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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月速览 ◎

2020 年 5 月份，工会社工服务项目积极配合市总工会做好

职工服务工作，共开展各类专项主题活动 20 场次，户外劳动者

关爱活动 4 场次；累计服务职工 3955 人次，具体如下：

1、5 月期间，工会社工到横栏、小榄、港口等镇区开展探

访困难职工服务，了解职工的生活情况和服务需求，共探访困

难职工 12 人,本月完成小心愿 3 个。

2、开展“让美定格，展现新时代风貌”“五月春晖 ‘照’

见妳的美”“预防多一点 疾病少一点”“5·20 公交驾驶员关

爱日活动”“童心同乐，“拼”出快乐”“巧手童心，爱伴成

长”“一分钟，一生命”“‘鸭梨’再见，心理解压团”“正

念 60 分钟，为身心加点‘油’”“做情绪的主人”职工发展主

题活动 13 场次，共服务 1334 人次；开展“‘救’在身边”义

工发展服务活动 1 场，共服务 33 人次；开展“工会心理义工危

机干预评估及处理主题培训”“工会心理义工成长小组”“一

周一点心读书会”“‘策’出新高度”心理义工服务 6 场次，

共服务 126 人次。

3、联合中山市 4 个户外劳动者工会爱心驿站开展“抗疫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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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包 温暖在我心”活动，向户外劳动者派发防疫包共 2201 份。

走访户外驿站 2 次。

4、开展心理咨询服务，为 21 人提供了 42 小时到访心理咨

询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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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职工关爱 ◎

心系职工情，关爱暖人心

——工会社工定期探访困难职工

5 月，工会社工到横栏、小榄、港口等镇区开展困难职工

探访服务，了解职工的生活情况和服务需求，共探访 12 人。

在疫情逐渐受控的情况下，工会社工做好相关防护措施，

到各镇区探访困难职工。在探访过程中，工会社工与困难职工

亲切交谈，了解职工致困原因、身体状况、子女上学、疫情影

响等情况，并叮嘱困难职工和家属，即便现在疫情得到有效控

制，但也不能掉以轻心，切记做好自身防护，确保身体健康，

鼓励他们树立生活信心，勇敢面对逆境。困难职工梁先生对于

社工的来访很感动，向社工表示感谢，感谢工会的关心，虽然

家庭困难，但政府一直牵挂着大家，现在政策越来越好，生活

得到了很大的改善，自己对生活也充满了希望。

工会社工了解到部分困难职工的小心愿，并通过向社会发

布对接爱心物资。本次走访，社工将链接到的爱心资源送到职

工手上，为职工圆小心愿，送上一份关爱。5 月期间，社工共

完成职工小心愿 3 个，累计完成 18 个。（文：阮淑铧）

社工到职工家中探访并了解情况 社工转交爱心物资 社工转交由爱心人士捐赠的书包及文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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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职工服务站◎

一分钟，一生命

——工会社工心理健康网络直播课程开播

在突发事件面前，我们的情绪反应、认知反应、生理反应

都可能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加强突发事件的心理干预能力，

提高抗击突发事件的心理水平，是我们刻不容缓处理的事情。5

月 8 日晚，工会社工以网络直播课程的服务形式，为中山东菱

威力电器有限公司职工开展了“心理危机干预评估及处理”职

工心理健康专题讲座主题活动，共 64 人次参与。

活动开始，导师带领职工了解心理危机的概念、特征、要

素及危机干预的原则等内容，为职工普及心理危机的基本内容。

随后，通过互动分享和模拟场景分析等方式，详细讲解了心理

危机干预评估的三维评估体系 ABC 模型及心理危机干预处理的

九策略，帮助职工学会识别和处理自己或他人的心理危机状态。

最后，从实际出发，导师分享了情绪稳定化的常见技术如聚焦

当下技术、呼吸放松、肌肉渐进性放松等实用方法技术，提高

职工对突发危机事件的应变处理能力。（文：廖诗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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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见最美，让美定格

