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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种“娘家人”叫做工会干部
张晓燕 何去非 文

在杭州，对工会干部有一种亲切的称呼叫做“娘家人”。他们将自身融入基层工会工作，用爱心、热心、耐心和细心服务职工，建设工会。他们既是工会工作的宣传员，宣传贯彻
工会工作方针、政策；又是工会工作的组织员、指导员，指导基层工会搞好组织建设，不断在工作中摸索建会妙招；还是工会工作的调解员，参与协调处理劳动争议等，让工会逐渐被
职工认可和信赖；同时他们还是职工群众的贴心娘家人，关心职工生活，为职工排忧解难，办好事、实事。

每年，杭州市总工会都会在全市基层工会和广大工会干部中开展“五有”职工之家达标活动和争创先进职工之家、争当“五心”工会干部活动，活动中涌现出了一大批先进基层工
会和先进个人。他们扎根基层，站在职工服务第一线；他们默默付出，只求真正为职工办实事。

一头齐耳的短发，一套布满

碎花的短裙套装，浙江建华集团

有限公司工会主席倪春英带着

她爽朗、真诚的标志性笑容，与

身边的同事打着招呼，谈吐间常

用微信、微博等时髦用语，实在让

人无法相信她已经是当上外婆的人了。也许，正

是因为怀着这样一颗自信而年轻的心，才将浙江

建华集团有限公司工会也打造得如此朝气蓬勃。

自2003年任浙江建华集团有限公司工会主

席以来，倪春英一直致力于完善工会工作机制，

为此她牵头组织制定了集团工会委员会委员工

作职责和工作目标，做到工作有计划、有检查、

有总结。为健全集团工会组织机构，她又深入

集团下属企业和商品市场，在上千家的商户间

认真细致地展开调查。从宣传筹备到会员入

会，集团下属企业均顺利组建了工会分支机构，

选举产生了基层工会负责人，让职工有了自己

的家。为了使各分工会工作有条不紊地运作，

做到工会工作有章可循，集团工会制定了“工会

主席职责”、“工会委员会职责”、“女工委员职

责”等规章制度，使工会工作逐步走向制度化、

规范化。

正是因为的倪春英不懈努力，建华集团工

会先后获得了“全国模范职工之家”、“浙江省模

范职工之家”、“浙江省双爱双评先进企业”、“杭

州市先进基层工会”、“杭州市创建和谐劳动关

系先进企业”。她个人也被授予“杭州市女职工

建功立业标兵”、“拱墅区优秀工会工作者”、“上

塘街道工会工作先进个人”等荣誉称号。

提起杭州蔬菜有限公司的

工会主席戴丹阳，认识她的人

都会竖起大拇指。多年来，公

司工会在戴丹阳带领下，发挥

桥梁纽带作用，有力促进企业健

康发展。企业先后获浙江省文明单

位、模范职工之家、劳动关系和谐企业、系统促进

和谐劳动关系排头兵单位、生活后勤保障先进单

位及杭州市模范集体、社会责任建设先进企业、

创建学习型组织争做知识型职工活动先进单位、

厂务公开先进单位等荣誉称号。戴丹阳也因工

作成绩突出，先后被评为浙江省优秀工会工作

者、杭州市优秀工会工作者、杭州市优秀女职工

干部、杭州市商贸旅游集团优秀共产党员等。

戴丹阳热心组织职工开展各项技能培训及

职业道德、安全知识等培训。为让职工有个开阔

视野、展示才能、提高技艺的平台，她积极与有关

部室联手，有的放矢开展岗位练兵、技术比武。

为使比赛更具实用性、可操作性，她多次与基层

沟通，反复征求意见，根据基层的要求和建议以

及经营管理的现状，制订实施方案，尽力将理论

知识与实际操作技能紧密结合。当公司市场开

票结算部被授予市“工人先锋号”后，戴丹阳又不

失时机地推出“师带徒”培养模式。如今，传承好

手艺及工作流程、管理方法，已成两代杭蔬人共

同心愿。同时，坚持每年开展先进宣传月活动，

对先进模范进行集中宣传学习，营造创先争优的

