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记者 马超 ） “我
是地道北京人， 这次能作为中建
一局进藏的一名先锋非常自豪。”
中建一局西藏非遗博物馆项目副
经理皇甫幼明说。 记者昨天从中
建一局了解到， 北京职工赴世界
屋脊上将建造首个非遗博物馆。

据了解， 西藏非物质文化遗

产博物馆项目位于西藏自治区拉
萨市慈觉林文化创意园区， 建筑
面积约7999.36平方米， 海拔3750
米， 是世界最高的非物质文化遗
产博物馆、 世界屋脊首个非遗博
物馆、 拉萨首个劲性混凝土结构
建筑， 预计2018年建成开馆。

工程建在雪山上， 日常生活

保障成了项目团队需要克服的第
一个困难。 项目员工日常饮用水
需要从山下买桶装水运上来； 网
络多方协调下从一里外接专线，
供电时常会断 ； 因为高原气压
低， 饭菜经常做不熟。

“刚来西藏时， 没敢跟家里
人讲 ， 每次通电话都假装在别

处， 直到有天我妈和我视频， 看
到我嘴唇发紫， 我才告诉她自己
在西藏。 我的母亲现在非常理解
我， 也为我骄傲， 她激励我一定
要坚持下去， 完成好这次援藏建
设任务。” 皇甫幼明说。

据介绍， 西藏的建筑材料相
对匮乏， 需要从内地通过汽车运

输到施工现场， 路上时有冰雪、
塌方或者修路， 大大影响施工进
度。 项目团队只能不断地优化施
工程序， 保障施工质量和进度。
“项目现在已经全部出了正负零，
工程建设有序推进。” 中建一局
西藏非物质文化遗产博物馆项目
经理陶昌军说。

北京职工世界屋脊上建非遗博物馆
位于西藏拉萨慈觉林文化创意园区 预计2018年建成开馆

本报讯 （记者 马超 ） “红
军不怕远征难， 万水千山只等闲
……” 位于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
的泸定桥上传来阵阵长征歌声。
这是从四川纳溪走出来的央企中
建一局集团建设发展有限公司组
织全体党员干部开展的 “重走长
征路， 再创新征程” 活动。

泸定桥合唱长征组歌是此次
“重走长征路” 体验式党课的第
二站。 从6月5日开始， 持续3天，
途经石棉县安顺场大渡河纪念
馆、 红军渡、 磨西古镇泸定会议
旧址、 泸定县泸定博物馆、 泸定
桥 、 成都温江等地 ， 总路程近

700公里， 路线完全按照当年红
军长征所走路线。

体验式学习分为红军不怕远
征难、不忘初心跟党走、奋斗时代
长征路三个递进式主题，以学习、
参观、体验、讨论、竞赛、展示、汇
报、特殊任务等多种教学方式，为
学员带来全方位多角度的党建学
习体验， 并让学员在学习体验中
10个“1”，即听1次红军故事、听1
堂党课、重温1次入党誓词、吃1顿
红军午餐、走1段长征蜀道、看1场
红色电影、讲1个援建故事、成立1
个项目党支部、 朗诵1段经典、合
唱1首歌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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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张江艳）近日，
顺义区牛栏山镇总工会召开 “践
行工匠精神 引领技术创新”表彰
大会， 对优秀工会干部、 创新能
手、牛栏山大工匠、优秀志愿者、
最美劳动者259人及工人先锋号
10个班组进行了表彰。

此次表彰会， 镇域内各企业
工会负责人及受表彰的先进集体
和个人共100余人参加，会议还听
取了镇总工会主席作2016年工会

工作报告，随后对镇域内6名获奖
者代表进行颁奖并表示祝贺，每
名代表结合自身工作情况作典型
发言。镇总工会相关负责人表示，
此次表彰会是镇总工会弘扬 “工
匠精神”，推动职工技术创新活动
开展，提升职工队伍整体素质，充
分发挥职工主力军作用的重要举
措， 将以受表彰的先进集体和个
人为榜样， 推动镇域职工学赶先
进、争创一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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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实习记者 赵思远）
随着暑期来临， 昊海公司工会到
三项目部 （棚改安置房三标段工
程）开展“送电影下工地”活动，拉
开了为一线职工送电影、 送安全
知识进施工现场活动的序幕。

活动现场， 首先播放了建筑
安全生产片 《高处坠落伤害事故
典型案例剖析》，该片讲述的是建
筑工地施工中发生的典型事例，
强调建筑工程文明安全生产、从
业人员的自身安全防范和自我保
护， 旨在职工中掀起了一个学习
安全知识、增强安全意识的热潮。
随后，放映了革命题材的电影《智
取威虎山》。这部电影截选了小说
《林海雪原》里共产党为了不让威
虎山上的匪军再残害无辜， 就派
扬子荣同志用机智和勇敢剿匪的
精彩篇章。震撼的音响效果，高清

