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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好！很高兴为您服务！”对于电话
里这样一声亲切的问候，中国移动的用户
都不会陌生。无论是业务咨询办理还是投
诉报障，只要拨打一个号码———10086，电
话那头都会有一支年轻的团队来为你排
忧解难。不少人对这支既熟悉又神秘的
10086团队感到好奇，年轻的客服人员是如
何做到24小时不厌其烦，温声细语的呢？

日前，记者走进中国移动上海公司客
户服务中心的一间坐席大厅，紫色格调的
空间里，200多位客服人员正忙碌地在各
自的隔音隔间里接听热线。据了解，随着
客户服务中心服务规模持续扩大，目前已
拥有热线坐席1500多个，几乎清一色都是
上海本地的姑娘和小伙，其中大部分又都

是派遣制的员工。事实上，对于如何让如
此庞大的年轻人群体保持稳定的工作心
态，中国移动上海公司下了不少功夫。

6年多前，女孩郭琮瑛大学毕业后加
入了10086团队。“ 我学的是法学专业，当
时很多周围的人都不理解我，问我一个大
学毕业生为什么要去做接电话的工作，而
且是派遣制的。我一开始也很疑虑，甚至
还不断询问领导什么时候才能转正式员
工。”不过，日子长了以后，小郭心头的结
慢慢打开了，几年里，她从一名普通的电
话客服成长为班组长，再到如今的业务培
训师，职位和收入提升得很快。“ 在这里，
派遣制员工和合同制员工完全是同工同
酬的。单位也会不断开展岗位竞赛，只要
工作做得好，自己的价值就能获得肯定。”

今年30岁的李耀宗如今也已成为培
训师，他对于10086团队内融洽温暖的氛
围非常感慨。“ 你看，走廊的墙上有块心情
晴雨表，每位员工都可以在‘ 班前’或者

‘ 班后’处挂上表情牌，如果‘ 班前’挂
‘ 苦脸牌’可能是生活中发生了不快的事

情；如果是‘ 班后’挂‘ 苦脸牌’，那可能
是上班接听电话时遇到了挫折。对于这些

‘ 苦脸’的员工们，10086团队各小组的班
长们都会及时和他们聊天沟通，尽量避免
他们把不好的情绪带入到接下去的工作
中。除此之外，中国移动上海公司还专门
给员工设立了心理援助热线。”

事实上，中国移动上海公司客户服务
中心团总支经常会开展青年联谊以及公
益志愿活动，让青年员工在集体活动中加
深相互了解，促进融合。

公平充满机遇的工作环境，全方位的
员工关怀，让一批批充满个性的年轻人在
10086团队里找到归属感。李耀宗说：“ 我
一直对这个团队心怀感恩，这里有很多机
遇，比如2010年世博会的时候我就被派往
园区工作学习，我的爱情也是在那时候找
到的。”郭琮瑛则说：“ 10086团队代表着
整个企业的对外形象，这是一个窗口行
业。员工在内部工作融洽，也能转而给社
会带来一份温馨和和谐。”

身着朴素的蓝色工作服，每天穿梭在
一座座炼油生产装置和平台里专注工作，
今年27岁的小伙儿梁建伟浑身充满着一
股“ 技术范儿”。小梁是山西平遥人，作为
人才引进，大学毕业后进入高桥石化工作
有五年了。离前者工作地不远，另一名小
伙儿正白夜班轮换着驻守在巨大储油罐
边的控制室里，一刻不停地盯着仪表盘，
控制好储油罐的液位就是他的职责。这位
崇明小伙名叫高佳文，也已经在这里工作
了四年，只不过与梁建伟不同，小高是一
位派遣制员工。

如何让引进的人才尽快融入这座都
市？如何让派遣制员工更加安心地工作生
活？这些成了高桥石化企业管理上不得不
考虑的问题。要知道，如今的高桥石化拥
有炼油能力1250万吨/年的炼油厂，每年
全上海一半以上的清洁能源从这里产出，
此外，化工产品的年生产能力也达到了
100万吨，对于上海的石化工业举足轻重。

“ 刚来上海的时候，一句上海话也听
不懂，因为交流上的障碍，根本没办法向
厂里的一些老师傅‘ 取经’。”说不来上海
话，是小梁在高桥石化遇到的“ 第一道
坎”。而对另一位离开从小长大的崇明岛
来此工作的小高来说，生活待遇和环境都
很重要，“ 不上班时总不能一直窝着吧。”

在面积广大的高桥石化厂区，年轻的
派遣制员工加上作为人才引进的年轻人超
过1000人，其中又有半数生活在厂区边的员
工宿舍里。为了让这群年轻人更快地融入
这座城市，融入这所企业，更好地投入工作，
高桥石化团委组织成立了住宿青年自主管
理小组，让企业的年轻人自己组织起来，开
展活动，不断丰富“ 8小时外的关爱”。

“ 自主管理小组专门开设了上海话培
训班教上海话。”小梁坦言，经过“ 培训”
后，听力水平提升很快。而渴望“ 不要窝
着” 的小高也没有失望，“ 3月份的时候，
管理小组组织了‘ 雷锋节’活动，到福利
院给孩子们送礼物、陪孩子们玩。”事实
上，这样“ 走出去”的公益活动在高桥石
化青年中开展得很普遍，这让小梁不禁感

