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记者 余翠平）“这
样的活动太有创意了！ ”上周，丰
台区总工会携手Master达人公
司，为女劳模和先进集体的女职
工代表们送上了一堂手工DIY课
程———制作一把尤克里里。

尤克里里 (Ukulele) 在夏威
夷语中， 是 “到来的礼物”。 女
劳模放飞思路 ， 用画笔勾勒出
最美好的纯真 ， 她们拿着自己
绘制的个性化尤克里里 ， 爱不
释手， 纷纷捧着作品合影留念。
参与手工制作的女劳模表示 ，

非常感谢工会送来的这份有意
义的节日礼物 ， 在今后的工作
中 ， 要继续发扬劳模精神 、 秉
承工匠精神 ， 为丰台的经济发
展和地区稳定做出贡献。

据了解 ， 以 “开创新征程
弘扬劳动美 春暖三月天 关爱女
职工 ” 为主题 ， 丰台区总工会
为全区女职工推出了女职工维
权 、 组织女职工参加市总 “快
乐相缝 ” 缝纫大赛 、 女职工健
康体检、 推进母婴关爱室建设、
走访慰问一线女工 、 慰问困难

单亲家庭 、 女职工观影专场 、
温泉套票送女职工、 陶艺制作、
DIY手工制作等十项活动， 让女
职工们感受到工会组织的浓浓
关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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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王路曼 ） 3
月7日下午， 京粮集团工会举办
了一场以 “助力女职工成长 ，
关爱女职工健康” 为主题的口
腔健康护理公益大讲堂， 来自
基层一线的女干部、 女职工100
余人参会， 以此庆祝第108个国
际妇女节的到来。

活动中 ， 北京口腔健康科

普协会会员鞠志敏老师亲临现
场， 采用理论学习与互动交流
相结合的方式 ， 从牙周疾病 、
口腔健康保护、 孕婴童、 老年
口腔护理等方面为女职工作了
详细讲解。 女职工们专心致志
听讲， 并结合自身的口腔健康
问题争先恐后地向老师寻求建
议与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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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边磊 通讯员
赵立欣） 记者昨天从东城区崇
外街道总工会了解到， 崇外工
会举办以 “关爱女职工·共享甜
蜜生活 ” 为主题的系列活动 ，
多角度关爱女职工。

据了解 ， 系列活动从健康
生活角度出发， 举办了养生讲
座活动 ， 让女职工科学养生 ，
科学膳食 ； 带领女职工参加
“相约在春天 健康生活走起来”
暨参观时传祥纪念馆健步走活

动， 展现出了新时期妇女积极
向上的精神风貌； 为了让女职
工感受到温馨愉快的工作氛围，
街道工会举办了插花艺术培训
活动和 “品味甜蜜生活 ， 感受
幸福味道” 的烘焙活动； 为了
加深女职工对法律知识的了解，
街道工会举办了 “三八” 节维
权法律知识讲座和 “三八” 女
职工维权宣传活动。 在举办系
列活动的同时， 将工会服务送
到企业身边。

中建一局二公司一线女工秒变“女神”
为女工画出精致妆容留下最美笑脸

本报讯 （记者 马超） 近日，
中建一局二公司召开 “三八”主
题活动，带领女员工遇见 “最美
的自己”。 活动现场，二公司聘请
专业化妆讲师和摄影师为女员
工和女农民工画出精致妆容，留
下最美形象照。

张玉云是来自黑龙江巴彦
县的一名保洁员，现在中建一局
北京城市副中心项目，化妆的时
候 ，58岁的王朝英显得有些羞
涩，“这是我第一次化妆，以前就
往脸上抹过润肤霜，没想到经老
师指导后自己完全变了样。”

化妆师从日常皮肤护理到
生活彩妆为参加活动的女员工
上了生动一课 ， 并为参加活动
的女工画上精致的妆容 ， 带领
女员工发现最美的自己 ， 在做
钢筋混凝土丛林中铿锵玫瑰的
同时， 做幸福生活的娇艳玫瑰。

