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凝心聚力鼓干劲 ， 红红火
火过新年。 2019年春节， 大兴区
总工会组织开展了一系列新春
活动 ， 送去温暖 ， 送上欢乐 ，
送出实惠， 为一年一度辛勤付
出的广大职工送上党和政府以
及工会的关怀， 让职工美美哒
过新年。

□□本本报报记记者者 孙孙艳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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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温暖：
挨家挨户慰问困难职工
心意沉甸甸

赶在春节前， 大兴区总工会和镇
街基层工会开始了马不停蹄的两节
“送温暖”慰问，为职工、劳模、困难家
庭送去一份来自工会的关怀和祝福。

新春佳节， 工会最牵挂的一定是
困难职工，特别是因大病致困的职工。
为了让他们安稳、祥和地度过年关，大
兴区总工会陪同区委领导班子挨家挨
户地走访慰问，“慰问团” 兵分几路到
职工家中送上沉甸甸的慰问金和暖心
的“大礼包”。

聊家常、忆往事、说生活 ，每到一
家， 各位领导都详细了解困难职工及
家属的生活状况、身体情况，告诉他们
党和政府时刻在关心、关注着他们，会
与他们心连心，一起渡过难关，并鼓励
职工及家属要树立信心， 保持乐观心
态， 积极与病魔做斗争， 争取早日康
复，同时向他们致以新春的祝福。

各基层工会全力投入到 “两节慰
问”中，只为用真诚温暖职工心。 春节
前，生物医药基地总工会邀请园区8名
因本人或直系亲属患大病造成生活困
难的职工“回娘家”，通过与职工座谈，
更深入了解职工家庭真实生活状况和
实际需求， 并有针对性地做好相关帮
扶工作。 生物医药基地总工会希望职
工有困难要及时找工会 “娘家人”，不
要忘记工会组织是职工群众的 “娘
家”。 同时，还为职工送上了“职工应急
救助金”及米面油等慰问品，希望他们
保重好身体，过一个欢乐、祥和的新春
佳节。

在每家每户忙着过新年的时候 ，
不忘传承和发扬劳模精神的劳动模范
们。 春节前，黄村镇总工会副主席王秀
苓带队到劳模家中走访， 送去慰问品
和慰问金，同时也送去了党、政府和工
会组织的关心和关爱。 该镇总工会共
走访慰问了13名市级劳动模范。 在劳

模家中，王秀苓与劳模话起家常，详细
了解其退休后的身体健康状况和家庭
生活情况，解答劳模关心关注的问题，
并感谢劳模做出的积极贡献， 提前为
他们送去新春的祝福。

送欢乐：
打造职工专属音乐会
水准高大上

今年春节， 大兴区总工会打造了
一场职工专属新春音乐会。 1月27日，
由大兴区总工会主办的 “庆祝建国70
周年暨2019年职工新春音乐会” 在区
文化活动服务中心举行， 中国广播电
影交响乐团精彩的表演为观众们送去
了新春的祝福， 来自大兴区各行各业
的近千名职工观看演出。

大兴区总工会相关负责人介绍 ，
这场音乐会是大兴区总工会在新春来
临之际， 为奋战在大兴区各条战线的
广大职工劳动者举办的， 主要目的是
为丰富广大职工群众的精神文化生
活， 为大兴区职工送去党和政府的温
暖。 为职工们演奏的是国际级优秀乐
团之一的中国广播电影交响乐团 ，让
大兴职工在家门口就能欣赏到高水准
的音乐会。

音乐会在《奥林匹克》高亢激昂的
旋律中拉开帷幕。 紧接着《春之声圆舞
曲》《铁匠波尔卡》《卡门》 等15首世界
经典乐曲， 用动情的歌声、 精湛的演
奏， 表达了我们祖国迈向新时代的壮
志豪情和劳动者对美好明天的憧憬与
向往。 随着优美的乐声和歌声，全场职
工观众沉浸其中，尽享文化盛宴，现场
多次爆发出热烈掌声。 来观看演出的
职工小李说 ：“音乐会我是第一次参
加， 能这么近距离欣赏到音乐家们的
表演，真是太兴奋啦！ 让我们职工切切
实实感受到了工会组织的关爱与温
暖，度过了一个欢乐、有意义的夜晚！ ”