企业氛围。多年来，特色品牌服务员、职业技能

带头人等优秀员工不断涌现，形成了比学赶帮超

的良好氛围，为提高职工本领发挥了积极作用。

前年 3 月份，松下电化住宅设备

机器（杭州）有限公司面临裁员 400

多人。突然接到消息的工会主席

李建宏，一时有些发懵。

企业中员工的权益要得到保障，

很大程度也看工会主席的工作。在工

会工作中，劳资协商算是最棘手的内容之一。这么

多人怎么安置？李建宏对日方提出三点要求：公司

必须要确保稳定和谐过渡；尽最大努力在松下内部

安置员工，使他们能再就业；要确保在此次裁员中，

员工的权益最大化。同时他承诺，工会将充分协调，

做好维稳安置工作，并会兼顾公司和员工的利益。

李建宏说：“消息公布后，员工们的情绪很大，日

常工作受到了较大影响。公司管理层担心局面的失

控，已避免与员工直接接触。工会就站到了最前面，

成立工会主席为首席代表的协商谈判小组，就员工

安置方向、补偿金、福利、身体检查、感谢金等各方面

跟公司进行了反复五轮谈判。”

谈判可谓困难重重，公司有公司的原则，员工有

员工的理由。谈判过程中，一度出现过激的员工，准

备组织围挡公司大门、罢工等。“为避免员工因不了

解情况而引起误解，工会召集职工代表，对每一轮谈

判结果都进行通报说明。员工的每一个意见要求，

工会都认真听取，并及时跟公司沟通。当然我们也

实事求是地为员工争取了权益最大化。”

通过工会三个多月的不懈努力，最终形成了远

高于国家规定的安置方案，结局让员工和公司都比

较满意。关停前 5 月至 7 月的所有出口生产任务也

全部完成，400 余名员工最终全部得到妥善安置分

流，没有发生一起员工上访事件。

郭兴华，是市财经职

业学校工会主席。

“大家都说校园充满

了活力。其实作为教职员

工，生活只有家和教室，典

型的两点一线。可以说业余生

活非常单调，我们学校有教职工100多人，大部

分都是青年教师，其中女老师占了三分之二。

他们从课堂走出来，也有各自的压力，教学压

力、生活压力等都让他们喘不过气。甚至有些

老师教学也受到影响。”郭兴华说。

为了丰富教职工的业余生活，给老师减

压，郭兴华从 2010 年引进了一个瑜伽老师，

每周一次，专门把形体课的教室让出来，供

老师们免费上课。没想到这门课意外地受

欢迎，连学校的许多男老师也去上课了，每

次瑜伽课到课率达到了学校的教职工的三

分之一。

除了瑜伽课，郭兴华还开设了西点手工

课，并组建了校体育俱乐部，由教职工组成

一支比较稳定的篮球队、羽毛球队。

“学校里的老师有一个特点，他们都非

常热衷于各种工会活动，积极性很高。所以

这 6 年的工会主席工作，我把重点都放在丰

富教职工的业余生活中。”

也因此，每年的节假日，工会都会结合

节日给教职工组织各类文体活动，比如三八

妇女节去爬山、阳光毅行、摄影比赛等等。

虽然活动规模不大，但就是这些小小的活

动，让教职工和郭兴华得到了“双赢”。

倪春英：
自信满满做职工的主心骨

戴丹阳：
细微见精神 平凡有真情

李建宏：
当好企业与员工的桥梁

郭兴华：
把老师的业余生活变成彩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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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政府支持黑客扰乱美国大选？
白宫：“将以我们自己选择的时间、地点和方式”反击
克里姆林宫： 这种指责是美国大选“歇斯底里”选战的一部分

希拉里阵营：别有用心！俄罗斯想帮助特朗普当上美国总统
特朗普阵营：非常有心！打开了通往“政府权力秘密小径的窗户”

