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记者 边磊 通讯员
刘莉）近日，东城区崇文门外街道
召开社区工作者联合工会选举大
会，成立社区工作者联合工会，以
榜样的力量推动社区工作人才专
业化发展。

新当选的联合工会主席霍淑
义代表第一届工会委员会委员承
诺：增强工会组织的凝聚力、战斗

力；不断提高工作的主动性、创造
性；全心全意为职工办实事、做好
事；大力推进工会工作的新水平、
新局面。 东城区总工会副主席王
先勇说， 第一届工会委员会要强
化政治意识， 提高工会组织政治
站位；增强工会活力，发挥工会组
织的桥梁纽带作用； 加强自身建
设，提高工会服务职工的能力。

崇外成立社区工作者联合工会

本报讯（记者 刘欣欣）近日，
朝阳区望京街道总工会组织开设
了茶艺课程， 职工亲身体验， 感
受中国茶文化的博大精深。

课堂上， 老师围绕中国茶文
化的发展历史， 从我国十大名茶
的种类以及如何选择识别茶叶、
选择器具等每一个细节说起， 为
职工上了一堂文化内涵丰富、 贴
近生活的茶艺专题讲座。 相关负
责人表示， 此次课堂一共六次，
让职工感受茶席布置与设计， 并
深度了解六大茶类 ， 泡茶的要

素， 学会茶艺表演等， 在学习茶
艺知识的同时， 享受舒适、 美妙
的过程。

本报讯（记者 边磊）近日，东
四邮政支局举办 “爱心邮路进社
区 劳模送健康”活动 ，这是该局
在开展党员主题实践系列活动中
一项重要内容。

在全国劳模陈兰颖带领下 ，
东四邮政支局党支部组织东四支
局营业班组和北新桥支行部分党
员、 业务骨干来到北新桥九道湾
街道开展爱心服务。 支局党支部

还特邀全国劳模原西藏自治区第
一人民医院副院长、主任医师、教
授叶如陵老先生共同参与。 活动
中， 叶老为社区老人讲解如何预
防老年痴呆和帕金森病的知识，
并赠送了自已编写的老年保健知
识手册。 北新桥投递部为社区老
人赠送了老年报和健康杂志，北
新桥支行还为社区居民宣传邮储
协议存款与中邮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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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高校青教赛决出全部奖项
183名教师参赛 文史和理工类第一名优先参评“首都劳动奖章”

本报讯 （记者 任洁 ） 北京
高校第十届青年教师教学基本功
比赛日前落幕。 北京市教育工会
昨天发布， 清华大学彭建敏、 北
京科技大学储继迅分获文史类和
理工类第一名， 将由北京市教育
工会向北京市总工会优先推荐参
评 “首都劳动奖章”。

第十届北京青教赛由市委教
育工委、 市教委、 市教育工会和
教育部全国教师网络培训中心联
合举办 ， 来自全市62所高校的
183名青年教师经过校级比赛选
拔参赛。 按照985、 211及其他院
校的类属， 参赛选手分为文史类
A组47人、 B组37人， 理工类A组
72人、 B组27人进行比赛， 相关
高校的知名专家教授和优秀学生
代表对参赛选手的教案主题内容
和课堂展示过程进行了评审。

经过组委会复核并公示， 文

史类A、 B组和理工类A、 B组一
二三等奖获奖者全部决出， 北京
理工大学、 中央财经大学获得突
出贡献奖 ， 并评选出最佳教案
奖、 最佳演示奖、 最受学生欢迎
奖、 优秀指导老师奖和优秀组织
奖个人和单位若干。

市教育工会表示， 希望受表
彰的青年教师和单位珍惜荣誉，
再接再厉， 在强化高校思想政治
工作、 提高教育教学水平和加强
青年教师队伍建设中继续发挥示
范带头作用。 同时， 号召全市教
职工和各高校以受到表彰的个人
和单位为榜样， 全面提升青年教
师的立德树人本领和教育教学技
能 ， 培养青年教师具有高尚师
德， 拥有国际视野， 掌握现代化
教学理念和教学方法， 打造人民
满意的具有中国特色和国际一流
水准的现代化首都教师队伍。

邮政劳模进社区开展爱心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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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京工会讲堂邀职工体验茶文化

本报讯 （记者 任洁 ）记者昨
天从北京市教育工会获悉， 第一
届全国中小学青年教师教学竞赛
日前在昆明理工大学举行决赛，
北京的三位选手分别参加了全国
小学组、初中组、高中组（含职业
高中）比赛，均荣获二等奖。北京
市教育工会获得优秀组织奖。

第一届全国中小学青年教师
教学竞赛由中国教科文卫体工会
全国委员会主办， 云南省教育卫
生科研工会和昆明理工大学承
办， 旨在加强中小学青年教师教
学基本功， 提高教师教学育人实

