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登报咨询电话：63522410

广告

奉献 拼搏 传承

【工会】05新闻２０19年 3月 12日·星期二│本版编辑 卢继延│美术编辑王巍│校对 吉言│E—mail:ldwbtxy@126.com │本版热线电话：63523314 63581010

中建二局“最美追梦人”讲述奋斗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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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控集团举办庆“三八”先进表彰会

培培训训礼礼仪仪
感感受受美美丽丽 朝阳高新技术女职工体验传统文化

志愿服务进楼宇成东四工会常态工作

女女工工变变身身
花花艺艺巧巧手手

本报讯（记者 马超）“三八”
节前，中建二局工会在局办公楼
举办了 “最美追梦人”———典范
女职工事迹分享活动，活动以现
场访谈的形式呈现， 共分为奉
献、拼搏、传承三个篇章。北京市
总工会女工部部长张秀萍，中集
集团党建工作部资深高级经理、
集团工会办公室主任廖东红，中
建二局党委副书记、 纪委书记、
工会主席邓小林出席活动，参加
活动的还有局属各单位工会主
席、 女工委主任和女职工代表
160余人。

全局共选出21名“最美追梦
人”， 受邀到现场分享的典范人
物有全国三八红旗奖章获得
者———上海分公司总经济师刘
雪梅， 全国巾帼建功标兵获得

者———东北分公司总经理助理、
市场部经理崔宇，全国入选“大
国工匠”的王宏彦———二公司中
原分公司总工，中国工会十七大
代表———一公司项目总工杨洁，
道德模范获得者———四公司副
经济师李晓军， 最美支教志愿
者———三公司项目总工李莹，海
外女职工代表———安装公司邓
秋艳，90后大型塔吊女司机———
西南分公司刘家琼，北京市三八
红旗集体负责人———地产物业
公司熊燕，三代建筑人的———北
京分公司张敬宜等。

她们的讲述， 让大家感受
到建筑行业女职工的奋斗与坚
韧， 以及她们在工作和生活中
的苦与乐。 她们中有管理领域
的先行者， 高层决策运筹帷幄；

她们中还有营销领域的 “铁娘
子”， 紧跟形势开疆扩土； 她们
中有技术领域的 “大国工匠”，
工法专利鲁班国优； 她们中还
有党建领域的 “知心大姐”， 支
教帮扶思想引领。 她们不逊于
七尺男儿， 坚强拼搏， 敢打硬
仗 ； 她们也无异于邻家女子 ，
温柔知性， 爱笑爱美。 她们在
平凡的岗位上， 用智慧筑造奇
迹， 用行动传递大爱， 用奋斗
谱写华章。 她们是穿着施工服
的模特队， 她们是戴着安全帽
的娘子军， 她们是钢筋水泥间
的风景线， 她们是建筑工地上
的 “半边天”。

活动在周莹和张弘特别为
本次活动创作的 《最美追梦人》
散文诗的集体朗诵中落下帷幕。

本报讯（记者 边磊）3月5日
是第56个学雷锋日，东城区东四
街道总工会与达文物业联合团
委、计生办、妇联等职能部门和
辖区同仁堂、紫光达律师事务所
等单位在南新仓商务大厦举办
学雷锋志愿服务进楼宇活动。此
次活动共服务职工200余人。

走进企业，方便职工，是成
立东四街道志愿服务队的初衷。

企业白领由于工作原因，自身处
于亚健康状态的人群与日俱增。
为让企业职工足不出户就能享
受到法律咨询、保健问诊、计生
宣传等服务，东四街道总工会搭
建平台，提供志愿服务进企业。

东四街道总工会相关负责
人表示，“学雷锋”志愿服务进楼
宇工作将是街道总工会全年常
态重点工作之一。街道总工会将

分别在辖区9个楼宇中， 开展志
愿服务进楼宇活动，旨在通过开
展“面对面、心贴心、实打实”的
服务活动，将践行“北京精神”和
学习雷锋精神紧密结合，真心实
意地为辖区职工群众办实事、办
好事、解难事；通过弘扬雷锋精
神，引导辖区职工群众立足本职
岗位，勤奋劳动，建功立业，促进
职工与企业共同发展。

