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记者 张江艳） 近
日， 顺义区木林镇总工会开展
了剪纸活动， 镇域剪纸爱好者
齐聚一堂， 用一幅幅精巧的剪
纸作品迎接春节。

在老师的指导下， 剪纸爱
好者将一张张红色的纸， 通过
静态剪纸朴拙的造型展现出
来， 别有一番韵味。 比较受欢
迎的是迎接冬奥花样滑冰主题
剪纸， 一男一女两个小人在冰
上舞出优美的舞姿 ， 栩栩如

生； 还有2019年生肖主题的生
肖猪 ， 憨态可掬 、 富有生机 。
此外， 剪纸爱好者们还剪出了
很多喜气洋洋迎接新年的窗
花， 为即将到来的春节送上一
份祝福。

通过本次剪纸活动， 不仅
激发了木林人民对剪纸的喜
爱、 推动了全民文化活动的开
展， 同时也弘扬了剪纸这项中
国传统文化， 丰富镇域内百姓
的精神文化生活。

援援建建职职工工家家属属
享享受受工工会会关关爱爱

北京住总第三开发建设
有限公司党委书记历光大、工
会主席高莹，节前来到奋战在
老挝援建项目的员工家中，给
他们送去了春节慰问品，并介
绍了援建项目建设情况。同时
叮嘱， 家中有困难尽管说，公
司一定帮员工解后顾之忧。

本报记者 崔欣
通讯员 袁学进 摄影报道

木林镇职工传统文化中感受年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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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平谷谷工工会会走走访访
劳劳模模和和困困难难职职工工

平谷区总工会近日分别走访
慰问劳模代表徐所生和因大病临
时致困的公安局平谷分局警务保
障处民警张顺禹，送去米面油、福
字等慰问品和慰问金。 区领导肯
定了他们在工作中吃苦耐劳、敢
为人先的工作作风， 叮嘱他们要
注意身体并祝福新春快乐。

本报记者 马超 摄影报道

本报讯 （记者 崔欣 通讯
员 宋雅欣 ） 2019年1月28日至
2020年1月27日， 怀柔区总工会
特面向全市会员推出2019年怀
柔区总工会特约服务商户优惠
服务项目。

据怀柔区总工会相关人士
介绍, 该区工会会员职工近7万
人，还有大部分职工属于在怀工
作、居住，而会员关系在市里总
部，以至于无法就近参与怀柔区

各类服务项目。区总工会为更好
地服务全市职工会员，将本区特
色服务内容推向全市，积极协调
了辖区内的7家会员企业， 推出
了扩展至全年的优惠服务项目。
“这7家特约服务商户服务范围
涵盖职工日常生活、学习、旅游
等方面。 在限定时间内，只要是
北京市工会会员，手里有工会会
员互助服务卡，下载并注册成功
‘北京工会12351’APP， 这一年

的优惠服务就可以不限名额的
扫码尽情享受。 ”

怀柔区总推出工会会员全年优惠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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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余翠平）春节
前，北京市总工会和市温暖基金
会联合开展“爱心送福活动”，向
延庆区环卫中心20名大病困难
环卫工人发放“时传祥环卫工人
专项温暖基金” 救助金11.17万
元； 为他们发放了春联和 “福”
字，送上节日的问候与温暖。

同时，大病困难环卫工人还
收到延庆区环卫职工向市温暖
基金会捐赠 “一元捐 、十元捐 ”

爱心款7520元。截至目前，延庆
区环卫中心已有50余名因大病
或意外灾害致困的环卫工人享
受到了“时传祥环卫工人专项温
暖基金” 近35万元的帮扶救助，
让职工感受到实实在在的温暖。
而延庆区1368名环卫职工积极
踊跃参与“一元捐十元捐”活动，
奉献微薄之力，“职工帮助职工、
家庭帮助家庭、 企业帮助企业”
互助互济理念已深入人心。

据了解，“爱心送福活动”是
由北京市总工会、北京市温暖基
金会在两节期间共同发起的
“暖·爱心互助行动” 的内容之
一。通过现场慰问向困难职工发
放慰问救助金、“福”字和春联等
节日用品， 为职工送去节日问
候，让困难职工切实感受到工会
的温暖。两节期间，爱心送福活
动已向52名困难环卫职工发放
慰问救助金48.78万元。

