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记者 孙艳） 春季
保健穴位有哪些？ 春季自制补
水除皱面膜怎么做？ ……6日，
由北京市文物局工会主办 ，市
文物研究所工会、 孔庙和国子
监博物馆工会协办的纪念 “三
八”节健康大讲座之“关爱女工
从健康开始 ”———春季中医养
生讲座在孔庙和国子监博物馆
彝伦堂举行， 实用易学的讲座
获得了文博女职工的点赞。

此次讲座邀请针灸学博
士、中医基础理论博士后、主任
医师李冬梅为大家授课。 李老
师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图文
并茂分别从春季养肝、 艾灸疗

法、皮肤防护、春饮花茶等多个
方面为大家讲授了许多实用的
健康知识点， 普及了健康保健
知识， 传递了科学生活的良好
理念。 市文物局工会专职副主
席张德华介绍，一直以来，局工
会及女工委员会围绕文博中心
工作， 开展了许多有女工特色
的文化活动， 举办了女工健康
知识讲座、女工知识竞赛、女工
读诗会、女工文创比赛、丝巾服
饰学习、厨艺糕点制作、阳台种
菜、观看文艺演出、女工茶艺及
古琴书法学习等活动。今年，还
将陆续举办多样式女工活动 ，
提升女工综合素养。

登报咨询电话：63522410

广告

为职工提供科普宣传、心理测评、身心调节、放松训练等心理服务
本报讯 （记者 马超） 3月7

日，在中建一局二公司的减压室
里，来自北京城市副中心周转房
项目的农民工陈秀玲正在进行
心理减压体验服务，这对她来说
还是第一次尝试。 在外打工4年
的陈秀玲告诉记者，“第一次知
道这种专业的减压方式，以前认
为减压无非是聊个天睡个觉就
可以了。” 当天， 公司还启动了
EAP服务关爱计划。

在减压室里，来自二公司各
个基层单位的70余名女职工和

农民工正在跟随中国科学院心
理研究所的老师进行自我认知
和心理放松体验。据了解，中建
一局二公司在“三八”节开展了
“心科普 心体验 心健康” 员工
心理健康大篷车主题活动，活动
设置了展示宣传区、 认知互动
区、行为体验区等，配置了10项
国内前沿的心理设施设备，将心
理知识外化、可视化、趣味化、游
戏化， 为职工提供科普宣传、心
理测评、身心调节、放松训练、个
体咨询等心理服务。

据介绍， 中建一局二公司
EAP服务关爱计划将逐步建立
可持续发展与不断自我完善的
心理服务系统，针对不同群体展
开全方位、立体化的测试，加快
将EAP服务关爱计划融入到各
部门系统培训的同时，结合实际
开展职工心理服务场地建设及
各类活动。

中建一局二公司党委副书
记、纪委书记、工会主席张贵生
告诉记者，“习总书记在十九大
报告中提到，要注重人文关怀和

心理疏导，公司工会启动EAP服
务关爱计划，是希望通过系统专
业的咨询辅导，从组织和个人层
面协助员工管理压力和情绪，后
期二公司还拟通过党支部书记
培训依托项目书记组建公司内
部的EAP专业团队，落脚基层单
位为员工提供更好的心理层面
服务，最终达到‘强健组织、幸福
员工’的目的。”

本次活动专门邀请了国家
二级心理咨询师夏其新为员工
上了一堂特别的“心理课”，对员

工的心理压力现象进行分析并
提出有益见解。刚步入社会的王
晶晶虽是“90后”，但提起心理减
压体验也是一头雾水，说起心理
压力问题， 她坦言压力确实不
小，平时实在感觉撑不下去了就
去K歌 ，吼两个小时 ，听了课之
后想尝试一下每天抽出些时间
去学着调整和释放。

据公司工会相关人员介绍，
本次体验活动持续两天， 并逐
步由女职工参与拓展到全员可
参加。

【工会】05新闻２０19年 3月 11日·星期一│本版编辑 马骏│美术编辑王巍│校对 张旭│E—mail:ldwbtxy@126.com │本版热线电话：63523314 63581010

中建一局二公司“EAP关爱计划”帮职工减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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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文物局工会关爱女职工从健康开始

种种下下心心愿愿树树
女女工工齐齐祝祝福福

本报讯 （记者 崔欣 通讯
员 宋雅欣） 学习观摩市级母婴
关爱室 、 幸福女人街挑选购 、
“三八” 女职工会员专享活动、
插花培训……自3月7日起， 怀
柔区总工会组织开展了为期两
天的庆 “三八” 系列活动， 区
总工会女工委委员 ， 各镇乡 、
街道总工会、 科学城工会女工
委主任和专职女工干部， 各直
属基层工会女工主任和部分女
职工代表共计150余人参加了
活动。

