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欢欢乐乐闹闹元元宵宵
浓浓浓浓工工会会情情

包元宵、猜灯谜、做花灯、敲
大鼓……元宵佳节来临之际，房
山区拱辰街道总工会举办了一场
“社区共建话科普，居民亲情闹元
宵”为主题的活动，吸引辖区200
余名职工及居民参加。 此次活动
不仅增进了职工感情， 也为2019
年工会工作开展奠定了基础。

本报记者 闫长禄
通讯员 王玉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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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本报讯 （记者 崔欣） 为了
迎接元宵节的到来，近日，怀柔
区龙山街道总工会在辖区居委
会举办“热闹庆元宵，欢乐猜灯
谜 ”活动 ，现场共吸引200余位
居民、工会会员参与，受到大家
的欢迎。

活动现场， 火红的灯笼一
排排挂起， 漫天飞舞的雪花更
为活动现场增添了欢乐的节日
气氛。 大家有的小声交流着问
题，有的聚在一起拍照，有的居
民带着孩子来参加活动， 小朋
友们兴奋地猜测着灯谜的答

案，现场充满着欢声笑语，很快
一个个灯谜就被大家领取一
空， 居民们争先恐后地到工作
人员处兑奖， 每个人脸上都洋
溢着幸福的笑容。

龙山街道欢乐猜灯谜吸引200余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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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马超） 近日，
延庆区总工会召开 “冬奥世园
先锋行动” 暨服务保障世园会
备战攻坚100天动员会。区人大
党组成员、副主任，区总工会党
组书记、 主席郭永华出席会议
并讲话。 会议由区总工会党组
成员、常务副主席杜志刚主持。

会议部署了延庆区总工会
“冬奥世园先锋行动”暨服务保
障世园会备战攻坚100天工作，
区总工会女工委主任帅相娟宣
读 《倡议书 》，八名基层工会主
席代表在承诺书上签名。 香水
园街道、康庄镇、张山营镇工会

主席分别代表基层工会主席发
言，承诺要聚焦冬奥世园，发挥
工人阶级主力军作用， 从我做
起，凝心聚力，带领广大职工群
众 ，苦干实干 、只争朝夕 、攻坚
克难 ,争当学习思想先锋 ，发动
群众先锋，引领发展先锋，爱岗
敬业，助力添彩。

郭永华对 “冬奥世园先锋
行动” 和服务保障世园会备战
攻坚100天工作提出三点要求：
一是要站在讲政治的高度深化
思想认识。 二是站在讲大局的
高度完成工作任务。 三是站在
讲奉献的高度做好服务工作。

本报讯 （记者 马超 ） 近
日， 由平谷区委组织部、 平谷
区总工会、 平谷区体育局、 平
谷区妇联、 平谷团区委共同举
办的缘定平谷之 “冰雪奇缘 携
爱迎新” 主题交友联谊活动在
渔阳滑雪场举办。

本次活动吸引了来自区内
外的机关事业单位、 企业、 医
院、 驻区部队等80余名青年职
工参与， 其中既有土生土长的
平谷人， 也有长期服务平谷发
展的 “新平谷人”。

参与活动的青年职工统一
乘车到达现场后， 在工作人员
的引领下 ， 领取了雪鞋 、 雪
具 。 随后 ， 大家来到主会场 ，
在主持人的带领下， 通过冬奥

知识竞答等精彩的游戏活动环
节， 逐步加深了青年职工间的
互动与认识， 同时也激发了大
家对冬奥的热情 。 活动最后 ，
工作人员送上了 “表白 ” 礼 ，
在大家的祝福中， 此次活动圆
满结束。

据了解， 为增强做好职工
人才培养工作的自觉性和主动
性， 平谷区以满足平谷青年职
工成长成才需求为导向， 开展
以 “缘定平谷” 为主题的系列
活动， 此次活动为系列活动第
三场， 为广大单身青年职工结
交朋友、 开展交流创造更多的
机会和条件， 搭建展示自我的
平台 ， 为全区发展储备人才 、
吸引凝聚人才。

平谷单身职工“冰雪结缘 携爱迎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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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总女工心理关爱服务周活动3月4日开启
通过四个活动项目帮女工调节压力增强自信 即日起报名

本报讯 （记者 张晶） 在“三
八”妇女节即将来临之际，北京
市总工会女职工委员会和北京
市职工服务中心将面向全市工
会会员单位， 联合开展2019年
“温情三月，呵护心灵”女职工心
理关爱服务周活动，预计服务女
职工近千人次。