5 月 1 日到 5 月 22 日期间，工会社工分别联合中顺洁柔纸业

股份有限公司工会、中山市通伟服装有限公司工会开展了“让美

定格，展现新时代风貌”手机摄影比赛活动，共吸引 58 位职工参

与。

此次摄影比赛活动采取网络征集作品的方式开展，开设了“美

丽中山”“最美劳动者”“定格”三个摄影主题。在投稿的作品

中，可以看见不同角度呈现的中山独特风貌、母亲与孩子之间的

温情瞬间、中山劳动者神采奕奕的别样风姿等等，我们能从中领

略职工对美的感悟。

本次摄影比赛活动鼓励职工发现美、记录美、弘扬美，捕捉

生活的精彩瞬间，从而感受生活之美。（文：林海楠）

优秀作品赏析：

中山市通伟服装有限公司职工作品 中山市通伟服装有限公司职工作品

中顺洁柔纸业股份有限公司职工作品 中顺洁柔纸业股份有限公司职工作品



9

五月春晖 “照”见你的美

——母亲节摄影故事征集活动

五月春晖，2020 年 5 日至 20 日期间，工会社工分别联合广东

格美淇电器有限公司工会、中山市通伟服装有限公司工会开展“五

月春晖 ‘照’见妳的美”母亲节摄影故事征集活动。

为鼓励企业职工以“图文形式”抒发自身对母亲或孩子的感

情，本次活动特别开设“我与妈妈的美好瞬间”及“我与孩子的

时光定格”两个摄影故事主题，职工们可从中择其一作为投稿主

题。踊跃参与活动的职工，用镜头定格了自己与“母亲”或“孩

子”的美好瞬间，用文字向我们诉说着他们对“母亲”或“孩子”

的爱。

“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每一次按下相机的快门键，

都是温馨画面的定格。在这个特别的节日里，本次活动的所有的

投稿作品并无摄影技术的优劣之分，唯有每一张照片背后的真诚

表白。（文：李绮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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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格美淇电器有限公司职工作品

中山市通伟服装有限公司职工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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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爱司机暖人心，点滴温暖铸真情

5 月 20 日，在中山市总工会的指导下，中山市公共交通运输

集团有限公司工会联合工会社工开展第二届“5·20 公交驾驶员关

爱日”活动，让服务于公交事业的全体驾驶员切实感受到社会各

界的关心关爱，营造全社会理解尊重公交驾驶员的良好风尚，构

建全社会共同关心关爱驾驶员的和谐氛围。

抗疫下的“城市摆渡人”，为市民送上“定心丸”

中山公交，是我们城市的一道流动的绿色风景线。

公交驾驶员每日起早贪黑，在发车前必须做好车前安全检查，

再凭借娴熟的驾驶技术和严谨的工作态度，穿梭在城市大街小巷，

守护着乘客们的安全到达目的地。

如今的他们，为了坚守病毒不能在公共汽车中传播的“战疫”

目标，在全面恢复中山市公交线路运营后，每日的日常工作里增

添了为乘客测量体温以及在到达终点站后，做好座椅靠背、扶手

地板、刷卡机等乘客容易接触到的地方的消毒工作，让广大市民

朋友能在特殊时期，安心乘车。工会社工联合中山电视台在 5 月

20 日这一天，跟随公交驾驶员的脚步，拍摄“城市摆渡人的防疫

一天”，把公交驾驶员的日常工作和防疫防疫呈现给广大市民、

乘客。

多方联动，以实际行动，关爱驾驶员身心健康

5 月 20 日上午 9 点，中山公交第二届“5·20 公交驾驶员关

爱日”活动在中山汽车总站公交枢纽站开展简单活动仪式，市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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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会经费审查委员会主任丁玉涛莅临现场指导，并对坚守岗位的

公交驾驶员表示充分肯定和亲切慰问。

活动当日上午，工会社工携手公交集团工会，联动专业医护

人员、心理咨询师、工会义工，分别在中山汽车总站和城南客运

站开展“5·20 公交驾驶员关爱行动”。活动现场设有“送清凉”