活动中， 怀柔区总工会女
工委带领女职工来到了北京福
田戴姆勒汽车有限公司， 学习

观摩市级母婴关爱室， 并在该
公司参加了 “幸福女人街 挑挑
拣拣创幸福美好生活” 以及职
业女性话题十讲等活动。此外，
怀柔区总工会将在3月期间组
织开展2019年女职工维权行动
月活动。活动期间，区总工会女
工委将与区法律服务中心 ，携
手各街道乡镇工会服务站在
“维权行动月”活动中为基层工
会组织和女职工提供法律服
务；启动女职工维权大讲堂；通
过法律知识答题活动， 宣传女
职工权益保护法律法规； 拟定
区级女职工集体协商专项合同
文本；推进母婴关爱室建设等。

怀柔区总工会开启女工维权行动月

本报讯 （记者 王路曼 ） 7
日，密云区总工会女职工委员会
开展“建密云展风采，纪念三八
国际妇女节活动”。邀请全区200
余名女职工、女工会干部代表齐
聚一堂，交流职场心得。

“2018年， 密云区女职工工
作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广大女职

工奋斗在各个工作岗位上，为密
云的各项建设贡献着不可获取
的力量。” 密云区总工会女职工
委员会主任包秀媛介绍 ，2019
年，密云区总工会将在抓好女职
工的素质教育、做好女职工维权
工作、 加强女工组织的队伍建
设、深化女职工所需各项服务等

工作上下功夫，扎实服务全区女
职工。

活动中，密云区总工会还邀
请女工会干部、女劳动模范及女
企业带头人代表做了精彩发言，
通过她们的亲身经历向大家分
享爱岗敬业、奋力拼搏、不忘初
心的故事。

本报讯 （记者 余翠平） 近
日， 丰台区长辛店镇总工会组
织女职工开展 “冷珐琅杯”DIY
创意制作活动。 镇域内50余名
女职工 ，通过 “12351APP”抢票
的形式参与了活动。

参与活动的女职工来自长
辛店镇的各个单位， 活动现场,
工作人员对工会的相关政策 ，
如医保二次报销、优惠逛公园、
优惠观影、免费逛庙会、在职职
工互助保障计划等， 一一向职
工解读。 并鼓励职工以参加活
动为契机，广泛宣传工会政策，
让更多的职工获益。

随后开始 “冷珐琅杯”DIY
创意制作活动，第一步是上色，
第二步进行烘烤， 杯子雏形已

经展现出了职工绘画的功力 ，
接下来就需要将杯子小心的放
入恒温烤箱，等待颜料烘干。20
分钟后， 一只只独具创意的珐
琅杯诞生了。

“创意的DIY， 让我们每个
人都制作出了独一无二的鸢尾
花杯子，形成一件件艺术品，带
来别样的清新感， 也让生活多
了一份精致。”女职工说。

长辛店女职工创意制作庆“三八”

密云女职工齐聚一堂分享职场心得

“三八”节当天，北京建工
集团建筑工程总承包部工会
策划开展了“巧厨娘”摊煎饼
比拼。 本次比拼共分为12组，
每组3名选手，由领导班子、工
会小组长、职工代表组成评委
组，从色、香、味、形四方面对
每名厨娘“画饼”全过程进行
综合评定，最终评选出5名“巧
厨娘”。

本报记者 彭程 摄影报道

中铁四局电气化公司北京分
公司工会在“三八”节和植树节到
来之际， 带领女职工种下 “心愿
树”。分公司工会主席汪洋带领女
职工铲土栽树、 浇水施肥。“身体
健康， 家人幸福”“祝北京分公司
越来越顺利” ……女职工在纸上
写下心愿绑在树苗上， 等待来年
“开花结果”。 本报记者 赵思远

通讯员 洪至能 摄影报道

建建工工巧巧厨厨娘娘
比比拼拼摊摊煎煎饼饼

自选多肉植物，栽植在漂
亮的花盆内， 为办公室增添一
抹色彩。3月8日，北京市政路桥
总承包二部新机场轨道线03标
项目部为女职工送上节日的问
候。“项目部地处偏远， 业余生
活比较单调， 希望大家能在丰
富多彩的活动中感受生活的美
好。”项目部负责人说。
本报记者 边磊 于佳 摄影报道

市市政政路路桥桥女女工工
体体验验盆盆栽栽魅魅力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