3月8日， 东城区民政局工
会、 局机关妇委会组织开展庆
三八 “释放激情 ， 迎来精彩 ”
女性礼仪培训活动。 全局女职
工们通过礼仪培训课堂学习
“女性服装与色彩搭配”、 “生
活职业妆容 ” 等内容， 感受女
性别样美。

本报记者 盛丽 摄影报道

3月7日，北京市政路桥港创
瑞博公司 “巾帼花开新时代 同
心逐梦新未来 ” 女工艺术插花
庆“三八”主题活动开启。40余名
女工变身新时代花艺巧手，用手
中的花艺剪刀，将工会精心准备
的各式花草，裁剪成自己喜欢的
花束，插入花艺瓶中。

本报记者 崔欣 摄影报道

一个玻璃瓶、 三两株水草、 若干彩色透明的漂亮小石头， 加
上可爱的小鱼……在朝阳邮政机关工会组织开展的 “动手秀创意·
女工展风采” 庆 “三八” 主题活动上， 邮政女职工亲手制作了一
个个形式多样、 内容丰富的水族生态瓶。 小小的水族生态瓶点缀
着女职工的工作和生活， 摆在自己的办公桌前， 更为取得高效率
的工作业绩打下了基础、 提供了保障。 本报记者 边磊 摄影报道

做做毛毛猴猴 学学技技能能
怀柔区九渡河镇工会联合

会近日免费举办了为期3天的手
工艺品制作技能培训班， 吸引
了30余名职工参加。 此次培训
项目为毛猴手工制作技术， 职
工们按照老师教授的技能认真
操作， 在较短的时间里掌握了
基本操作技能。

本报记者 崔欣 摄影报道

水族生态瓶扮靓办公桌

本报讯 （记者 马超）3月8
日， 北控集团工会在通州大运
河森林公园举行了庆“三八”先
进表彰暨“健康快乐 你我行”女
职工健步走活动。

在大运河畔， 参加活动的
领导首先为20个2018年度 “三
八” 红旗集体和34名 “巾帼岗
位”创新能手代表颁奖。

北控集团工会主席邢莉萍
代表集团工会， 向集团全体女
职工致以节日的问候和诚挚的
祝福，同时感谢市总工会、市建

筑工会以及北控集团各级领导
长期以来对集团工会工作 、女
职工工作的大力支持和帮助 。
邢莉萍向受到表彰的女职工先
进集体和个人表示祝贺， 希望
在新的一年里，继续发挥“巾帼
不让须眉”的作用，在各自的岗
位上做出新的贡献。

颁奖结束后， 举行了健步
走活动。 女职工们伴随和煦的
春风，三五成群，一边欣赏运河
美景， 一边迈着轻松的步伐快
乐前行。

本报讯（记者 刘欣欣） “您
好，先过来喝一杯梨汤吧，今天
是惊蛰，应该适当多吃梨，或者
喝梨汤， 吃梨消百病嘛！”3月6
日， 朝阳区高新技术产业工会
针对女职工在朝阳社区学院组
织了专场民俗体验活动， 吸引
了80名女职工参与其中。

当天， 活动大厅内除了品
梨汤外， 还安排了猜灯谜和做
竖蛋的民俗体验活动。 三颗景
观树上挂了满满的小红灯笼 ，
每个小红灯笼下边挂着一张写
有谜面的红纸。 来自各企业的
女职工们拿起一张张谜面边读
边思考，猜出答案后取下谜面，

到兑奖处领取奖品。 在一旁的
竖蛋互动区， 能够成功将生鸡
蛋竖起来， 保持时间在三秒钟
以上的，也可以获得一份奖品。

此外，“女职工美妆与服饰
搭配 ”讲座以及插花 、茶艺 、打
香篆、 苗绣等体验也吸引了不
少女职工参与。

朝阳区高新技术产业工会
相关负责人表示，“三八” 节是
专属于女性的节日， 工会每年
都精心策划， 选择不同主题的
活动开展。希望这些活动，让职
场的女职工们更多地接触传统
文化， 在不同场合都能展现女
性的魅力与风采。

沟沟通通掀掀起起建建会会热热
近日， 海淀区曙光街道总

工会在世纪城文化广场开展职
工沟通会活动。 活动吸引了小
微企业、 个体企业的职工以及
附近社区居民参加。当天，北京
银行工作人员现场为71人办理
了工会会员互助服务卡。

本报记者 赵思远
通讯员 李欣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