“健康咨询”“心理关怀”“电话充值优惠”等摊位，本着切实

关注公交驾驶员的身心需求的目标，现场普及身心健康知识，并

提供咨询服务，以实际行动，让公交驾驶员群体切实感受到社会

各界的关爱。

夏日炎炎，一茶一巾一扇显温情。“您辛苦了”——是今日

在“送清凉”摊位随时听见的一句话。今天活动中，每一位到达

中山汽车总站和城南客运站的公交驾驶员，工会社工和工会义工

都为他们送上一盒清凉茶、一包纸巾和一把扇子，为他们送上真

挚的问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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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爱同行，为爱点赞，传递温暖

5 月 20 日，“中山工人在线”微信公众平台、“中山公交集

团”微信公众平台同步发起“与爱同行、为爱点赞”留言墙活动，

鼓励广大市民朋友在文章——《5·20 与爱同行，致敬公交驾驶员》

留言区留下对中山公交驾驶员的祝福心声。

经统计，截止至 5 月 21 日 11:30，已有 8370 余名市民关注本

次活动，现共收集 179 条祝福心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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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悉，去年 5 月 20 日，中山市公共交通运输集团有限公司积

极响应行业倡议，与全国多个城市同时举办“5·20 公交驾驶员关

爱日”活动，也是中山首届“5·20 公交驾驶员关爱日”活动。公

交车是市民日常出行的主要交通工具之一，为保障市民出行，公

交驾驶员由于每天早出晚归、工作时间长、劳动强度高、安全压

力大等因素，造成公交驾驶员体力和精神透支越来越严重，身心

健康受到很大挑战。为此，公交集团工会自去年开始积极响应倡

议，与工会社工联合举办“5·20 公交驾驶员关爱日”活动，目的

是呼吁全社会尊重、关爱公交驾驶员，营造文明和谐的公交出行

环境。（文：李绮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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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防春夏流行病，健康常伴你我他

春夏之交，正是各种细菌滋生、多种疾病易发的季节，急

性结膜炎（红眼病）、手足口病、流行性感冒、登革热等都是

当前需要注意预防的流行性疾病。5 月 19 日至 5 月 22 日，工

会社工联合格力电器（中山）小家电制造有限公司工会开展“预

防多一点 疾病少一点——春夏季流行病防护知识有奖问答大

赛”，共 766 名职工参与。

此次活动通过企业微信公众号发布，以有奖问答的方式开

展，职工扫描公众号内的二维码即可进行答题。问答内容涵盖

常见流行病的传染途径、预防小技巧等，提交答案之后即刻查

看分数及答案解析，帮助职工在答题后，进一步学习春夏季流

行病预防知识。本次线上活动得到了职工的积极响应与参与，

参与活动的职工纷纷表示参与收获很

大，能了解到相关的预防疾病的知识，

同时增强了自己的健康意识，而且他

们还主动表示希望以后可以多多举行

此类活动，学习更多的预防小知识。

减少疾病的发生，预防意识很重

要。通过本次问答活动，给职工普及

春季流行病知识，以提高广大职工对

流行病的了解，为预防春夏流行病做

好准备。（文：林海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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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伴成长，宅出新花样

——“巧手童心，爱伴成长”线上亲子手工活动

5 月 28 日至 6 月 3 日，工会社工联合格力电器（中山）小

家电制造有限公司工会开展了“巧手童心，爱伴成长”亲子手

工活动，共 59 位职工及其子女参与。

本次活动通过线上形式征集参与职工，为职工亲子派发手

工材料包，鼓励职工居家陪伴孩子时，亲子共同完成趣味手工

小任务，并在完成后通过手机晒出亲子互动瞬间和作品。

巧手童心，爱伴成长。活动中，职工与孩子一起动手，发

挥想象力，把简单的手工材料组成一个个精美的作品。让孩子

在手作过程中提升动手能力和表达能力，同时，促进亲子关系

和谐发展，增进家庭亲子关系亲密。

携手企业工会，助力职工乐享亲子时光，宅出新花样。本

次亲子手工活动，为职工与孩子提供合作交流的平台，丰富了

居家生活乐趣，也拉近了亲子之间的关系。（文：李绮文）

格力电器职工作品展示 格力电器职工作品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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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鸭梨”再见，心理解压团

