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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区总工会
着力打造幸福“亦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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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道 、 瑜伽 、 朗诵 、 歌舞
……近日， 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
总工会主办的第二届寻找亦佳
人———最美客服评选活动现场灯
光闪耀， 11位最美客服候选人各
放异彩 ， 她们自信 、 美丽 、 大
方， 一颦一笑无不演绎着女性专
属的柔美 。 她们美貌与才华并
重， 向在场的观众和评委展示着
另一个自己 。 “每天正常的上
班下班， 其实公司很难发现员工
的另一面， 总工会搭建的亦佳人
的平台很好， 尤其是对女员工来
说， 给了她们一个展现自己的机
会， 同时也给了公司一个发现员
工才华的机会。” 可口可乐工会
专员徐雯说。

通过两届寻找亦佳人的评选
活动， 亦佳人的品牌已经在企业
中逐渐形成， 并朝着常态化、 机
制化方向运营。 “亦佳人品牌活
动旨在聚焦基层岗位女职工， 鼓
励女职工在平凡岗位展现自我风
采。 宣传企业文化， 营造女职工
与企业 ‘同心同德、 同心同向、
同心同行 ’ 的文化氛围和正能
量 ， 为女职工自我提升创造环
境， 为树立良好企业形象提供机
遇， 实现职工与企业双赢。” 开
发区总工会相关负责人介绍 ，
“自 ‘寻找亦佳人’ 评选活动举
办以来， 得到开发区企业与职工
的广泛关注。 对提升女职工综合
素质， 宣传展示女职工在经济社
会发展中作出的突出贡献， 弘扬
劳模精神 、 劳动精神 、 工匠精
神， 激励广大女职工为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建功立业等起到了有力
的推动作用。”

据了解， 今年的寻找亦佳人
活动还扩大了评选范围， 积极邀
请大兴区妇联组织区域内符合评
选条件的企业客服人员参与到活
动中。 激发广大女职工在本职岗
位中建功立业， 为新区社会经济
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

聚焦基层
激励女职工平凡岗位展风采

“我们的巾帼标兵、 三八红
旗手表彰已经成为一种传统， 然
而这些评选更多的是面对企业技
能人才或者管理层， 那么我们的
基层职工该如何展示自己呢？ 去
年开始， 为了给工作在一线的职
工提供一个平台， 我们策划并举
办了第一届寻找亦佳人的活动。”
总工会相关负责人介绍说， “亦
佳人的理念即亦庄的女职工都有
独特的美， 她们就是我们心目中
的佳人。 我们希望在工会这个大

家庭里， 尽可能的提供平台， 让
她们充分展示自己的劳动美、 生
活美。”

“其实， 有时候员工并不是
不想展示自己， 也不是没有这方
面的天分， 只是缺少让她们表现
的机会。” 华测检测工会主席郑
川立说， “我们大部分员工都工
作在生产一线， 她们每天的工作
内容都很枯燥， 我希望她们能够
丰富业余生活， 多与外界沟通，
而不是每天都与检测数据为伍，
所以当听说总工会要组织健美操
比赛的时候， 我就去报了名。”

据了解， 去年9月中旬 ， 华
测检测报名了开发区总工会的体
操比赛， 在现组队、 现编排、 现
买服装等没有任何准备之下， 虽
然没有拿到名次， 却让每一位参
赛员工都突破了自我， 重新认识
了自我。 “我们当时虽然在公司
里张贴了招募体操队员的海报，
但报名的人并不是很多， 后来，
我就直接到一线去拉人， 也算是
经过了一番周折， 7个人的体操
队终于在几天之后被操持了起
来。” 郑川立想起那段跟大家一
起努力的日子， 心情格外的好，
“那时候我们一周固定练3次， 几
乎每次我们的总经理都会到场观
看， 帮我们拍照、 纠正动作、 提
出建议， 这对我和我们的职工来

说， 都是一种莫大的鼓舞， 也让
大家知道， 此次比赛代表的不仅
仅是个人 ， 还关乎着公司的荣
誉。 有一次， 一名体操队员连着
加了两个夜班， 还依然坚持去练
习， 生怕落下一个动作， 有一点
点瑕疵。”

此次华测检测参加健美操比
赛的均为一线女职工， 她们有的
已经成家、 有的则是刚刚入职不
久的90后员工， 但是， 她们都秉
持着一个信念， 超越自我。 从最
开 始 对 着 视 频 比 划 ， 到 最 后
动 作 整齐划一 ， 就算是最基础
的动作， 也是对自我的一种肯定
和超越。

搭建平台
助力基层职工发挥大作用

“劳动关系稳定， 员工素质
提升， 企业必然就会向更好的方
向发展。 单个企业发展好了， 那
么开发区整体才会更好。” 一直
以来， 开发区总工会将职工的每
一点需求都当成大事来办， 力争
做到想在前、 做在前， 助力职工
全面发展， 提高职工队伍技术技
能素质， 从而达到产业强区， 助
力开发区发展的作用。

