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雁栖镇一线女工体验手工艺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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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崔欣） 近日，
怀柔区雁栖镇总工会和镇妇联
联合开展了“促进女性成长，助
力出彩人生”手工培训活动，吸
引了60名来自镇域内各企业一
线女职工参加。

当天， 来自北京市总工会
干部学院的老师向女职工介绍
了制作碳盘摆件的步骤和注意
事项。通过细心的学习，大家很
快掌握了制作碳盘摆件的基本
技巧。 活动结束后， 女职工表

示，在繁忙的工作之余，大家能
沉下心来专注做一件事， 既动
手又动脑， 缓解了工作和生活
的压力。

燃燃气气女女职职工工
巧巧手手比比技技艺艺

近日，北京燃气集团一分公
司开展了“庆‘三八’巧手比技艺
悦享生活秀” 皮具手工制作活
动。活动现场，老师详细讲解了
皮具作品、材料和制作步骤。 在
老师的指导下， 女职工开始了
皮具工艺品制作， 最终由专业
老师评选出一二三等奖共6名。

本报记者 赵思远 摄影报道

表彰“三八”红旗手 “师带徒”仪式 快乐闯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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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淀园女工多彩活动打造温馨三月

京城机电“双管齐下”选树职工文艺骨干

本报讯 （记者 马超） 3月9
日， 以表彰和激励女性奋斗者
为目标 ， 以 “香车+女神 ” 同
台亮相为形式的 “北汽女神 舞
动精彩” “三八” 节庆祝活动
暨北京汽车家庭日活动在欢乐
谷举行， 来自北汽股份系统的
近300个优秀女职工家庭参加了
活动。

会上 ，北汽股份对 “2018年
度三八红旗手”和 “2018年度三
八红旗集体”进行了表彰。同时，
还进行了一场独特的 “师带徒”
仪式，师徒互诉衷肠，师父向徒
弟赠送“锦囊”，助她们在工作中
更快更好地成长。

表彰环节结束后 ， 家庭日
活动拉开序幕， 女神和家人们
快乐闯关， 尽情享受难得的家
庭娱乐时光 。 值得一提的是 ，
陪伴女神过节的还有两位 “神
秘嘉宾 ” ———绅宝智行和绅宝
智道。 北京汽车青年志愿者三
五成团热情地向游人发出邀请：
“您好， 这款车叫绅宝智道， 欢
迎试乘。” “绅宝智行配备着领
先同级别SUV的AI功能。”

“作为一名研发一线工程
师，我见证了北京汽车女员工的
奋斗历程。深入株广现场，解决
研发问题的同时，承担起家庭任
务和社会责任，可谓巾帼不让须

眉！”汽车研究院王茜说。
北京奔驰喷漆工厂喷漆创

新小组代表表示， 为实现北汽
“开门红”，奠定全年生产任务的
基础，将继续发扬挑战不可能的
精神，发挥半边天的力量，助推
北京奔驰走向卓越，为北京汽车
的高质量发展助力。

北汽股份党委委员、纪委书
记李承军向获奖女职工表示祝
贺，对全体深耕本职工作的女职
工表示问候， 并向大家提出希
望：“新的一年里，希望大家的工
作能力和颜值实现双丰收，在岗
位上进步成长，体验到企业发展
带来的收获和荣耀！”

本报讯 （记者 王路曼） 近
日， 来自北京京城机电控股有
限责任公司系统的80余名工会
干部 、 女职工代表齐聚一堂 ，
参与公司工会举办的庆祝 “三
八” 节系列活动之线下文化讲
座及参观活动。 与此同时， 还
有更多职工积极参与京城机电
职工首届 “线上书香·朗读者”
活动， 尝试用音频歌颂时代。

据了解， 为了深入贯彻落
实习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和中
国工会十七大精神， 在 “三八”
节来临之际， 京城机电工会将

线上 、 线下相结合 ， 以庆祝
“三八” 节为契机， 组织开展系
列活动， 营造积极向上的文化
氛围， 并以此激发广大女职工
爱岗敬业的热情， 在公司 “十
三五” 转型升级的新征程中做
出新贡献。 其中， 线下文化讲
座及参观活动， 邀请专业讲师
向大家传授服饰、 礼仪等内容，
并组织女职工代表参观了大得
珍藏馆， 体会传统文化， 感受
工匠精神。

而 “线上书香·朗读者” 活
动则以 “建功新时代、 当好主

人翁” 为主题， 鼓励职工用音
频朗读这一职工群众喜闻乐见
的表现形式， 从朗读者的视角，
用真诚的文字 、 平实的情感 ，
读出新时代下主人翁的追梦情
怀， 读出文字背后的情感价值。
京城机电工会相关负责人表示，
活动利用互联网优势， 丰富职
工文化生活， 传播主旋律， 网
聚正能量， 以文化活动为载体，
凝心聚力， 助推京城机电打好
“攻坚战”； 同时， 还将选树和
发现一批职工文艺骨干 ， 打造
京城机电职工文艺队伍。

