市總工會創建命名職工創新工作室，並以創新工
作室為龍頭，引領和帶動職工崗位創新，推進企業發展，為首都轉變
經濟發展方式提供人力支持。截至2012年底，共創建職工創新工作室
310個，其中有100個是以負責人姓名命名的創新工作室，他們在企業

的技術改造、技術革新等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讓企業的發展後勁十
足。

創新成果的共享將會使首都轉變經濟方式的步伐全面提速，市總
工會依託北京市職工技術協會，舉辦了2次創新成果展，通過網絡展
覽、現場展示等方式進行社會推廣，同時舉辦各種技術交流活動進行
專項推廣，讓更多的首都企業共享創新成果，僅2012年就徵集創新成
果400多項，並進行了推廣。這些都匯聚成有一種力量，推動首都
經濟社會的不斷發展，這種力量都源自於平凡而偉大的勞動者，他們
是你，是我，是托起中國夢的重要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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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即將到來的為即將到來的 「「五月五月」」 找尋一個關鍵詞找尋一個關鍵詞，，很多人會想到很多人會想到 「「勞動勞動」」 。。每天我們與許多陌生人擦肩而過每天我們與許多陌生人擦肩而過，，他們是他們是
清晨搭乘公交車的司機清晨搭乘公交車的司機，，是送報紙的投遞員是送報紙的投遞員，，是開發軟件的工程師……他們都是最普通的勞動者是開發軟件的工程師……他們都是最普通的勞動者，，在平凡的崗位在平凡的崗位
通過勞動實現夢想通過勞動實現夢想。。自去年習近平總書記闡釋自去年習近平總書記闡釋 「「中國夢中國夢」」 以來以來，，這三個字不僅成為了媒體報道和街談巷議的熱這三個字不僅成為了媒體報道和街談巷議的熱
詞詞，，也激起了億萬中國人的共鳴也激起了億萬中國人的共鳴。。 「「中國夢中國夢」」 三個字簡短而有力三個字簡短而有力，，體現一種追求體現一種追求，，一個目標一個目標，，是無數個勞動者是無數個勞動者
對美好生活的嚮往對美好生活的嚮往。。 本報記者本報記者 李銳李銳

免費看電影，免費逛博物館，體驗親子大本營……今年
「五一」期間，北京市總工會推出假日文化系列活動，首都近

270餘萬持 「京卡．互助服務卡」的會員可享體育健身，觀看
影片、遊覽公園讀書培訓、海濱度假等免費或優惠服務。

市總工會介紹，今年的活動將以 「中國夢．勞動創造幸
福」為主題。4月29日至5月1日期間，凡是持有 「京卡．互助
服務卡」的職工，可以在頤和園等市屬十大公園、15家博物館
以及工會組織的合作影院和親子活動場所，享受免票、半價或
其他優惠服務。如孔廟和國子監博物館等9處實行持卡半價入
館；首都博物館等6處實行免費入館等。

同時市總工會還將依託勞動人民文化宮、北京工人體
育場，開設職工大舞台、器樂等專場文藝演出、職工書
畫展和攝影展、體育舞蹈團隊互動表演、文學培訓沙
龍等交流活動。北京工人北戴河療養院還將在假日

期間每日為會員提供20間超低價客房優惠服務。即日起，持卡
職工可以通過12351服務熱線預約。

「京卡．互助服務卡」堅持普惠制原則，凡北京在職職
工，參加工會組織的工會會員，在自願的基礎上申請辦理，已
有近270萬會員享受到多項服務。目前， 「京卡」共搭載文
化體育、參觀旅遊、教育培訓、互助保險、醫療體
檢、生活服務等多項免費或優惠服務，其中免費服
務項目7項，主要是職工互助保障、法律諮詢
和法律援助、就業指導、技能培訓、婚姻
家庭、免費白內障復明手術等。優惠
服務項目涵蓋看電影、購書購物、
體育健身等。隨京卡服務項
目的不斷豐富，申請辦理和
主動使用京卡的會員逐
年遞增。
本報記者 李銳