“走后门”频作弊 希拉里被再曝黑料
操纵媒体、打压对手、被自己人称为“谎话连篇”⋯⋯“维基

揭秘”网11日又披露了美国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竞

选团队主席约翰·波德斯塔的部分私人电邮内容。

邮件内容显示，希拉里阵营为赢得党内初选乃至最后的总

统选举费尽心机：不仅事无巨细地设计党内初选阶段的竞选辩

论“剧本”，还“走后门”提前获知辩论题目，甚至密谋挑选未来的

共和党竞争对手等。

怒斥党内大佬 特朗普竞选要“随心”
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唐纳德·特朗普说话向来不

留情面。他 11 日再次“火力全开”，炮轰包括众议院议长

保罗·瑞安在内的共和党大佬。特朗普怒斥这些人“不

忠”，称自己在竞选中不需要他们的支持。

媒体分析，与共和党建制派的决裂将使特朗普更加依赖于

反建制“草根”一族的支持，而其竞选风格也将更加“随心所欲”。

特朗普11日扬言，在距离美国总统选举不到一个月之际，他将

按自己的意愿竞选。“太好了，我终于摆脱了束缚，现在可以按自己

想要的方式为美国而战，”特朗普在推文中写道。 据新华社

美国白宫一名发言人 11 日说，美国政府将考虑

对俄罗斯采取一系列行动，作为对所谓“俄政府支持

黑客扰乱美国大选”的反制措施。

就在同一天，“维基揭秘”网站再次公布一批民

主党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竞选团队核心成员

的邮件。民主党随即将矛头又一次指向俄罗斯。

对于“黑客”指责，俄方高官再次予以否认，并称

这是美国大选“歇斯底里”选战的一部分。

美国恼怒俄罗斯强硬

白宫发言人乔希·欧内斯特11日在总

统专机上对随行记者说，美国总统奥巴马

将考虑就“黑客攻击”对俄罗斯采取一系

列行动，这些行动很可能不被公开。

“总统能采取的回应（方式）有许多，

他将考虑（与俄方行为规模）相应的行

动，”欧内斯特说，“很有可能的是，我们不

会公布总统选择的举措。”

上周，美国总统国土安全及反

恐事务顾问莉莎·莫纳科曾称，美

国“将以我们自己选择的时间、地

点和方式”对俄罗斯支持黑客的行为作

出回应。

“当我们这么做时，我们将考虑一系

列 工 具 ，包 括 经 济 、外 交 、法 律 和 军 事

的。一些行动可能会被公开，一些则不

会。”她说。

莫纳科透露，具体回应措施或包括通

过私下的外交渠道沟通、展开情报行动、

起诉甚至制裁。

本月 7 日，美国国土安全部和国家情

报总监办公室在联合声明中首次“点名”

批评俄罗斯政府，称其曾授权并帮助黑

客入侵美国网络，意图以此影响今年总

统大选。

对于“黑客”指控，俄罗斯一概予以强

烈否认。俄罗斯外交部长谢尔盖·拉夫罗

夫 9 日直指，所谓俄罗斯支持黑客攻击美

国大选的说法，不过是美国大选“歇斯底

里”选战的一部分。

俄驻美大使谢尔盖·基斯利亚克11日

说，美国对俄罗斯支持黑客攻击美选举相

关机构的指认“并不正确”，“我们的美国

朋友从未向我们出示任何证据”。

特朗普“笑”希拉里“哭”

