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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乡地区总工会组织女职工
开展珍珠项链DIY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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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爱健康贯穿全年不间断

丰台区总工会开展了以 “魅力职场 健
康女性” 为主题的活动， 其中包含的女职
工刷会员服务卡免费健康体检项目贯穿全
年， 此项服务为的是提高全区女职工自我
保健意识和健康水平。

据了解， 该项目区总工会携手区妇幼
保健院， 在免费婚检、 孕检和两癌筛查等
项目基础上， 新添 “1+2X” 健康保健套餐
项目， 即： 生化全套+2项B超检查， 女职
工除了可以做生化全套检查 （肝肾功能 、
血脂、 离子） 之外， 还可以从甲状腺超声
检查、 妇科超声检查、 乳腺超声检查、 腹
部超声检查等四个B超项目中任选两项进
行检查。

近4000名女职工收到满满祝福

今年， 根据调研情况， 同时为了增加
女职工幸福感， 区总工会为女职工们准备
了价值约50万元的节日温馨大礼包， “三
八” 节前， 区总工会常务副主席陈威、 副
主席刘振丽分别带队走访慰问公检法干警、
大红门环卫所、 农委疫控中心和动物监督
管理所等18家单位， 近4000名工作在一线
岗位的女职工收到了节日温馨大礼包， 礼
包里有多种多样的生活用品， 丰富且实用。

收到礼包的女职工们纷纷表示： “一
份份礼包装满了工会组织对咱们一线女职
工的关爱， 这是我们在节日中收到的最好
的礼物！ 我们将立足本职岗位， 学习工匠
精神， 工作上追求精益求精， 撸起袖子加
油干 ， 为丰台区各项事业上台阶贡献力
量。” 此外， 区总工会还对困难女职工进行
了慰问， 送上了节日慰问品， 让她们也感
受到工会的温暖和祝福。

6场新影片让女职工过足视觉瘾

“平时由于工作忙， 陪家人的时间都
少， 更何况看电影了。 我都很久没进影院，
一般想看电影都是在网上， 看的也都是旧
片。 今年能在自己的节日中畅畅快快地看
大片， 真是过足眼瘾了。” 一名走出影院的
女职工兴奋地说。 区总工会在 “三八” 节
期间为女职工包场购买6场2019年新影片，
丰富了女职工的生活。

3000份大礼包 全区女职工“抢”起来

通过网络服务职工， 通过活动为职工
发放福利已经成为了区总工会服务职工的
一种方式。 借着 “三八” 节的契机， 区总
工会推出了一项抢票活动， 为女职工定制
了3000份厨房用品礼包， 包内含有食品密
实袋、 食品保鲜膜、 烹饪铝箔纸， 淘米洗
菜篮、 防水折叠包装袋等物品， 精心准备
的大礼包得到了女职工们的欢迎。

工会贴心维护 女职工维权有“渠道”

一直以来， 区总工会很重视维护职工
的权利， 尤其是女职工。 为此， 今年区总
工会继续与中友律师事务所合作， 在 “三
八” 节开通了女职工维权咨询专线， 为丰
台区女职工进行免费咨询服务、 为女职工
维权提供帮助， 让丰台女职工今后维权有
“渠道”， 权利有保障。

9.9元健身让女职工感受运动快乐

健康是一个人的本钱， 大多女性在忙
碌完工作、 安排好家庭后， 往往已经精疲
力尽， 健身对于她们而言并不在计划内 ，
也缺乏这方面的认知。 今年3月， 区总工会
携手颐方园体育城推出9.9元健身活动， 让
女职工在节日期间体验保龄球、 游泳、 健
身等活动， 感受运动带来的快乐与健康。

□本报记者 张瞳 通讯员 刘晓东

———丰台区各级工会贴心服务女职工纪实

女人花

一线女职工喜获区总工会慰问大礼包

区总工会副主席刘振丽慰问环卫一线女职工

区总工会常务副主席陈威慰问一线女职工

戎威远保安服务（北京）有限公司
工会组织女职工春游活动

长辛店镇总工会开展“珐琅杯”制作活动王佐镇巾帼职工志愿者参与
志愿巡逻服务

区园林绿化局工会组织女职工
开展趣味运动会

中关村丰台园工会： 三八节前夕，中关
村丰台园工会主办了以永生花礼盒契合“遇
见更好的自己”主题DIY活动，来自丰台园
的60余名企业女职工聆听了专家对创新创
业、职场女性提升、婚姻家庭法律知识普及
讲座，随后亲自动手制作了永生花礼盒。