一天下午，北京市12351職工服務熱線突然接到一位職工的求助電
話：因手術急需AB+血型血小板，由於醫院儲量不足，希望工會組織能
幫助找5位這種血型血小板的捐獻者。北京職工服務中心立即啟動12351
短信平台，以每小時5萬條的速度向全市工會會員的手機發出求助短
信。當發到25萬條短信時，就已經找到了符合條件的13名捐獻者。

這只是北京市工會三級服務體系服務職工的一個小小範例。
把全市每一名會員都 「網」在工會組織的視野裡；讓全市每一名職

工都能隨時就近找到工會組織；工會組織能夠及時了解職工需求並為職
工提供多層次、多元化服務──目前，北京工會三級服務體系日臻完
善，已經開始探索具有 「中國特色、首都特點」的服務職工的 「北京模
式」。

建立全覆蓋的服務體系
近年來，北京市總工會在地方層面，建立起了由市職工服務中心、

17個區縣職工服務中心、344個街道鄉鎮工會服務站組成的三級服務體
系；在產業層面，也建成了由市職工服務中心、8個產業工會、145個局
總公司工會組成的三級服務體系。

在北京職工服務中心，記者看到，這個北京市工會三級服務體系的
中樞，集中了工會組織建設、信息服務、維權服務、困難幫扶、素質培
訓、職工互助等諸多服務功能，並與基層服務中心實現了視頻聯網。據
負責人介紹，三級服務體系之間實現了工作對接、上下聯動的關係，實
現了工會組織對職工的零距離服務。

實名管理普惠服務
「每一名會員在工會組織裡不能只是一個 『數字』，必須是有

名有姓的、有思想有感情有訴求的 『人』。我們必須掌握每一名會
員的信息，才能為其提供及時到位的服務。」三級服務體系辦公室
有關負責人說。

作為三級服務體系建設的內容之一，總工會將工會會員和會員
單位信息採集工作與建會工作同步進行，實現了會員實名制動態管
理。會員信息數據庫納入了每一名會員的聯繫方式、就業、困難、
榮譽等情況，同時這也成為了職工享受工會提供各項服務的重要依
據。3年來，北京市工會組織已採集會員信息374萬人，佔全市會員
總人數的95.5%；同時，在特定情況下可以通過短信等方式，直接

向140萬會員發送工會信息。
在實名制動態管理基礎上，工會為每一位會員都辦理一張 「京卡．

互助服務卡」，它既是一張具有金融功能的銀行借記卡，也是搭載工會
各種服務項目的服務卡。

互助醫療最高補10萬
去年，總工會推出了《在職職工醫療互助保障計劃》。根據計劃，

參加保障計劃的職工，就診時除享受基本醫保的基礎上，可二次享受醫
療補助，最高每人每年可獲得100653元補助，報銷金額將直接打入職工
的京卡中。

據總工會相關負責人介紹，截止到目前，北京總工會已基本完成
2012年全年賠付工作。受益職工累計77萬人次，38萬人，互助金額達到
1.2億元。

開門辦會創新管理
三級服務體系建設中，北京市總奉行 「開放」理念，堅持 「開門辦

會」，構建社會化的工會工作新格局，在參與加強和創新社會管理中不
斷有新作為。

為了加強基層工會組織服務職工的能力，北京市總面向社會公開招
考選拔錄用了1468名專職工會社會工作者，充實在基層工會服務站；為
提高基層工會維權水平，北京市總工會以 「購買服務」的方式與21家律
師事務所簽約，組成了擁有近400名律師的專職勞動爭議調解員隊伍；
向社會公開344個工會服務站電話，方便職工和農民工有困難及時就近
找到工會……

同時，北京市溫暖基金一改過去 「政府撥一點，工會經費出一點，
職工捐一點」的單一運行方式，將日常幫扶分割成不同項目，採取義
演、義賣、購買溫暖包、以單位和個人名義設立子基金等多種渠道、多
種方式廣泛開展社會化募集活動。兩年籌集資金累計1.287億元，相當
於過去十幾年的總和，為工會開展困難幫扶、應急救助及各項公益事業
提供了有力的資金支持。