——工会社工心理健康网络直播课程开播

生活中形形色色的负面压力无处不在，什么样的解压方式

才是最适合自己的呢？5 月 22 日晚，工会社工以网络直播课程

的服务形式，为纬创资通（中山）有限公司职工开展了“鸭梨

再见，心理解压团”职工心理健康专题讲座主题活动，共 98 人

次参与。

在本次活动中，老师主要以分享曼陀罗解压的方式为主要

内容，引导职工在曼陀罗体验的过程中，学会自我调节情绪的

方法。活动开始，老师首先讲解压力的概念及影响等相关心理

知识，并通过“雨中人”心理压力测试，帮助职工了解自我的

情绪压力状态。随后，老师以图片展示的方式，为职工详细讲

解了“什么是曼陀罗？”揭开了曼陀罗解压工具的神秘面纱。

最后，老师带领职工在音频指导语中进行了静观放松和曼陀罗

绘画减压的全身心体验，让职工在体验中，得到身心的放松，

缓解负面的情绪压力。（文：廖诗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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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念 60 分钟，为身心加点“油”

——工会社工心理健康直播课程开播

日常生活和工作中的负面情绪压力，常常让我们身心倍感

疲惫，精力耗竭。5 月 25 日晚，工会社工以网络直播体验的形

式，为中山顺丰速运有限公司职工开展了“正念 60 分钟，为身

心加点‘油’”职工心理健康专题讲座主题活动，共 73 人次参

与。

本次活动，老师主要以带领职工进行正念减压的练习体

验，学习用正念的方法帮助自我调整身心状态。在每一次的正

念练习体验中，老师积极引导大家对散乱的身心进行觉察和安

顿，学会释放压力和自我关怀，让职工在自己的心智空间中拥

有更大的掌控感，更加轻松地生活和工作。

在进行“平衡的心”正念练习体验后，一名职工表示：“忙

碌的工作节奏让我们一直在奔跑，从没有像现在这一刻舒心。”

（文：廖诗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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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情绪的主人

——职工心理健康专题讲座

现代职场就像一个巨大的高压锅，每个身处职场的人都能

感受到压力的存在，如果这种压力得不到释放或缓解，将会影

响到职工的身心健康、情绪乃至工作。为此，5 月 26 日，工会

社工联合华帝股份有限公司工会开展主题“做情绪的主人”职工

心理健康专题讲座主题活动。

本次活动围绕三个内容进行，分别是认识情绪、我的情绪

我做主、高情商的沟通方式。讲师从理论和实际结合分析情绪

与生活工作的紧密联系，并通过情绪小测、积极辩论等方式，

加强与职工的互动交流，让职工充分参与到活动中来。其中，

积极辩论环节，以“加班”为辩论内容，通过积极和消极的语

言阐述自己的论点，双方队员既慷慨激昂又斗智斗勇，过程中

充满欢声笑语。同时，职工们通过现场实践，了解到情绪调适

的重要性，真实地感受到积极语言带给人们的力量。

在活动中，讲师为职工提供想象放松训练、肌肉渐进式放

松训练等等的情绪调适方法，提高职工对相关心理知识的运用，

加强职工情绪管理的能力，更好处理日常情绪问题。活动的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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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讲师播放一段冥想音频，让聚精会神参与整个讲座活动的

职工从冥想中放松下来，让紧绷疲惫状态的职工重新得到一个

精神饱满，放松自己。（文：梁嘉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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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样六一，“童”样精彩