践能力， 为广大中小学青年教师
搭建一个全国性的高水平教学经
验展示交流的舞台。

本次竞赛分两个阶段进行 。
初赛在北京市中小学第一届 “京
教杯” 青年教师教学基本功展示
活动的基础上， 按学科学段对获
得一等奖的教师进行选拔， 确定
参加全国中小学青年教师教学竞
赛决赛的人选。

决赛设小学组、 初中组、 高
中组 （含职业高中） 三个组别，
学科范围为语文、 数学、 英语，
分为教学设计和课堂教学两个部

分。 来自全国31个省 （区、 市）
92所学校的93名选手8月底齐聚
春城， 切磋教学技艺， 交流教学
经验。 选手年龄从26岁至39岁不
等， 平均年龄34岁。

北京市教育工会选派了朝阳
区垂杨柳中心小学于松建、 北京
汇文中学贺晨、 北京师范大学第
二附属中学郑津等三位选手参加
全国决赛。 他们准备充分， 临场
发挥稳定， 体现出北京中小学青
年教师的精神风貌和教学水平，
得到竞赛组委会的充分肯定， 最
终均荣获二等奖的好成绩。

三位选手分获小学组、 初中组、 高中组比赛二等奖

北京选手在首届全国中小学青教赛获佳绩
■ 相关新闻

平谷“三位一体”模式培训2万农民工
本报讯 （记者 马超 ） 记者

昨天从平谷区总工会了解到， 截
至目前， 全区22家 “农民工技能
学习基地” 和5家 “农民工流动
教育课堂” 共举办各类培训80余
场， 培训职工近2万余人次。

据了解， 平谷区总工会通过
岗位学习、 集中培训、 社会教育
“三位一体 ” 的全员学习模式 ，

开展以学政治 、 学技术 、 学业
务 、 学文化 、 学实践为内容的
“五学 ” 活动 。 针对不同行业 、
不同所有制企业、 不同职工的知
识结构和水平， 鼓励和引导职工
根据职业、 岗位需要和自身的特
点参加职业技能培训。

今年， 区总工会组织职工结
合企业需要， 开展了技术革新和

合理化建议活动； 组织车间、 班
组开展了实效显著的岗位创新活
动。 目前， 全区建会企业中已有
3万多名职工参加了经济创新工
程， 创新新技术、 新产品、 新工
艺、 新记录450余项， 实现技术
革新、 技术攻关110余项， 提出
合理化建议2600余条， 综合创效
近亿元。

近日， 通州区潞河医院工会
与院保卫科共同举办了 “安全助
发展，携手共创城”安康杯消防知
识技能竞赛。 竞赛设置了你划我
猜以及室外灭火器使用、 水龙带
连接、防卫术演练等项目，各科室
以工会分会为单位参加竞赛。受
邀前来的通州区消防支队官兵担
当了此次评委， 让参赛选手与观
战的工会会员在活动中增强了安
全意识并掌握了消防知识。

本报记者 李一然 摄影报道

医医院院职职工工赛赛安安全全
消消防防官官兵兵当当评评委委

岗位学习 集中培训 社会教育

天坛街道总工会联合社区青年汇等举办单身职工联谊活动

本报讯（记者 边磊） 上周，东
城区天坛街道总工会联合团工
委、 社区青年汇在海淀区紫云台
香草园举办了“浪漫周末·缘聚金
秋”2017年单身职工联谊活动。来
自20个不同企业的52名单身职工
参加了本次活动。

在“信任之旅”环节，青年职
工先后体验了一次 “盲人” 的感
觉，由一方引导，另一方扮演“盲
人”进行信任之旅活动；在“姻缘
一线牵”“幸运手环”“幸福玫瑰”
三个环节中， 男女生两队分别站
在一些被打乱的红线两侧， 各自
选择一条红线末端握在手中，当
解开所有红线时， 就会出现一对
男女手牵同一根红线， 让青年职
工体验一把“命中注定”的感觉。

通过互动， 单身职工在游戏
的过程中逐步加深对彼此的了

解， 当天共有10对单身男女职工
现场 “速配成功”。 边磊 摄

工会搭平台 10对青年男女现场牵手

(上接第1版)
政务开放日聚焦的是公众关

切和重点民生事项， 与市民的生
活息息相关。 除了让市民看， 北
京的一个重要特点是 “听市民
说”。 负责重点民生领域的政府
部门 “一把手” 与市民面对面交
流， 问需问计问效。

在北京市商务委的政务开放
日主题活动中， 来自新街口街道
的41位居民代表现场为建设中的

官园百姓生活服务中心需要什么
服务业态投票，“民意立项” 的结
果将成为引入业态的重要参考。

北京市政府相关负责人表
示， 北京将建立政务开放日长效
机制， 逐步把公开部门从重点民
生领域向各行业各领域扩展， 还
要形成政府开放、 市民建议、 跟
进落实 、 情况反馈等的闭环管
理， 让群众全程了解政府工作，
让群众的需求建议件件有回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