北京市三級服務體系辦公室負責人介紹說，三級服務體系的建立，
使北京市工會組織服務職工、參與加強和創新社會管理的水平不斷提
高、吸引力凝聚力不斷增強、社會影響力不斷擴大、橋樑紐帶作用更加
突出。 本報記者 李銳 通訊員 郭強

有 限有 限
電視的維電視的維

護 管 理 與護 管 理 與
新 聞新 聞 採採 編編

播播，，這個看似這個看似
不沾邊的兩項工不沾邊的兩項工

作都是北京綠谷偉作都是北京綠谷偉
業網絡科技中心趙飛的主要業網絡科技中心趙飛的主要

工作工作，，他也是今年他也是今年 「「全國五一勞動獎全國五一勞動獎
章章」」獲得者獲得者。。20052005年年，，他從部隊退他從部隊退

伍回到了四季青鎮伍回到了四季青鎮，，只用了短短幾只用了短短幾
個月個月，，趙飛就從一個趙飛就從一個 「「門外漢門外漢」」
轉變為一名合格的新聞工作轉變為一名合格的新聞工作
者者。。他說他說，， 「「在崗就要愛崗在崗就要愛崗，，
愛崗就要敬業愛崗就要敬業」」。。

工作排在第一位工作排在第一位
不管烈日還是寒冬不管烈日還是寒冬，，

不管白天還是黑夜不管白天還是黑夜，，趙飛都一心撲在事業上趙飛都一心撲在事業上，，只要只要
是新聞事件一聲令下是新聞事件一聲令下，，他二話不說就扛起機器第一他二話不說就扛起機器第一
時間趕到現場時間趕到現場，，及時準確把新聞呈獻給觀眾及時準確把新聞呈獻給觀眾。。

在在20122012年的北京年的北京 「「77．．2121」」大雨時大雨時，，趙飛冒大趙飛冒大
雨趟雨趟着着沒過膝蓋的積水步行了沒過膝蓋的積水步行了33公里來到排水管線疏公里來到排水管線疏
通現場通現場。。為了真實地記錄現場搶險情況為了真實地記錄現場搶險情況，，他穿行在他穿行在
可能會掉進沒有井蓋的污水井中可能會掉進沒有井蓋的污水井中，，幾次險些被急流幾次險些被急流
裹挾而來的汽車等漂浮物撞到裹挾而來的汽車等漂浮物撞到。。由於沒有換洗衣由於沒有換洗衣
服服，，加之近加之近77個小時的長時間被污水浸泡個小時的長時間被污水浸泡，，他的雙腳他的雙腳
都已經被泡得發白都已經被泡得發白，，並出現了感染並出現了感染。。正是由於他和正是由於他和
同事們的忘我工作同事們的忘我工作，，第一時間把全鎮積極搶險救災第一時間把全鎮積極搶險救災
的情況播報了出去的情況播報了出去，，鎮域內的群眾及時了解到了情鎮域內的群眾及時了解到了情
況況、、穩定了情緒穩定了情緒。。

做新聞工作做新聞工作77年來年來，，他有他有44個除夕夜是在宣傳一線個除夕夜是在宣傳一線
的工作中度過的工作中度過，，連連20092009年他新婚後的第一個除夕夜也年他新婚後的第一個除夕夜也
不例外不例外，，家裡人見他這麼熱愛自己的工作家裡人見他這麼熱愛自己的工作，，也從原也從原
來的不理解慢慢轉為現在的全力支持來的不理解慢慢轉為現在的全力支持。。20122012年由於工年由於工
作技能突出作技能突出，，他被四季青鎮總工會評為了他被四季青鎮總工會評為了 「「勞動能勞動能