丰台区直机关工会： 为女职工开展了
“送健康送关爱” 活动， 邀请区妇幼保健院
的专家为机关女职工讲授女性健康知识 ；
同时开展健康义诊， 安排了妇科、 中医体
质辨识等方面专家做健康咨询， 现场答疑
解惑， 提供暖心服务。

区公安分局工会： 开展了制作美丽景
观生态瓶、 手工皂DIY、 花艺、 面花艺术
等培训， 让女民警和女辅警参与进来， 不
仅丰富了女职工的生活， 还为女民警和女
辅警增添了更多的兴趣爱好 ， 提升修养 ，
使其得到内外兼修。

区住建委工会： “庆三八 送快乐” 手
工制作裱花蛋糕活动， 既让来参加的女职
工缓解了工作的疲惫和压力， 又陶冶了性
情、增长了知识，深受女职工的欢迎与热捧。

区园林绿化局工会： “三八”节期间，该
局工会和区妇委会联合组织百余名女工开
展了“趣味运动会”。运动会设有踢毽、拔河、
跳绳等比赛项目。 随着比赛的进行，赛场上
热闹非凡，加油声 、呐喊声 、欢呼声此起彼
伏，参赛选手们都露出了开心的笑容。

丰台教育工会： 该工会在今年3月推出
“庆三八” 女教师会员专享蛋糕券免费预订
活动， 在芬香甜蜜中让女教师们感受到了
来自工会的温暖。

环卫中心工会： 该工会组织开展了第
十二届 “娘家乐” 活动。 优雅端庄的交谊
舞 《格桑花开》、 诗朗诵 《光荣的环卫人》、
充满活力和正能量的街舞表演 《最好的舞
台》、 戏曲串烧 《女驸马》 ……让环卫女职
工们欣赏到了一场精彩的演出。

区城管执法监察局工会： 今年， 为了
更贴切女队员的现状， 重新调整了女队员
的体检项目， 增加了体检经费的投入， 通
过更加细致入微的检查， 让女队员充分了
解自身身体状况， 增强了她们的健康意识。

此外， 为缓解女队员压力， 开展了手工皂
制作、 衣橱整理培训等活动； 继续开展评
优创优系列活动， 推荐优秀女队员岗位建
功先进， 评选最美家庭、 文化家庭等活动，
让女队员收获荣誉， 收获自信。

区农委工会： 为了让女职工缓解工作
压力 ， 同时又增加生活情趣 ， 今年3月期
间， 该工会组织女职工们在丰台花园 “艺
雅苑” 举办了多肉植物栽培及管护培训班。

道路养护中心工会： 在全体女职工中
开展 “迎接三八节， 巧手展风采” 手工才
艺展示活动， 花艺体验让女职工们心情愉
悦， 收获了快乐。

北京汽车博物馆工会：该工会组织了衣
橱整理培训和包饺子大赛活动，衣橱整理让
女职工们成为居家里手，包饺子大赛让女职
工展示厨艺的同时享受比赛带来的快乐。

东铁匠营街道总工会： 在 “迎三八·美
丽女性 魅力丝巾” 主题活动中， 老师为女
职工们讲述了丝巾与服装搭配的小技巧 ，
介绍了丝巾的多种实用性系法， 大家认真
听完老师的讲解， 便迫不及待地动起手来，
一条条美丽的丝巾展示在大家眼前。

宛平城地区总工会 ： 该工会开展了
“三八” 节维权法律讲座和 “品茗闻香 做
优雅女人” 茶艺文化体验活动， 让女职工
们增强维权意识的同时， 学习到了茶文化。

