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丰台区总工会送健康讲座进基层

百余名法院职工志愿者学心肺复苏技能
本报讯 （记者 余翠平 ） 17

日， 丰台区总工会携手中国心胸
血管麻醉学会为丰台区法院的
100余名职工送上一堂心肺复苏
急救培训课程，这也是“守护健康
你我有责———健康丰台人建设美
丽丰台” 系列健康促进活动———
心肺复苏急救培训第一课。

此次课程请到了北京急救中
心副主任医师、 中国心胸血管麻
醉学会心肺复苏主任讲师王小
刚， 为区法院的职工志愿者讲解
了心脏骤停、 异物梗阻的有关常
识和“心肺复苏急救技术”的操作

方法。 王老师通过理论结合实操
的方式，介绍了“心肺复苏急救技
术”的核心步骤，并利用模型人进
行了细致、规范的现场演示。王老
师一边演示一边清晰地描述按压
前的准备工作以及操作的各项细
节要领，如心肺复苏的黄金时间，
胸外按压的位置、频率、深度，按
压与吹气比例。

据了解， 丰台区总工会携手
中国心胸血管麻醉学会和立荣瑜
伽学院， 面向丰台区全体职工志
愿 者 开 展 “守 护 健 康 你 我 有
责———健康丰台人建设美丽丰

台”系列健康促进活动。活动共包
括三大项课程： 心肺复苏普及培
训、健康大讲堂、瑜伽培训课程，
共计约230节课。课程得到了全区
基层工会组织的踊跃报名， 早早
就被预订一空。

后续， 丰台区总工会将携手
中国心胸血管麻醉学会， 陆续把
心肺复苏急救培训和健康大讲堂
等课程， 送到区属近30家基层单
位的职工中， 希望通过这一系列
健康促进项目， 有效提升丰台职
工志愿者的紧急救助能力， 提高
丰台职工健康意识和健康水平。 登报咨询电话：63522410

广告

本报讯 （记者 王路曼 ） 穿
军装、 戴军帽， 体验 “重走长征
路” 的艰难险阻……日前， 北京
临空经济核心区管理委员会工会
组织基层工会干部、 工作人员50
余人走进延庆区 “平北红色第一
村”， 开展了主题为 “不忘初心
跟党走， 牢记使命为职工” 的红
色主题教育活动。

在讲解员的带领下， 大家参
观了革命传统教育展览馆， 通过
历史文物、 历史照片等资料， 加
深对平北地区革命发源地、 党员
发展史及老区人民土地改革情况
的认识， 感受当时人民坚定的抗

战理想信念和浓厚的爱国情怀。
随后， 所有人员换上红军军装，
进行了 “重走长征路” 体验。 进
一步感受了当年红军征途的艰难
险阻， 追忆红军指战员英勇顽强
的战斗精神。

“该活动对磨砺和锻炼临空
核心区工会干部职工的意志和体
魄， 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临空
经济核心区工会相关负责人表
示， 本次红色教育活动， 旨在强
化工会干部的政治意识， 提高工
会干部政治修养， 打造一支思想
过硬、 素质过硬的高质量工会干
部队伍。

本报讯 （记者 马超） 近日，
平谷区兴谷街道总工会召开首都
素质工程 “创新思维培养与训
练” 公益大讲堂， 街道辖区企业
工会会员90余人参加此次活动。

兴谷街道总工会邀请育儿机
构专家王孝瑜老师为大家授课。
培训中， 王老师围绕家庭育儿知
识对职工进行了课程要点的提问
并予以解答， 同时对比较关心的
孩子的思维培养和训练相关问题
进行了提问与解答。 王老师的耐
心讲解， 使大家了解到孩子思维
培养和训练的重要性。

职工表示， 此次课程受益匪
浅， 打破了日常对孩子家庭教育
理念， 使大家懂得利用各种实际
有意识地对孩子提出一些 “为什
么”， 让孩子进一步思考， 养成
发问习惯。

本报讯 （记者 张瞳 通讯员
王新生）“感谢园区工会主办的活
动让我能够结识更多的朋友，十
分开心……” 来自中铁设计的聂
海峰抑制不住激动的心情， 主动
为在场的单身男女嘉宾演唱了一
首《告白气球》。近日，“爱恋园博
园，缘聚丰台科技园”单身交友联
谊活动在丽维赛德酒店举办，本
次活动由中关村科技园区丰台园
工会、妇委会、团工委主办，中铁
电气化局、中铁设计、依文集团、
国电富通科技、 仁和药房网等数
家园区企业的72名单身职工参与
了活动。

到场的男女嘉宾根据胸贴上
的“班级”提示分4个班落座后，开
始了本期 “爱情学院开学季”：热
身早操、爱情语文课、美术课、班
级转一转， 逐渐打开了嘉宾的心
扉，最终迎来了“爱情毕业典礼”，
男同学将手中玫瑰花送给心仪的
女同学，逐一真情表白，13对嘉宾
成功牵手，领取了抱抱熊、爱情套
餐，并在情缘树前合影留念。

据介绍， 丰台园工会急单身
青年之所急、所思、所盼，每年都
要开展多场交友联谊活动、 为单
身职工搭建交友联谊的平台，希
望大家可以在活动中找到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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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马超） 5月
16日， 延庆区总工会召开工会
系统学习宣传北京市工会第十
四次代表大会精神报告会， 区
总工会班子成员、 三委委员、
区直属基层工会负责人、 非区
直属基层工会处级班子单位工
会负责人、 全体机关干部、 全
体社专、 工资协商指导员参加
会议， 会议由区总工会党组书
记、 副主席池合仓主持。