的视觉屏幕， 保证了影片的放映
质量；精彩的故事情节，让现场掌
声不断、热闹非凡。

据公司工会相关负责人介
绍，“送电影下工地” 犹如一道文
化大餐， 丰富了项目一线职工和

劳务工人的业余文化生活， 激发
了工人的工作热情。此次“送电影
下工地” 活动受到农民工兄弟的
欢迎，他们表示，希望工会经常放
映影片， 将此次活动深入持久地
开展下去。 赵思远 摄

牛栏山镇表彰“践行工匠精神”典型

中建一局体验式党课“重走长征路”

昊海公司送电影进工地受农民工欢迎

本报讯 （记者 张江艳 ）道路
拥挤，司机驾驶技术不熟练，导致
交通事故发生， 这也使得驾驶安
全一度成为人们热议的话题。为
提高城镇职工驾驶员安全意识和
技能水平，9日， 顺义区后沙峪镇
总工会在京顺汽车教练场开展了
“比拼驾驶技能·展示卓越风采”
职工安全驾驶技能比武活动，全
镇25家企业46名驾驶员参加。

在理论考试现场， 选手们整
齐划一， 聚精会神地答题。 答题

完毕的赵师傅说： “这次考试内
容非常丰富 ， 涉及交通安全法
规、 道路交通标识、 车辆日常维
护等理论知识， 为我们的安全再
次敲响了警钟！”

侧方位停车、 倒车入库是本
次活动实操部分的主要考试内
容， 专业教练根据选手表现进行
当场评分。 比赛的哨声一吹响，
选手们纷纷坐上驾驶椅， 系上安
全带， 屏气凝神开始比赛。 沿停
车位慢速平行前进， 当车后窗内

出现1号杆时停车； 挂倒档、 按
一下喇叭、 打右转向灯， 准备倒
车入位……一系列动作一气呵
成。 经过角逐， 活动评选出一等
奖3名、 二等奖6名、 三等奖9名。

据了解， 此次职工技能比武
活动是后沙峪镇总工会在 “经济
技术创新工程” 工作下的创新与
突破， 活动不仅使选手增长了安
全驾驶的相关知识， 提高了驾驶
技术，而且使选手在轻松、愉快的
氛围里切磋技艺，交流感情。

后沙峪镇司机驾驶员比拼行车技能

本报讯（记者 马超） 6月9日，
平谷区总工会邀请专业人士为基
层98个单位共计110余名工会信
息员进行专题培训。

此次培训的内容包括新闻信
息写作、图片新闻的采集和构图。
课上， 老师结合工会的实际工作
需求及个人的工作经验， 重点讲
解了新闻写作方法与技巧、 常见
问题、 新闻图片如何选取等方面
内容。 整个讲座从理论知识到实
践操作，针对性、实用性强，不仅
解决了信息员在撰写新闻信息遇
到的一些问题， 还理清了写作思
路和方向， 为信息员今后新闻写

作和报送工作打下坚实的基础。
会后， 参加培训的信息员表

示， 培训内容丰富， 贴近实际工
作，受益匪浅，既提高了信息员新
闻消息和写作的能力， 又拓宽了
工会工作的思路。

平谷百余工会信息员充电新闻写作

6月9日，北京邮区中心局工会组织部门工会主席、干事20余人，参
加了市总工会职工心理关爱服务周活动之 “一沙一世界” 心理沙盘体
验。大家表示，通过亲手创作和与心理专家的交流，对自己的内心世界、
人际关系构筑有了更多的了解和探索，还增强了团队默契，提高了工会
干部合作的能力。 通讯员 梁岩 摄影报道

心心理理沙沙盘盘体体验验
增增强强团团队队默默契契 本报讯 （记者 崔欣） 近日，

怀柔区总工会举办了女工干部业
务培训。 全区150余名女工干部
聆听了由市总工会女职工部部长
张秀萍主讲的工会业务知识。

据了解， 今年怀柔区总工会
构建多渠道、 多层次、 开放式女
职工教育培训体系， 着力培养造
就知识型、 技术型、 创新型高素
质女职工队伍， 在实践中实现女
职工自身进步和全面发展。 针对

女职工在劳动就业、 收入分配、
劳动保护、 社会保障等方面面临
的突出问题 ,结合 “全面二孩 ”
政策的放开， 区总工会加强调查
研究 ,推动解决女职工最关心 、
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

此外， 区总工会女工委还将
加强女工干部思想建设和能力建
设，加强教育培训和实践锻炼 ,着
力建设政治强、素质高、业务精、
服务优、作风好的女工干部队伍。

怀柔工会培养创新型高素质女工队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