黄贤， 被开发区总工会评为

2016年度亦佳人———最美前台冠
军。 她是振国医院的一名护士，
同时也是振国医院的一名患者。
5年前， 她几乎被华西医院判了
死刑， 对于一个22岁的花季少女
来说， 没有什么比这更残忍的事
情了。

“我当时被诊断出卵巢癌 ，
父母怕我承受不住这个打击一直
没有告诉我， 直到我第二次手术
之后， 化疗期间头发、 眉毛， 甚
至连睫毛都掉光了 ， 瘦的皮包
骨， 他们不得不告诉我真相。 我
本来生性乐观、 特别爱美， 追求
一切美的事物， 这样的打击对我
来说太沉重了， 当医生告诉我只
有三个月的时间后， 我几乎已经
放弃了。” 坚强的黄贤说起几年
前的事， 眼睛里依然含着泪花，
“可是当我看到我的母亲依然为
我奔走操劳， 她不相信她的女儿
只剩下三个月， 我就又重燃了一
丝希望。”

正巧这时， 病友告诉黄贤振
国医院在成都的门诊也许可以挽
救她， 让她去试一试。 “其实我
当时已经放弃了， 我去只是为了
安慰我妈妈， 可是没想到， 我的
病情却一天天好转了 ， 腿有劲
了， 也能吃东西了， 我们全家人
仿佛都看到了希望。 可是由于之
前支付了高昂的医疗费， 家里已

经把能借的钱都借了， 我就又打
消了看病的念头。 王振国教授得
知后， 问我愿不愿意跟他到北京
来治病， 说这样对我的治疗有好
处。” 黄贤说， 犹豫再三后， 她
踏上了北上的火车。

令黄贤没有想到的是， 这样
一个别无选择的决定， 竟改变了
她的一生。 “来到北京之后， 我
的病情得到了控制， 我一边在医
院治病， 一边在医院干一些力所
能及的工作。 后来， 在医院的推
荐下， 我又在 《选择》 栏目里找
到了我的丈夫。 这些都曾是我想
都不敢想的。 所以我特别感激每
一个帮助过我的人。 我也希望可
以通过自己的力量， 去把这种善
意继续传递 。” 黄贤这样说着 ，
她也是这样做的。 去年， 她参加
了开发区总工会组织的最美前台
评选， 她用自己的故事感动了万
千病友， 也感动了许许多多未曾
谋面的陌生人。

“参加过最美前台以后 ， 我
觉得自信多了， 也不驼背了， 我
甚至觉得自己变得更漂亮了。 在
院领导的支持下， 我已经能够自
编自导患者的年终晚会了， 对于
平时带着大家跳的舞蹈， 也不再
是想起什么跳什么， 而是会根据
一些流行元素 ， 帮他们自创舞
蹈， 我希望至少在大家一起活动
的这段时间里， 大家都是开心快
乐， 远离疾病折磨的。” 黄贤感
激地说。

现在无论是在病友当中， 还
是在振国医院， 黄贤都是一个充
满正能量的抗癌小明星。

温暖职工
构建企业和谐共赢文化氛围

去年年底， 可口可乐的工会
关系正式迁入开发区总工会， 并
真切的感受到总工会丰富多彩的
职工活动。 “我们公司是第一次
参加这种区域性的文艺类展示女
工风采的评比活动， 所以上上下
下都特别重视。” 可口可乐工会
工作专员徐雯介绍说， 在评选期
间， 就发动了全国19个装瓶厂为
参赛选手投票。 “一时间， 我们
这个员工就出名了， 大家都知道
她参加了最美客服的评选， 也都
希望她能获得好成绩。”

说起好成绩 ， 徐雯告诉记
者， 不管是参与总工会培训、 挑
选表演节目、 还是平时的练习，
只要这名员工为了比赛做准备的
时候， 都会有工会的工作人员全
程陪伴。 “一个是我们想让员工
体会到公司的温暖， 还有一个就
是公司的重视 ， 虽然是个人比
赛 ， 但代表的是整个公司的形
象， 我们希望通过总工会的这个
平台， 把公司和公司职工最好的
一面都展示出去。”

朗诵训练时一字一句纠正 、
现场彩排时发现服装不合适现场
补救、 工会主席提前到现场打气
加油……徐雯说， “我们希望帮
职工解决一切后顾之忧， 她就只
管展示最好的自己就可以， 其他
的都交给我们。 也因为如此， 让
很多职工感受到了来自企业的关
怀和重视， 也让企业的氛围更加
和谐。”

未来， 寻找亦佳人还将举办
最美工程师、 最美操作员等多项
评选活动， 让承担着家庭责任和
社会责任双重职责的当代女性，
以自尊、 自信、 自立、 自强的精
神风貌， 阔步前行， 在平凡岗位
中展现最美的风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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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美客服”T台走秀 游戏“杯水传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