记者了解到，此次女职工心
理关爱服务周活动将从2019年3
月4日持续至8日， 活动将通过
“春暖大地，舞起生命活力”舞动
心理团体辅导课、“魅力女性如

何修炼” 形象与自信提升工作
坊、“改善沟通， 一切更美好”萨
提亚沟通模式辅导课以及“心科
普，心体验，心倾诉”女职工线上
心理服务四个项目，帮助女职工
调节压力，增强自信，保持积极
乐观的心态。

据北京市职工服务中心相
关负责人介绍，此次女职工心理
关爱服务周活动内容十分丰富，
其中，舞动心理团体辅导课将邀
请舞动心理治疗专家，以体验式
团体辅导的形式，运用舞动艺术

心理疗法，帮助女职工提高自我
觉察, 改善应事能力 , 促进身心
潜力的发挥。

形象与自信提升工作坊将
邀请魅力女性形象打造的行业
专家，针对女职工着装、妆容等
形象气质的培养，开展专题讲座
与实操培训，帮助女职工塑造自
信的职场形象，掌握简单实用的
自我形象设计方法。

萨提亚沟通模式辅导课将
邀请萨提亚治疗资深专家，帮助
女职工了解并改善自己的沟通

模式， 让女职工对自身的事业、
家庭、婚姻、健康以及个人成长
有更深层次的感悟。

为了让更多女职工体验心
理关爱服务， 此次活动还特别
推出了线上服务， 全市女职工
可登陆 “北京市职工心理体验
服务系统” （www.bjzgxl.org），
或关注 “首都职工心理发展 ”
微信公众号， 免费体验心理测
评、 心理减压、 在线心理咨询
等多模块线上心理服务。 北京
市职工服务中心相关负责人表

示， 在线心理咨询是一项常态
化服务， 不仅 “三八” 节期间，
全市职工可随时登陆咨询， 资
深心理咨询师团队每天10:00至
24:00 （节假日无休） 均会在线
与广大职工互动。

据悉， 此次活动报名截止
日期为2月22日， 名额有限， 感
兴趣的女职工可通过单位团体
报名， 了解详细信息可登陆市
总 工 会 网 站 （ http://www.
bjzgh.org/）， 或拨打报名电话：
83570325、 83570324。

本报讯 （记者 边磊） 2月15
日，“金猪贺岁 欢乐祥瑞” 东城
区龙潭街道总工会第七届职工
灯谜会准时在地区职工之家举
行， 来自全市各单位200余名职
工刷工会卡或者扫码参加了此
次活动，活动持续全天。

本次活动分为手工灯笼制
作、 赏花灯和猜灯谜三部分。在
手工灯笼制作现场，30名成功报
名的职工坐在一起，在三名老师
的带领下，只用宣纸、木条、乳胶
等最普通的材料做出了漂亮的
宫灯，又用红纸剪出了“春”字、
“喜”字以及蝴蝶、小猪等贴在灯
笼上，将灯笼装饰得喜气洋洋。

在花灯区， 近500个不同颜
色的灯笼悬挂在空中，引来许多
职工驻足、拍照留念。大家欢声
笑语，场面十分热闹。猜灯谜环

节也十分精彩。此次灯谜谜面主
要根据工会业务知识名词 、司
法、历史名词、交通、生活等与大
家息息相关的种类进行分类，共
计400条谜语， 职工以抽取的方

式进行猜谜，现场热闹非凡。
本次灯谜会让职工感受到

了浓厚的节日气氛，不仅增进了
工会与职工间的感情，同时也增
长了职工的生活常识。 边磊 摄

龙潭街道“灯谜会”受职工热捧

延庆工会部署保障世园百天攻坚战职职工工代代表表做做元元宵宵
温温暖暖送送给给快快递递哥哥

新春佳节的氛围日渐平
淡，可邮政“春运”投递量却一
日未减。 昨天正值元宵佳节，
西城区邮政分公司工会组织
基层单位60余名职工代表开
展 “庆佳节 送团圆” 暖心行
动。职工代表将亲手摇制的元
宵送给正在投送信件的投递
员 ，表达对 “快递小哥 ”的问
候。图为全国劳模韩伟将热气
腾腾的元宵送给投递员。

本报记者 赵思远
通讯员 宣宏伟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