5 月 30 日，在“六一”国际儿童节到来之际，工会社工为

广东格美淇电器有限公司工会策划了“童心同乐，‘拼’出快

乐——六一儿童节亲子水果拼盘活动”，由格美淇职工服务站

的工会义工在社工的指导下，根据方案自主开展活动。活动圆

满开展，共吸引了 50 位职工及其子女参与。

活动当天，职工亲子家庭早早地来到活动现场，按照工会

义工的引导，进行有序签到及体温检测。活动为每一位到来的

小朋友准备了精美的“六一”礼物，更是邀请了皮卡丘、猪猪

侠、爱心熊装扮者现场参与互动。随着主持人宣布：活动正式

开始！在讲解了水果拼盘的相关注意事项后，职工亲子们迫不

及待地进行创作，亲子间尽情发挥创意，运用灵巧的双手，分

工合作，其乐融融地完成水果拼盘任务。经过职工亲子们的精

心创作，吉祥三宝、“鱼”你一起、笑脸等等寓意美好，赏心

悦目，造型精美的作品呈现在了大家眼前。活动后期，义工带

领职工亲子进行“老虎吃汤圆”“齐心协力吃果果”“模特的

视感”“画出一家人”等游戏互动，让职工家庭在有趣的互动

中进一步增进亲子感情。陪伴，就是给孩子们最好的礼物。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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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在一片欢声笑语中落下了帷幕，美好的时光虽然短暂，但留

给孩子们的快乐和回忆是永恒的！

别样“六一”，“童”样精彩，在这欢乐的日子里，让我

们共同祝愿小朋友们节日快乐，茁壮成长，拥有更美好的明天！

（文：苏潇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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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理义工服务 ◎

“策”出新高度

——“心动 24 小时”心理义工成长小组线上课程

为了进一步提高心理义工的助人技能，帮助心理义工掌握

主题活动策划的技能，5 月 31 日下午，工会社工以网络直播课

程的服务形式，为“心动 24 小时”工会心理义工成长小组成员

开展了“‘策’出新高度”心理义工活动策划技能培训活动，

共 21 名工会心理义工参与培训活动。

在活动中，老师以实际的活动主题案例如“为爱发声”、

“公益创投”等，分别从需求分析、制定目标、活动策划、活

动筹备、活动开展和总结反思六个方面讲解活动开展的步骤内

容。其中，在分享活动开展阶段时，更是逐步举例在开展活动

中的一般流程可以有一些什么样的热身环节和深化活动成效的

活动分享内容等。

最后，老师以理论联系实际，从“花样女性，魅力人生”

女职工趣味运动会的三八妇女节主题活动策划案例分享具体的

活动步骤及相关的注意事项等内容。（文：廖诗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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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爱心灵，我们在行动

——心动 24 小时心理健康网络直播课程开播

“面对这一次的新冠肺炎疫情，我们应该怎样去帮助有需

要的人？”“对于疫情中的应急事件，应该怎么处理？”“在

突发事件中，怎样去识别个体的心理危机？”等关于新冠肺炎

疫情心理危机干预的问题常常困扰着心理义工们。为此，工会

社工针对新冠肺炎疫情的特殊情况，5 月 17 日下午，以网络直

播课程的服务形式，为“心动 24 小时”工会心理义工成长小组

成员开展了“一分钟，一生命”工会心理义工危机干预评估及

处理主题培训，共 21 名成员均参与了活动。

在培训中，老师以互动分享讨论的方式，带领工会心理义

工成长小组成员认识心理危机干预的基本内容，为成长小组成

员的心理危机干预工作打下坚实的基础。另外，老师通过妻子

被丈夫家暴，妻子救助的模拟背景，讲解心理危机干预评估及

处理的策略技巧，让工会心理义工更加深入了解心理危机干预

的实际应用方法，提升工会心理义工公益服务的实操技能。

（文：廖诗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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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工发展服务◎