就在欧内斯特表态当天，“维基揭秘”网站公布了

第二批民主党内部邮件，牵扯包括希拉里竞选团队主

席约翰·波德斯塔、竞选阵营发言人尼克·梅里尔等一

批团队核心成员。

就在4天前，“维基揭秘”网站刚公布了一批波德斯

塔的邮件，猛料众多。其中引发最多议论的就是希拉

里卸任国务卿之后对高盛等华尔街大公司做的有偿闭

门演讲内容。演讲中，希拉里称愿意与华尔街进行幕后

协议，同意让华尔街在制定金融规则时起主导作用。她还承

认“可以有一个公开的立场和一个私人的立场”。

新泄露的一批邮件则显示，希拉里阵营不仅能操控媒体

何时发表文章、发表什么文章，还曾密谋挑选共和党对手，内

容令人惊叹。

对于第二批泄露的邮件，波德斯塔并没有确认或否认其

真实性，仅称“俄罗斯黑客”经常刻意编辑邮件之后再发布。

同时，他再次将邮件泄露归因于俄罗斯，并称俄罗斯的行动

是“为帮助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唐纳德·特朗普当上美国总统”。

内部邮件连遭泄露的情况下，希拉里阵营的形象遭到重

创，特朗普阵营自然不会放过这个绝佳的攻击机会。

同在 11 日，特朗普在佛罗里达州巴拿马城的竞选活动

中对“维基揭秘”网站大加赞赏，称这些邮件为选民打开了一

扇通往“政府权力秘密小径的窗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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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来，杭州市各级党组织积极探索对党员干部日常

监管有效管用的招数，坚持“一个好的党委书记就应该当好

婆婆嘴”，敢于板起脸来抓管理抓监督，善于运用谈话批评、

函询诫勉，使党员干部时时处处感受到纪律的严格约束。

“抓早抓小就要体现在发现问题及时出手，而不是对

干部身上存在的问题三缄其口、听之任之。与执纪审查

相比，党委主要负责人参与的谈话函询更能体现组织的

严管厚爱，方式也更为灵活。”杭州市纪委负责人介绍，今

年以来，已有 48 名市管领导干部接受谈话函询 54 件次，

其中所在地方或部门党委（党组）主要负责人与被反映人

谈话10余次，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盯着问题不放 从严治党眼里有“事儿”

“党委书记及其一班人就得眼睛里有事儿，发现干部

有问题，感觉要出边了，就要找他谈谈话、提醒几句，对问

题有个明确的态度和要求，问题严重的或批评教育，或组

织处理，或纪律处分，防止小病拖成大病。”

去年以来，杭州市各级党委坚持问题导向，对存在苗

头性、倾向性问题的党员干部及时提醒、劝诫和处理。

在全市各级党委“三严三实”专题民主生活会上，直接

奔着问题去，面对面红脸出汗，班子成员之间认真开展批评

与自我批评，党内政治生活更多了一些“辣味”和锋芒。

在“两学一做”学习教育中，各级党委班子成员普遍

做到把自己摆进去，坦诚剖析自己存在的问题，真正拿起

手术刀进行自我解剖。

此外，精准执纪，不枉不纵，也是实践运用“四种形态”的应

有之义。在今年的换届工作中，市纪委、市委组织部在处理各类

举报反映时，对反映失实的及时澄清、反映属实的立即喊“停”，

防止带病提拔。2016年以来，全市澄清诬告、错告等反映不实

的问题441件次，有效地保护了干部干事创业的积极性。

（紧接A1版）要善于运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武器，使对干

部的日常批评教育和监督管理成为咬耳扯袖、红脸出汗

的重要手段，确保党内纪律和党内规矩成为硬约束。

实践“四种形态”，要用好责任追究这个“撒手锏”。全

市各级党组织要强化坚持原则、敢抓敢管的责任意识，面

对大是大非敢于亮剑，面对歪风邪气敢于斗争，发现问题

敢于及时提醒，绝不能遮丑护短、姑息迁就、养痈遗患，要

把腐败问题遏制在萌芽状态，把严肃问责作为推动党组织

落实主体责任的重要利器，以严明的纪律促进“四种形态”

的贯彻落实，进一步形成和巩固全党上下一起动手抓的局

面，真正实现靠全党、管全党、治全党。

“天下事有利于民者，则当厚其本，深其源；有害于民者，

则当拔其本，塞其源。”开弓没有回头箭，越往后执纪只会越

严。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应从全面从严治党的

战略高度，落细落小党员干部监督管理的具体举措，推动“四

种形态”在杭州落地生根，让群众看得到、体会得到、享受得

到全面从严治党成果，不断巩固我市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总

体环境，为杭州奋力谱写新蓝图提供坚强的纪律保障。

党委要用好监督执纪“四种形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