本报讯 （记者 崔欣） “三
八”节到来之际，北京住总第六
开发建设有限公司工会为准妈
妈们送上一份特殊的礼物———
孕妈妈暖心礼包。

据公司工会主席陈娟介
绍，近几年，公司工会相继在各
工地内开设了母婴关爱室 ，添
置了专门存放母乳的冰箱 ，摆
放了各种育婴的书籍， 这些举
措受到了女职工的欢迎。 工会
此次发放的孕妈妈暖心包里包

括一个孕妈妈身份牌、 育儿书
籍及一盒防浸乳垫。“建筑行业
里， 孕期的女职工不但要忍受
身体的不适， 还要忍受很多不
太方便的地方， 需要额外的关
照， 而她们自己往往又不好意
思总把孕妇的身份挂在嘴上 。
公司工会了解到她们的难处 ，
专门设计了孕妈妈身份牌 。贴
心之举旨在提醒孕妈妈周围的
同事， 能够为准妈妈们提供更
多地帮助与关爱。” 崔欣 摄

本报讯 （记者 陈曦 赵思
远） 心理讲座、 京剧脸谱绘制、
艺术插花、传统茶艺……近日，
海淀园各级工会组织纷纷开展
女职工专题活动， 让园区女职
工感受到健康向上、 和谐温馨
的三月。

海淀园工会工委特邀 “首
都女职工流动课堂” 培训师武
自存为园区68家企业的160余
名女性工会主席、 工会委员讲
授《快乐工作、健康生活———职
场人际沟通技巧》。 讲座现场，
武老师从话术与倾听对人际沟
通的重要影响讲起， 分享了语
言与倾听技巧、 积极心态的塑
造、 情绪压力管理等三个方面
的技巧， 随后还带领大家进行
了一次冥想放松训练。通过“信
息传递”等问答互动，热烈的活

动气氛加深了大家对有效沟通
和倾听的认知。

同时， 海淀园各级工会组
织也开展了丰富多彩的活动 ，
中关村科技园区海淀园创业服
务中心联合工会邀请了中宣部
“时代楷模”、2015年度“北京榜
样” 获得者夏虹为女性创业者
分享自身经历； 中关村软件园
孵化器联合工会则开展了 “巧
手插花”活动。在花艺培训师的
指导下， 女职工充分发挥想象
力和创作力， 将手中的鲜花进
行修剪 、搭配 、造型 ，制作出精
美的插花作品； 中国石化润滑
油有限公司工会则开展了 《美
丽“心 ”世界 》专题讲座以及茶
艺体验活动， 让女职工在得到
心灵慰藉的同时， 还能领略中
国茶艺文化的精髓与魅力。

北汽股份优秀女职工“舞动精彩”

线上朗读 线下讲座

本报讯（记者 边磊） 多项活
动捆绑推出， 点亮女职工的生
活。记者昨天从北京市和平里医
院了解到，医院工会推出“温情
三月·点靓生活”庆祝“三八”妇
女节系列活动，多种方式帮助女
职工舒缓身心压力。

“快来看我这盆， 是不是特
别好看？”3月8日 ，100名女职工
参加了“绿意盎然”多肉种植活
动，8种不同品种的多肉植物，按
照高低色彩不同，精心码放在陶
瓷花盆中。女职工在老师的指导
下，自己动手进行多肉植物的摆
盆造型，在动手的活动中，帮助
女职工缓解工作压力，增添生活
情趣。期间，老师授课介绍关于
多肉植物养护知识。

同时， 医院还开展了妇女
权益保护法律法规知识答题 ，

全体职工都可以登录杏林党建
系统职工之家进行在线答题 。
工会还为在职女职工开展了特
殊疾病互助保障活动， 针对女
职工原发性子宫颈癌、 原发性

乳腺癌等八种疾病， 工会牵头
组织女职工自愿参加保障计划。
此项活动提高了女性自身的防
病意识， 为女职工抵御大病筑
起了一道屏障。 于佳 摄

和平里医院系列活动帮女工舒缓身心

陶然亭街道女职工乐享健康大礼包
本报讯（记者 陈曦） 近日，

西城区陶然亭街道总工会面向
辖区持工会会员互助服务卡的
女职工，开展“好礼”专享活动。
女会员可通过预约、 扫码领取
到美容健康食品。

据悉，此次活动，陶然亭街
道总工会为女性会员准备了红
豆薏米粉以及提子燕麦片 。一
位领取到健康食品的女职工表

示，活动很受姐妹们的欢迎，红
豆和薏米有美容养颜、 健脾益
胃的功效 ， 正是大家需要的 。
“我们也通过活动，切身感受到
了工会的关爱和家庭般的温
暖。”街道总工会相关负责人表
示， 希望此次活动可以让辖区
女职工拥有更多的获得感和幸
福感， 让女职工以更饱满的热
情投入到自身的工作岗位。

住住总总六六公公司司工工会会为为准准妈妈妈妈送送暖暖心心礼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