“救”在身边

——义工急救知识培训

当意外发生时，为帮助伤者延长救缓时间，急救措施就显

得尤为关键。为切实发挥企业工会义工队的作用，提升工会义

工紧急救护的能力，工会社工联合中山市福麟灯饰有限公司工

会开展主题为“救”在身边——义工急救知识培训，共 33 名工

会义工参与活动。

此次知识培训内容由高温防暑和创伤包扎两个主题构成。

讲师通过讲解急救理论知识和实操演练结合的方式进行教学，

为职工讲述中暑的诱因以及处理办法、生产意外发生时的自救

互救技巧等，引导工会义工了解急救的重要性，掌握急救理论

知识。就包扎伤口而言，看似简单，但操作起来却没有那么容

易，在不同情况下的包扎方法和技巧都是有准确要求的。

培训后，参与义工纷纷表示受益匪浅、收获颇多，在发生

紧急情况发生时候，自己也能够为伤者实行有效的急救方法，

奉献出救死扶伤的一片爱心。（文：林海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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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户外劳动者工会爱心驿站 ◎

抗疫暖心包 温暖在我心

——户外劳动者工会爱心驿站活动

5 月，工会社工联合户外劳动者工会爱心驿站开展“抗疫

暖心包 温暖在我心”活动 4 场，累计派发“暖心防疫包”2201

份。

当下，中山已进入高温炎热的天气，但环卫工人、建筑工

人、快递配送人员等广大户外劳动者依然坚守在一线工作岗位

上，维护这个城市的正常运转。他们用辛勤的汗水浇灌城市，

我们将点滴爱心汇聚成暖流。5 月 8 日、9 日、10 日、28 日，

“暖心防疫包”派发活动分别在石岐区、东升镇、西区、港口

镇如期开展，活动现场由工会义工协助指引环卫工人和建筑工

人同向站立，保持每人间隔 1 米以上的距离，井然有序地排队

领取“暖心防疫包”。

本次活动得到石岐区总工会、东升镇总工会、西区总工会、

港口镇总工会、和中山苏宁易购商贸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的支

持和参与，工会社工整合来自工会组织和爱心驿站的防疫物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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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为环卫工、建筑工、快递员、执勤交警、出租车司机等户

外劳动者派发由消毒液、洗手液、酒精棉片、口罩等防疫物资

组成的一份份“暖心防疫包”。

2020 年的开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让我们措手不及。但

在人民群众万众一心，齐心抗疫的努力下，疫情蔓延的速度得

以控制。这场防疫保卫战的胜利曙光即将到来，各地复工复产

正在有序进行，社会经济发展和人们日常生活也将逐渐恢复常

态。（文：李绮文）

户外劳动者工会爱心驿站（时代云图店） 户外劳动者工会爱心驿站（东升坦背店）

户外劳动者工会爱心驿站（星港城市名都店） 户外劳动者工会爱心驿站（西区剑桥郡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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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会社工走访户外劳动者工会爱心驿站

2020 年 5 月 7 日、26 日，工会社工走访位于石岐区、横栏

镇的户外劳动者工会爱心驿站站点，对驿站负责人及联络员进

行爱心驿站的建设指导和义工服务活动的策划、实施指导，帮

助爱心驿站更好地运作，服务更多户外劳动者。（文：梁带娣）

户外劳动者工会爱心驿站（时代云图站点） 户外劳动者工会爱心驿站（横栏韵达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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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理咨询服务 ◎

心理咨询服务持续开展

5 月份，心灵港湾为 21 人提供了 42 小时到访心理咨询服

务，职工主要求助问题类型为婚恋问题、情绪困扰、家庭矛盾

及亲子关系等。（见下图）（文：廖诗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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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媒体宣传 ◎

5 月份，工会社工服务项目得到了许多媒体的关注，得到

省市级报道 6 篇，其中省级 2 篇，市级 4 篇。具体如下：

（1）2020.5.9《中山日报》：20 个站点派发！中山市总

工会给户外劳动者送去抗疫暖心包



34

（2）2020.5.9“中山发布”微信公众号：市总工会与多部

门联合在各镇区成立户外劳动者工会爱心驿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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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020.5.9 中山电视台：@户外劳动者 请查收这份抗

“疫”暖心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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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020.5.9“学习强国”APP：关爱户外劳动者 送上抗

疫暖心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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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020.5.11“中山发布”：中山市工会社工综合服务