不仅有高大上的音乐会， 接地气
亲职工的职工新春联欢会也为职工送
去了欢乐。 春节前，礼贤镇总工会如期

举办2019年职工新春联欢会， 辖区内
近300名工会会员一起欢声笑语。

记者了解到， 本次活动中的所有
节目皆是工会会员自己策划并且自
编 、 自导 、 自演 。 水鼓舞 、 歌曲串
烧、 舞蹈、 小品等十余个节目轮番上
演 ， 现场工会会员的笑声 、 掌声不
断。 每位参与活动的会员还收到了吉
祥物麋鹿钥匙扣、 金猪玩偶和春联 、
福字等纪念品。

不但把职工请进来， 还要将新春
祝福送出去。 由礼贤镇总工会牵头，联
合大兴书协礼贤分会的书法家们 ，举
办了一场以“走进新机场 新春送祝福”
为主题的职工慰问活动。 书法家们带
着笔墨纸砚到中国航油北京新机场供
油指挥部，以书写春联和福字的方式，
为那些奋战在北京大兴国际机场建设
工程中的干部和职工们提前送去新春
的慰问与祝福。 活动现场，10位书法家
们不仅带去了提前写好的春联和福
字， 还在现场挥毫为职工们书写各种
春联、福字和书法作品。

西红门镇总工会则面向辖区内持
卡会员开展 “迎新春·送祝福” 活动。
在大兴区五连环工业区宝马店、 奥迪
店、 英菲尼迪店现场， 由受邀的书法
家协会老师为工会会员现场写春联 。
职工们拿到了春联， 笑容满面， 相互
展示。 其中一位职工说： “工会服务
真是周到， 让我们现场领略书法家的
风采， 还获赠对联， 真是精神与物质
的大收获。”

送实惠：
会员专属福利惊喜不断
职工享受快乐实惠

“工会福利多又多，大兴区工会会
员快来抢！ ”临近春节，大兴微工会发
布的会员福利一个接一个，惊喜不断。
免费发放两万份主食 、5000份免费理
发券、 国美年货节现金券、 学车优惠
……2019年春节期间， 大兴区总工会
携手工会会员互助服务卡特约服务

商， 面向大兴区工会会员开展 “迎春
节·送实惠”专项服务活动，职工手持
工会会员互助服务卡刷刷刷！

记者了解到，近几年 ，每到春节 ，
大兴区总工会都免费为职工发放大兴
本土的“孝心馒头”，深受职工的欢迎。
1月25日是会员领取两万份主食凭证
的日子， 当天迎来了大批热情参与的
职工， 仅仅一天两万份主食领取凭证
就一扫而空。

各镇街总工会也发起了各式各样
的会员专属福利， 赶在春节前把实惠
送给职工。 黄村镇总工会向辖区内持
卡的会员免费提供2000份温暖小礼包
活动。 据介绍，这是2019年第一季度的
礼包，为精美的笔、本套装。 镇总工会
应会员需求，第二、三、四季度会陆续
推出更多的会员专享活动。

榆垡镇总工会的 “迎新春送新年
礼包”更是实惠，每位会员可免费领取
一份米、面，共计800份，希望会员们能
够感受工会组织的温情， 欢欢喜喜过
大年。 瀛海镇总工会的“新年礼包”更
是丰富， 活动免费提供了1000份鲁花
花生油、1000份孝心馒头、1000份孝心
豆包、1000份春联礼包，每名职工可以
在“北京工会12351”APP上进行申请抢
订。 活动第一天， 发放现场就十分火
爆，职工参与热情高涨，均希望今后能
多多举办类似活动。 据统计，本次活动
惠及镇域内建会企业20余家 ， 职工
1000余人。

西红门镇总工会为营造春节喜庆
祥和的节日气氛， 让职工在节日中享
受快乐、实惠 ，满载着2000份洗衣液 、
1000份电影票，走进各企业开展“迎新
春 送实惠”持工会卡会员专享活动。会
员只需要携带工会会员互助服务卡或
现场手机扫描二维码即可领取一份物
品。 北京兴奥晟通汽车销售服务有限
公司职工小张很早就来到活动现场 ，
她说：“听说工会免费发放福利， 我们
看到单位通知在第一时间就跑来了 ，
工会服务真是周到， 让我们不出单位
就能领到这么实惠的礼物。 ”

送送温温暖暖 送送欢欢乐乐 送送实实惠惠

大大兴兴职职工工过过年年美美美美哒哒

大兴区委书记周立云 （左二） 在
区总工会党组书记、 主席郭金江 （右
二） 的陪同下到患病职工家中慰问

礼贤镇总工会走进新机场送祝福 西红门镇总工会冬日送温暖、 送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