会上， 区总工会组工部负
责人、 北京市工会第十四次代
表大会代表李小琴介绍延庆代
表相关工作情况； 香水园街道
总工会负责人、 北京市工会第
十四次代表大会代表、 市总工
会委员李志东发言； 区总工会

副主席、 调研员、 北京市工会
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代表、 市总
工会经审委员刘少强传达北京
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党组副
书记、 市总工会主席刘伟在北
京市工会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
作的工作报告等。

就做好今后的工作和学习
宣传贯彻北京市工会第十四次
代表大会精神， 区人大党组成
员、 副主任、 区总工会主席、
北京市工会第十四次代表大会
代表、 市总工会常委郭永华强
调： “一是我们要始终坚持自
觉接受党的领导的正确政治方
向； 二是我们要自觉肩负起引
导职工听党话、 跟党走的政治
责任； 三是我们要牢牢把握主

动服务首都发展大局的工作原
则； 四是我们要认真履行维护
职工合法权益、 竭诚服务职工
群众的基本职责； 五是我们要
始终保持改革创新、 不断进取
的精神状态； 六是开好延庆区
第二届工会会员代表大会。”

他指出， 各级工会组织要
迅速掀起学习宣传北京市工会
第十四次代表大会精神的热
潮， 切实加强组织领导， 结合
实际制定学习宣传贯彻方案，
开展具有工会特色的学习教育
活动。 工会领导班子和工会领
导干部要带头学习， 一级一级
抓学习， 一层一层抓落实， 努
力营造学习宣传北京工会十四
大精神的良好氛围。

延庆区总工会

学习贯彻北京工会十四大精神
开创新时代首都工会工作新局面

昌平区阳坊镇总工会

本报讯 (记者 周美玉 )
为了使北京工会十四大精神在
职工中迅速掀起学习热潮， 记
者昨天获悉， 昌平区阳坊镇总
工会第一时间组织基层工会干
部进行专题培训， 学习北京工
会十四大报告。 同时， 还利用
知识答卷、 广播宣传等方式，
让职工更好地领会会议精神。

阳坊镇总工会副主席王君
华作为北京工会十四大代表，
向与会人员传达了大会盛况 ，
并详细解读了北京工会十四大
报告。

会上， 结合阳坊镇工会工
作实际， 请专家为基层工会干
部进行专题培训， 同时号召全
镇职工踊跃参加昌平区总工会
关于学习北京工会十四大报告
知识答卷活动。 另外， 利用镇
里的广播， 分时段宣传北京工
会十四大报告内容。 “利用这
次宣传活动 ， 要把大会精神
贯彻落实到具体的实际工作
中。 作为工会干部， 要当好职
工的娘家人， 关心关爱职工会
员 ， 做好送清凉 、 送温暖活
动 。 并发挥好 ‘职工心灵驿

站’ ‘职工健康驿站’ 等平台
典型示范作用。 进一步增强使
命感和责任感 ， 创新工作方
法， 提升工会工作水平， 使工
会各项工作再上新台阶。” 王
君华表示。

“参加此次会议是一种自
我学习提升的过程， 感受到各
级工会给予的关心和帮助， 我
要把会议精神及时传达给身边
的广大职工， 并在工作岗位上
努力工作， 用更好的成绩感谢
各级工会对大家的关怀。” 参
加会议的工会干部表示。

利用知识答卷、广播宣传学习会议精神

兴谷街道工会请育儿专家讲亲子沟通

开展具有工会特色的学习教育活动

说说安安全全 促促建建会会
20日， 丰台区卢沟桥地区总

工会联合北京车辆管理所京丰分
所、 丰台交通支队共同在中都科
技大厦开展 “交管12123” 手机
APP应用普及、 移动车管所业务
办理、交通安全知识讲解等活动。
同时召开了现场职工沟通会，职
工纷纷在服务站点咨询加入工会
可享受的优惠服务、 如何办理工
会卡、 职工互助保险的内容等情
况， 有意向的职工还在工作人员
的指导下填写了入会申请表。

本报记者 陈艺 摄影报道

丰台园区企业职工走进“爱情学院”

临空经济核心区职工“重走长征路”

本报讯 （记者 马超 通讯员
王德良 贾伟 ） 近日 ， 来自全国
14个地市的300名中建二局退休
职工欢聚在平谷区金海湖畔的北
京市退休职工活动站， 完成了一
年一度的社保休养。

据悉， 这是中建二局连续七
年年均300人以上的大型休养活
动 ， 惠及全局2400多名退休职
工。 每年， 为确保全体休养人员
在政治素质、 身体健康、 意外伤
害、 交通安全上万无一失， 工作
人员严格认真落实健康体检制
度， 筛选身体健康、 符合条件的
休养员。 在休养过程中， 坚持三

餐查人 、 夜晚查铺的 “四查制
度”。 同时， 安排随队医生随时
监控和医疗服务。

在尽情享用活动站提供的运
动休闲场馆、 设施休养的同时，
离退休工作部党支部与全局参加
休养的老党员一起开展 “缅怀革
命先烈、 追忆入党初心” 主题党
日共建活动———参观了鱼子山抗
日战争纪念馆并重温入党誓词。
活动结束之际， 老同志自编自导
自演了 “中建二局休养人员庆祝
祖国70周年华诞联欢会”， 用歌
舞、 时装秀、 朗诵等精彩纷呈的
节目祝福祖国华诞和企业发展。

中建二局退休职工自导自演歌颂祖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