中心联合中山市 20 个户外劳动者工会爱心驿站开展“抗疫暖心

包 温暖在我心”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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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020.5.22《南方工报》：倾听司机心声 让理解与尊

重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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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务汇总 ◎

工会社工服务项目 2020 年 5 月份服务汇总

一、服务汇总表

序号 时间 内容 地点

1 5.1-5.25
让美定格，展现新时代风貌——

手机摄影比赛活动

中顺洁柔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2 5.8-5.22 中山市通伟服装有限公司

3 5.8
一分钟，一生命——工会社工心

理健康网络直播课程开播
中山东菱威力电器有限公司

4 5.6-5.10
五月春晖 “照”见妳的美

——母亲节摄影故事征集活动

广东格美淇电器有限公司

5 5.8-5.18 中山市通伟服装有限公司

6 5.17
一分钟，一生命——工会心理义

工危机干预评估及处理主题培训
心灵港湾

7 5.19-5.22
预防多一点 疾病少一点

——春夏季节流行病防护知识有

奖问答

格力电器（中山）小家电制造

有限公司

8 5.20

5·20 公交驾驶员关爱日活动

中山市公共交通运输集团有

限公司（中山汽车总站）

9 5.20
中山市公共交通运输集团有

限公司（城南客运站）

10 5.22
“鸭梨再见，心理解压团”职工

心理健康专题讲座主题活动
纬创资通（中山）有限公司

11 5.25
“正念 60 分钟，为身心加点

‘油’”职工心理健康专题讲座
中山顺丰速运有限公司

12 5.26
“做情绪的主人”职工心理健康

专题讲座
华帝股份有限公司



40

13 5.6、13、20、27
“心动 24 小时”工会心理义工成

长小组一周一点心读书会
心灵港湾

14 5.29
“救”在身边

——义工急救知识培训
中山市福麟灯饰有限公司

15 5.30
童心同乐，“拼”出快乐

——六一儿童节亲子水果拼盘活
广东格美淇电器有限公司

16 5.31
“策”出新高度——工会心理义

工活动策划技能培训
心灵港湾

17 5.28-6.3
巧手童心，爱伴成长

——亲子手工 DIY 活动

格力电器（中山）小家电制造

有限公司

18 5.8

抗疫暖心包 温暖在我心

——户外劳动者工会爱心驿站活

动

石岐区岐峰路 8 号时尚荟家

园首层 21 卡之一（苏宁小店

爱心驿站）

19 5.9

东升镇坦背西二马路 153 号

可逸豪苑 24 幢一层 121 卡

-122 卡（苏宁小店爱心驿站）

20 5.14

西区翠景道（南）17 号剑桥

郡花园 3 区 8 幢 50 卡（苏宁

小店爱心驿站）

21 5.28

港口镇港富路 2号星港城市

名都 2,3 卡（苏宁小店爱心驿

站）

22

5 月

心理咨询 心灵港湾

23 困难职工探访 横栏镇、小榄镇、港口镇

24 5 月 走访户外驿站 石岐区、横栏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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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困难职工探访汇总表

中山市工会社工综合服务中心 5月份共探访了 12 户，具体如下：

序号 时 间 探访对象 镇区 电访/走访

1 2020 年 5 月 9 日 伍女士 神湾镇 电访

2 2020 年 5 月 14 日 冯先生 阜沙镇 电访

3 2020 年 5 月 26 日 黄女士 横栏镇 走访

4 2020 年 5 月 26 日 杜女士 横栏镇 走访

5 2020 年 5 月 26 日 梁先生 横栏镇 走访

6 2020 年 5 月 28 日 袁女士 小榄镇 走访

7 2020 年 5 月 28 日 黄女士 小榄镇 走访

8 2020 年 5 月 28 日 邓先生 小榄镇 走访

9 2020 年 5 月 28 日 陈女士 港口镇 走访

10 2020 年 5 月 28 日 何先生 小榄镇 走访

11 2020 年 5 月 28 日 陆女士 港口镇 走访

12 2020 年 5 月 28 日 吴先生 港口镇 走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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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务预告◎