慨：“ 我们这是在与这座城市相互融合。”
一直以来，高桥石化一直很注重像小

梁、小高这样既年轻又有些“ 特殊”的员工
们的生活。跟着小高走进宿舍楼，一间间朝
南寝室里设施齐全；每个楼面都有洗衣房、
浴室、卫生间；乒乓球房里还挂着举办各色
活动的横幅；阅览室宽敞明亮，青年们在这
里定期学习党史、聚会聊天。根据高桥石化
男员工多的特点，自主管理小组还经常举办
联谊活动，解决青年们的“ 恋爱难题”。

唯有融合，才能海纳百川。如今，在高
桥石化，像小梁、小高这样的青年员工们在
经过顺畅的融合期后，在各自岗位上如鱼得
水，用自己的青春才干推动着企业的良性发
展，也为实现中国梦付出着自己的力量。

本报讯 记者 朱莹 工作太忙碌无暇
读书？到楼宇书吧借一本吧！近日，黄浦区
再添三家楼宇书吧，辖区内的书吧数量已
增加至8个，未来，书吧将定期为楼宇白领
青年提供书籍借阅服务，并以读书活动为
载体，逐步引入文化交流、专题讲座、联谊
交友等服务功能，使之成为白领青年身边
的文化驿站。

在地处南 外 滩 的 谷 泰 滨 江 大 厦 底
楼，一家新开张的书吧吸引了楼内白领
的注意，几排书架上正不断添置新的书
目。不仅是南外滩，近期，在黄浦团区委
的推动下，豫园小商品市场、八号桥创意
园区等3家新书吧同时启用，黄浦区辖区
内建立并保持运行的文化流动书吧总数
达到8家。

据介绍，新书吧将延续以往楼宇书吧
的运行模式，每月定期为楼宇白领青年提

供书籍借阅服务，并以读书活动为载体，
逐步引入文化交流、专题讲座、联谊交友
等服务功能，使之成为白领青年身边的文
化驿站。

书吧成立后，不仅是借书平台，未
来还将成为黄浦楼宇青年文化之旅活
动的载体之一，其后将陆续推出楼宇
运动会、白领“ 益”起来、“ 食”力挑战
赛等内涵丰富多样，贴近白领需求的
活动。

本报讯 记者 丁烨 保护环境、节约
资源，还可以与爱心帮困结合起来，发挥
更大的正能量。日前，长宁区新泾镇成立
了“ 未成年人爱心捐助站”，让社区居民
养成旧物回收再利用习惯的同时，还能将
其中部分物资收集出售，帮助社会上需要
帮助的未成年人。

在新泾镇团委发起的“ 爱心低碳市
集”义卖活动中，新泾社区居民纷纷捐出
家中闲置物品，在百联西郊购物中心亲水
平台出售，市集还设立了闲置物品现场捐
助点。在义卖点，记者看到，路过市民不时
凑到捐助箱前，有的边询问相关情况，边
在登记点现场登记捐物；有的直接向箱内
投入凝聚自己爱心的善款。还有很多市民
都是带着孩子一起来参加，市民赵小姐抱
着刚满一岁的儿子靠近捐款箱，她说，“ 钱
没有多少，但这是自己的一点爱心，希望
我的孩子能感受到，长大后也能做一个有
爱心的人。”

据了解，在志愿者的监督下，义卖所
得收入将全部注入“ 新泾镇未成年人爱心
捐助站”，作为新泾镇“ 未成年人爱心培

育项目”的启动资金。该资金将用于开展
新泾镇未成年人爱心培育实践活动、外来
务工子弟助学帮困服务、帮助新泾镇急需
资助的未成年弱势群体摆脱困境等项目。
同时，该低碳市集今后将每季度举办一
次，镇团委还将在33个居民区设立二手物
品捐助站点，使低碳环保和爱心帮困得到
更好的结合。

宿舍青年自主管理造就一身“ 技术范儿” 机遇关怀双管齐下打造真诚“ 移动服务”

旧物回收利用促环保 还能帮助困难未成年人
新泾镇成立“ 未成年人爱心捐助站”助学帮困

》白领动态

黄浦区新添楼宇书吧服务白领

10086团队的年轻人们在“ 晴雨表”上挂上“ 笑脸”。

高桥石化青年肩并肩阔步向前。

义卖现场异常热闹。 受访者供图

每年，一批批
年轻人怀揣着各自
的理想进入在沪央
企工作。他们中既
有土生土长的本地
青年，也有当做人
才 引 进 的 外 来 才
俊；既有成为企业
编制正式员工的，
也有很多人身份是
派遣制员工。多样
的员工组成也给企
业管理带来了新的
挑战，如何能把朝
气与个性并存的年
轻人们拧成一股绳
事关央企发展。

近年来，在中
共上海市经济和信
息化工作委员会的
关心和指导下，在
沪央企从构建和谐
的劳动关系出发，
为派遣制员工积极
创造良好的工作生
活条件，进一步增
强他们对企业的归
属感，增强对企业
文化的认同，使他
们 更 好 地 融 入 企
业、融入上海这座
城市，实现自己的
梦想和价值。

本报记者 唐昱霄
制图 俞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