本报讯 （记者 张江艳） 在
新春佳节即将来临之际， 顺义
区总工会特邀数十名书法家 ，
开展了为期一周的写春联活
动。记者获悉，区总工会送春联
活动共走访了区卫计委、 食药
局、顺丰速运等12家单位，行程
近500公里，吸引全区各行各业
职工2000多人， 送出4800副春
联和6000余幅“福”字。

活动现场， 书法家饱蘸浓
墨，运笔如飞，一副副吉祥如意
的春联，苍劲有力的福字，在寒
冷的冬日里带来了丝丝暖意。

据介绍， 此活动已成为一
项顺义区总工会的品牌活动 ，
不仅是文化惠民、 服务基层的
具体体现， 同时也让职工群众
在参与活动中回味传统节日的
浓郁文化气息。

顺义工会送春联惠及2000余职工

本报讯 （记者 马超 ） 近
日， 平谷区金海湖镇总工会标
准化“爱心母婴室”投入使用。

新成立的母婴关爱室位于
金海湖镇政府后楼三层， 室内
配备了专门的电源插座、空调、
冰箱、消毒设备、药箱等必备用
品。同时，摆放了桌椅、沙发、储
物柜、梳洗台 、地垫 、玩具等设

施， 放置了孕育常识宣传册和
各类期刊等学习宣传材料。

据了解， 下一步镇总工会
将扩大覆盖面， 向已建立工会
组织的公共场所推进母婴关爱
室建设，同时加大宣传力度，叫
响品牌 ，让 “母婴关爱室 ”真正
成为工会服务女职工的重要阵
地，成为女职工的“温馨之家”。

本报讯 （记者 赵思远 通
讯员 李白） 为营造欢乐喜庆 、
温馨和谐的节日氛围， 让职工
度过一个欢乐的春节，近日，朝
阳区管庄地区总工会开展了职
工“迎新春 送祝福”活动。

据介绍 ， 在此次活动中 ，
管庄地区总工会共为62个基层

单位准备了1200个包括福字 、
窗花、 对联、 日历等物品的新
春福袋 。 职工们收到福袋后 ，
一个个兴高采烈。 大家手捧大
红福字表示 ， 要把地 区 总 工
会对大家的祝福转化成 2019
年工作的动力， 在工作中取得
新成绩。

管庄地区工会千余新春福袋送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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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职工工沙沙龙龙 写写福福送送福福
1月28日，北京邮政朝阳区分公司组织工会会员开展了“福到朝

阳———写福送福”文化沙龙活动。职工表示，用心写下的福字更有意
义，更体现出大家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期盼邮政事业蒸蒸日上的决
心和信心。活动结束后，大家手捧大红的福字送到了部室和支局的
员工手中，送上了最诚挚的新春祝福。 本报记者 边磊 摄影报道

金海湖镇工会母婴关爱室投入使用

本报讯 （记者 王路曼） 记
者昨天从密云区总工会获悉，2
月1日起至24日， 密云区职工可
持工会会员互助服务卡到北京
和园旅游有限公司，刷卡享受免
费滑雪活动， 一卡可供三人游
园，共计800份名额。

随着北京冬奥会的成功申
办， 市民的冰雪活动热情高涨，

为营造密云区 “迎冬奥 游和园
赏冰雪 享亲情” 的滑雪主题活
动，区总工会联合北京和园旅游
有限公司为职工提供欢乐、健康
的家庭休闲生活服务。 活动期
间，持工会会员互助服务卡的密
云区在职工会会员，到和园旅游
公司， 通过北京工会12351手机
APP扫一扫验证或持“工会会员

互助服务卡”刷卡验证的方式参
与，且每人每张工会会员互助服
务卡只限参与一次。

据悉， 一张工会会员互助
服务卡可供三人游园， 可到戏
雪乐园免费领取滑雪圈一个 ，
限时2小时， 押金100元， 还可
领取冰车一辆， 单人或双人均
可， 限时2个小时。

密云职工持工会卡可享受免费滑雪

市总联合温暖基金会“爱心送福”
20名延庆大病困难环卫工获专项救助金11.17万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