手手」」。。

帶領團隊帶領團隊 勇挑重擔勇挑重擔
由於工作能力突出由於工作能力突出，，趙飛被任命為單位的新聞趙飛被任命為單位的新聞

組組長組組長，，但全組人員大多和他一樣但全組人員大多和他一樣，，都是都是 「「半路出半路出
家家」」。。通過趙飛手把手地培訓通過趙飛手把手地培訓，，現在的新聞組工作現在的新聞組工作
人員都已經迅速成長起來人員都已經迅速成長起來。。20092009年至年至20102010年期間年期間，，在在
北京市海淀區四季青鎮北塢村市級試點騰退改造工北京市海淀區四季青鎮北塢村市級試點騰退改造工
作中作中，，新聞組利用一年多的時間不間斷地拍攝和整新聞組利用一年多的時間不間斷地拍攝和整
理材料理材料，，製作了反映北塢村試點工作的專題片製作了反映北塢村試點工作的專題片《《北北
塢的變遷塢的變遷》，》，得到了領導和北塢村群眾的一致肯得到了領導和北塢村群眾的一致肯
定定。。

20082008年以來年以來，，北京電視台北京電視台、、海淀區新聞中心等海淀區新聞中心等
市市、、區主要媒體共採用了四季青記者站報送的視頻區主要媒體共採用了四季青記者站報送的視頻
新聞新聞400400多條多條，，他本人也被海淀區新聞中心指派為他本人也被海淀區新聞中心指派為
《《海淀新聞海淀新聞》》駐站記者駐站記者。。他說他說：： 「「我將繼續在我熱我將繼續在我熱
愛的崗位從事我熱愛的事業愛的崗位從事我熱愛的事業，，更好地服務群眾更好地服務群眾。。」」

本報實習記者本報實習記者 籍夏瑾籍夏瑾

在北京市大興
區有這樣一支學
雷鋒志願者服務

隊 ， 配 鑰 匙 、 修 表 、 理
髮……只要是能夠提供幫助

的他們都幹，而且從來不怕苦不
怕累，他們的隊長正是宋薛宣。

「學習雷鋒好榜樣，忠於革
命忠於黨……」平時，宋薛宣總喜歡哼
唱這首歌，甚至把手機鈴聲也設置成了

這耳熟能詳的旋律。他說，自己矢志不移 「學
雷鋒」，與這首歌有關，與在部隊的經歷有關。

學雷鋒 「上癮」
宋薛宣1976年從家鄉當兵入伍，到部隊後，他聽了雷

鋒同志先進事跡報告會後深受感動，他說： 「我是貧苦農
民出身，雖沒有經歷過戰爭的洗禮但經歷了貧窮的痛
苦。」

從那以後，宋薛宣從身邊小事做起，幫戰友洗襪子、
清掃食堂、撿牙膏皮、補羽毛球拍……為了更好地服務戰
友，他利用業餘時間學補鞋，學修車，連後來他賴以謀生
的修鎖配鑰匙，也是那時候學會的。做好事越做越多的宋
薛宣成了連隊上的名人，還因此被評為 「學雷鋒標兵」。

1983年復員回家的他，為了改變家中生活的窘境，孤
身一人懷揣15元錢，再次來北京 「闖天下」。在當地的政
府和好心人的幫助下，從小修小補的路邊攤，到有了擋風
避雨的宋記開鎖修理部，這更讓他立志不忘學雷鋒，把自
己的光和熱，投入到為人民服務中去。

上萬名志願者加入服務隊
1987年，他參加了一個學雷鋒活動，結識了8個同樣熱

心公益的個體戶，便提議成立一個服務隊。沒想到大家都
同意，並推舉他為隊長，就這樣大興區學雷鋒志願者服務
隊成立了。2000年12月的一天，觀音寺小區一家住戶屋裡起
火，一位老人被困在裡面。宋薛宣知道後迅速趕到現場，
他找到兩條毛巾用水給澆濕，摀住鼻子他冒危險衝了進
去，摸到床頭，順火苗的光線看到了老人被困在中間，
他把老人輕輕的拉下床，又一步一步地把老人背了出來。
由於屋內缺氧和大量煙霧，他好久喘不過氣來。老人被送