王佐镇总工会： 根据辖区特点，为女职
工开展了芽苗菜种植、礼仪培训；此外，还组
织辖区百余名巾帼职工志愿者参与巡逻、秩
序维护、医疗保健、法律援助、家电维修、义
务理发、磨剪刀和环境整治等各类便民志愿
服务；为镇内6名困难女职工分别送去牛奶、
鸡蛋、被子等价值500元的节日慰问品，让困
难女职工感受到来自“娘家人”的温暖。

马家堡街道总工会： “三八” 节期间
举办了永生花插花活动， 邀请花艺培训师
为辖区女职工讲解插花艺术， 让女职工增
添了生活情趣。

和义街道总工会： 该街道总工会开展
了 “迎三八” 手工课活动。 女职工们兴致
高涨， 在老师的指导和帮助下边听边动手，
不一会儿， 每个人都做出了符合自己喜好

的手工皂。 大家相互交流心得， 分享喜悦
心情， 教室里充满了欢乐的氛围。

南苑地区北京嘉合久源投资管理公司
工会： 该工会结合女职工需求， 举办了整
理衣橱讲座。 活动中， 让女职工对于整理
衣橱有了新的认识， 大家纷纷表示， 回家
就准备实践， 好让自己的衣橱焕然一新。

长辛店镇总工会： 该工会开展了“珐琅
杯”DIY创意制作活动。 镇域内60余名女职
工，通过“12351APP”抢票的形式，参与了活
动。工作人员还借此次活动向女职工们宣传
和讲解了工会的相关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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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会知识。

南苑街道总工会： 在 “流光溢彩” 口
红DIY活动上， 辖区女职工们在专业老师
的指导下， 采用精选天然材料， 按步骤消
毒 、 加色粉 、 加蜂蜡 ， 而后加热 、 罐装 、
凝固， 亲手制作属于她们自己的口红。 从
选择色号到用模具定型， 大家一丝不苟地
雕琢着自己的 “作品”， 尽情体验手工制作
的喜悦， 在动手中发现美、 创造美！

大红门街道总工会： “三八” 节期间，
该街道总工会不仅组织了衣橱整理讲座 ，
还组织了 “迎三八争做巧厨娘包饺子大
赛”。 活动现场， 女职工们从揪饺子剂、 压
皮到包饺子的每一个环节， 快而不乱， 稳
中求速……她们尽享比赛带来的快乐。

花乡地区总工会： 该街道总工会组织
女职工开展了珍珠项链手工制作活动， 在
手工老师的专业指导下， 充分发挥想象力
和创造力， 一条条精美的绕线珍珠项链在
女职工们的巧手中悄然诞生。

戎威远保安服务 （北京） 有限公司工
会： 该工会组织女职工开展 “赏美景、展风
采、促和谐”迎“三八”妇女节系列活动，既丰
富了女职工的业余生活，愉悦了心情、陶冶
了情操，又增添了工作和生活的乐趣，增强
了团队的凝聚力、提升集体荣誉感。

方庄购物中心工会： 该工会举办了女
职工现场时装秀活动， 让女职工在活动中
增加了自信与活力， 同时让更多的消费者
切身感受到商场优质的产品和服务。

■六项活动接地气 扮靓女职工■

女性之美， 不仅仅体现在外貌与体态， 更多的是修养和内涵， 尤其是职业女性。 一直
以来， 丰台区总工会坚持以女职工需求为导向， 用活动焕发女性之美， 用服务关爱女性健
康。今年“三八”节期间，区总工会推出了6项丰富多彩的活动，不仅进一步激发广大女职工立
足岗位、 建功立业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同时， 女职工在活动中获得了所需， 展现了风姿。

■展现女职工之美 各基层工会在行动■

一线女干警喜获区总工会大礼包

随着春天的到来 ， 万物复
苏， 丰台区的女性们也迎来了自
己的节日———“三八” 国际劳动
妇女节。 这期间， 丰台区各级工
会开展了女职工维权 、 插花培
训、 DIY手工制作、 出游等活动，
来表达对巾帼女性的尊重和感
谢， 让全区女职工在欢度自己节
日的同时， 惠享更多服务， 切切
实实感受到来自工会组织的温暖
与关怀， 让她们如同朵朵鲜花，
绽放在春天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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