工会社工服务项目 2020 年 6 月份服务预告

活动名称 地点/对象 计划完成时间 跟进人员 内容

职工心理咨询服

务
企业职工 6月

郑锦锐 为全市职工提供心理

咨询服务。廖诗敏

困难职工落户走

访
24 个镇区 6月 阮淑铧

落户探访困难职工，了

解职工需求，根据职工需

求，链接资源帮助职工缓解

困难。

指导服务

镇区职工服务

中心
6月 梁带娣

指导镇区职工服务中

心开展服务，围绕职工服务

站的特点和需求，为其提供

个性化督导和支持服务。

“三工”联动职

工服务站
6月 梁带娣

指导“三工”联动职工

服务站开展服务，围绕职工

服务站的特点和需求，为其

提供个性化督导和支持服

务。

预防职业病，关爱

劳动者——线上

有奖问答活动

好来化工（中

山）有限公司

6月

林海楠

通过职业病预防知识

问答方式，向职工普及职业

健康知识，提升职工自身的

职业安全防御意识，增强职

工对常见职业病的防护知

识与能力。

“救”在身边——

义工急救知识培

训

好来化工（中

山）有限公司
苏潇漫

通过培训，讲解心肺复苏、

包扎等应急救护知识技巧，

提升义工服务技能。

践行垃圾分类，争

当文明职工——

垃圾分类有奖问

答大赛

接源村委会工

会联合委会员
李绮文

普及垃圾分类知识，提

高职工环保意识，携手共建

美好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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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爱如“衫”

——父亲节亲子

手工活动

中顺洁柔

纸业股份有限

公司

林海楠

籍着父亲节这个特别

节日，让职工亲子动手制作

独一无二的 T恤，以增加亲

子间的互动交流。

浓浓端午情，悠悠

荷包香——端午

节亲子荷包手工

制作活动

中顺洁柔纸业

股份有限公司
苏潇漫

端午节，通过职工亲子

制作荷包佩香囊，让职工乐

享亲子时光，共同体验传统

文化的魅力。

“心动 24 小时”

工会心理义工成

长小组一周一点

心读书会

心灵港湾

6月 3日

6月 10 日

6 月 17 日

6 月 24 日

廖诗敏

通过组织每周的线上

读书，丰富工会心理义工的

业余心理知识。

“巧手童心，爱伴

成长”亲子手工

DIY 活动

格力电器（中

山）小家电制

造有限公司

6月 1日 苏潇漫

派发手工材料包，晒出

亲子互动瞬间和完成作品，

通过亲子活动，促进亲子沟

通交流

义工价值理念与

服务技巧

广东领先展示

股份有限公司
6月 5日 张雪莹

通过培训，让工会义工

了解义工服务基础知识、中

山工会义工概况以及义工

服务技巧。

沟通零距离——

职工心理健康专

题讲座主题活动

东区镇总工会 6月 6日 廖诗敏

通过培训，让职工学习

处理冲突的技巧及高效沟

通的技巧，帮助职工提升有

效沟通的能力。

做情绪的主人—

—职工心理健康

专题讲座主题活

动

横栏镇总工会 6月 10 日 廖诗敏

通过讲座，带领职工学

习基本的压力情绪管理知

识和应对技能，及学习身体

放松、心态调整和生活调整

的方法。

遇见未知的自己

——工会心理义

工自我探索主题

培训

心灵港湾 6月 14 日 廖诗敏

通过带领工会心理义

工了解自我，引导职工学会

探索自我成长的方法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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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午节摊位活动
广东格美淇电

器有限公司
6月 19 日 苏潇漫

通过摊位活动，使职工

提前感受到端午节的氛围，

促进职工之间的认识与交

流，增加职工之间的互动，

提升职工归属感。

正念减压术——

工会心理义工正

念心理主题培训

心灵港湾 6月 28 日 廖诗敏

引导工会心理义工体

验正念减压，帮助工会心理

义工学会正念减压的方法

技巧，提升工会心理义工的

主观幸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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