来自陕西省西乡县的女瓦

工祝小英看着自己的照片笑得
格外灿烂 ， “每次看老乡和朋
友拍的照片都可羡慕了 ， 平时
在工地哪想得起来过节 ， 更没
好好拍过照 ， 感谢企业帮我圆
了这个梦想。”

本次活动还对2017年中建
一局二公司巾帼先锋 、 先进女
职工 、 和谐家庭 、 先进女职工
工作者 、 先进女职工集体 、 女
工之友等先进集体和个人进行
表彰。 通讯员 李想 摄

丰台区总工会十项活动温暖女职工

近日，北京报刊发行局工会
精心安排“发行因你而美 ”女工
形象照拍摄活动。拍摄活动持续
4天，大家挑选着衣服 、配饰 ，经
过专业化妆师的精心装扮，发行
女工个个精神焕发、 光彩照人，
在镜头下露出了甜美的笑容 。
“没想到自己化了妆，换身衣服，
就像变了个人，感谢工会提供这
么好的机会，让我更加自信的面
对工作和生活。” 一位刚刚走出
摄影棚的女工说。

本报记者 边磊 摄影报道

发现最美自己

本报讯 (记者 陈曦 ) 近
日， 西城区大栅栏街道总工会
组织辖区女职工开展 “美丽女
人节、 相约在3月” 衍纸DIY手
工制作活动， 吸引了35个单位
100余名女职工参与。

衍纸俗称卷纸 ， 以专门的
工具将细长的纸条一圈圈卷起
来， 成为一个个 “小零件”， 再
将形状各不相同的小零件组合
创作， 形成不同的画面。 活动
中， 老师先给大家简单介绍了
这项手工艺的来由， 随后又传

授了基础卷纸方式和技巧。 通
过老师悉心讲解和手把手地指
导， 大家对衍纸工艺， 从完全
陌生到驾轻就熟， 一根根普通
的纸条经过大家的手， 呈现出
了千姿百态的造型， 组成了一
副栩栩如生的作品。

街道总工会主席李玉萍表
示， 开展本次活动主要是想让
女职工会员体验衍纸手工技艺，
借此丰富女职工业余文化生活，
提高DIY技能 ， 让大家从活动
中发现美， 感受美。

本报讯 （记者 马超） “我
收到了工会 送 来 的 丝 巾 ， 感
受工会对女职工的关爱。” 近
日， 延庆区总工会举行了为持
工会会员互助服务卡女职工免
费送丝巾的活动， 受到女职工
的称赞。

本次活动自3月3日起开始，

女职工会员通过12351手机APP
和12351职工服务网两种方式进
行预订 。 活动开始后 ， 3300份
丝巾几分钟被预订完。 接下来，
延庆区总工会还将陆续开展五
一劳动节专项活动、 夏送清凉
等系列活动， 第一时间为职工
送去贴心服务。

延庆区总工会免费送出3300条丝巾

京粮工会开办女职工口腔健康讲座

北京环卫集团固废处理有
限公司综合一、二 、三分会及京
环修复分会联合行动，近日举办
了2018年“魅力女性 美丽心情”
艺术插花活动。活动中 ，女职工
在老师的指导下用自己的双手，
将普通的花草组合成了一件件
独一无二的“艺术品”。大家沉醉
在欢乐的海洋之中，生活工作中
的紧张情绪得到了缓解，纷纷捧
着自己的“作品”合影留念。

本报记者 边磊
通讯员 贺东杰 刘旭 摄影报道

扮靓花样生活

大栅栏百余女职工体验衍纸技艺

崇外工会关爱女职工从健康出发

港港创创瑞瑞博博女女职职工工讲讲述述身身边边故故事事
近日，北京市政路桥港创瑞博公司工会开展了以“巾帼心向党、

建功新时代”为主题的系列庆祝活动。活动中，公司女职工不仅品尝
了集体生日蛋糕，还以赞美身边人的方式，讲述“市政半边天”新时代
新故事， 为能参与北京市机场线等重点建设任务加油鼓劲。 活动最
后，女职工在志愿服务队旗帜上写下自己的名字，以表达服务北京建
设的坚定信心。 本报记者 崔欣 通讯员 王树文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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