往醫院，經醫生搶救脫離了危險。
在北京站穩腳跟的宋薛宣把三個弟弟帶到北京，傳授

了他們修鎖的手藝。目前，四兄弟各自經營一家修鎖、配
鑰匙的小門臉兒， 「並肩」學雷鋒。2003年，非典肆虐京
城，他召集全家為大興衛星城公用電話進行義務消毒，
他們自備消毒液、口罩，歷時77天，從未間斷過對
大興衛星城近300多部公用電話的消毒，趕上中
考、高考時，他們又為黃村的考場進行場外消
毒。

宋薛宣在帶動家人做好事的同時，也吸
引了越來越多的人加入學雷鋒志願者服務
隊。現在，大興區學雷鋒志願者服務隊的
志願者已經有上萬人，隊員中有教授、主
任醫師、私企老闆、健康諮詢、盲人按摩
師等。在大興地鐵施工期間，隊員們堅持每
月到工地為地鐵工人們送服務。

宋薛宣說： 「學雷鋒這個事我會一直做下
去，直到幹不動為止。我相信，通過我們不懈的
努力，會帶動越來越多的人做好事，屆時我們的社
會會充滿愛，充滿溫情。」 本報記者 李銳 籍夏瑾

身體力行的基層新聞工作者身體力行的基層新聞工作者

手持京卡手持京卡 實惠多實惠多

全覆蓋零距離的三級服務體系全覆蓋零距離的三級服務體系

從門外漢從門外漢
到投遞到投遞 「「大明星大明星」」

宋薛宣宋薛宣：：志願服務是志願服務是
一種幸福一種幸福

──記──記北京市北京市新街口投遞部投遞員付永偉新街口投遞部投遞員付永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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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士職工之的士職工之
家家」」 在首都機場在首都機場
安家安家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免費保險免費保險、、優惠觀影優惠觀影、、醫療服務醫療服務、、實惠購物……普惠實惠購物……普惠
首都工會會員的京卡首都工會會員的京卡．．互助服務卡互助服務卡，，是北京市總工會為是北京市總工會為
職工提供全方位服務的重大舉措職工提供全方位服務的重大舉措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職工在工會服務站休閒娛樂職工在工會服務站休閒娛樂，，查閱資料查閱資料

▲▲今年今年，，又有又有650650名農民工在北京市總工會全額資助下名農民工在北京市總工會全額資助下，，踏進了踏進了
大學校門大學校門。。圖為農民工大學生拿到工會提供的學費後圖為農民工大學生拿到工會提供的學費後，，互相鼓勵互相鼓勵
要好好學習要好好學習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圖為今年全國五一勞動獎章圖為今年全國五一勞動獎章
獲得者獲得者，，北京郵政公司新街北京郵政公司新街
口投遞部投遞員付永偉口投遞部投遞員付永偉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北京市大興區學雷鋒志願者服務隊隊長北京市大興區學雷鋒志願者服務隊隊長、、北京大興宋北京大興宋
記開鎖服務中心經理宋薛宣今年獲全國五一勞動獎記開鎖服務中心經理宋薛宣今年獲全國五一勞動獎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全國五一勞動獎章獲得者趙全國五一勞動獎章獲得者趙
飛飛，，北京綠谷偉業網絡科技中心北京綠谷偉業網絡科技中心
工人工人，，負責新聞的負責新聞的採採編播和有線編播和有線
電視的維護管理電視的維護管理 資料圖資料圖片

▲▲全國五一勞動獎章獲得者北京鐵全國五一勞動獎章獲得者北京鐵
路局豐台機務段劉鈺峰路局豐台機務段劉鈺峰

▲▲全國五一勞動獎章獲得者全國五一勞動獎章獲得者，，北京昌平供電北京昌平供電
公司帶電作業班班長王月鵬公司帶電作業班班長王月鵬

▼▼本報記者鏡頭下的勞動者本報記者鏡頭下的勞動者 周少城攝周少城攝

▼▼職工在發卡現場領到京卡職工在發卡現場領到京卡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