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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教育进行时

本报讯 （记者 马超 ） 《涛声
依旧 》《粉红色的回忆 》《心甘情
愿》……9月29日晚上，中建二局
北京环球项目歌声嘹亮， 由该项
目举办的“精彩与你我同行，工地
好声音”歌唱比赛火热进行，这些
平日里与钢筋、 混凝土为伴的建
筑人脱下工装、走上舞台，用歌声
表达最真挚的情感。

本届歌唱比赛报名共有60多
人报名参与，经过初赛激烈角逐，
最终选出13名选手进入总决赛。

比赛由专家评委和大众评委打
分， 专家评委由项目部及相关单
位领导担任， 大众评委从观看的
农民工中随机抽取。 场上， 选手
们倾情演唱， 场下， 200余名观
众掌声不断。 经过了1个小时的
激烈角逐， 比赛决出冠亚季军共
3名选手。

举办此次歌唱比赛活动，是
项目部通过询问农民工兄弟得来
的，项目部原计划放映电影，但农
民工兄弟们更希望举办歌唱比

赛。 项目部根据农民工的需求开
展了歌唱比赛活动， 给农民工们
提供了一个展露才艺的平台。记
者看到，比赛名单里有保安、保洁
员、食堂阿姨。“她是食堂的阿姨，
但她唱得好， 也上场比赛了。”现
场的一个农民工指着一个比赛选
手说。

“真的很感谢项目部给我们
这个平台， 刚听说要举办歌唱比
赛，我就报名了。” 项目部保安闫
同波说。

本报讯（记者 闫长禄） 上周，
门头沟区总工会来到京西嘉苑社
区坝房子村开展了 “法制宣传伴
您行 全民创城齐行动”为主题的
法律宣传活动。

区总工会通过悬挂条幅 、发
放宣传单、 现场咨询等多种方式
进行普法。活动中，律师为到场的
居民解答常见的民事问题， 提升
了居民的法律意识和法律知识。

活动最后，居民表示，区总工会开
展普法进社区活动效果很好，使
他们不仅了解了国家的法律法
规，而且也学习了创城知识，增强
了创城意识。

下一步， 区总工会将继续开
展普法进社区活动， 通过社区微
信群、电子屏、社区公告栏等多种
渠道加强宣传力度， 不断提高广
大社区居民知法用法守法意识。

本报讯 （记者 马超） 近日，
平谷区总工会工作人员到北京大
旺食品有限公司开展“工会家访”
活动。

平谷区总工会紧扣新中国成
立70周年时间节点， 充分发挥工
会维护职工队伍稳定作用， 开展
进企业“工会家访”活动，打通服

务职工最后一公里。活动中，工作
人员详细了解了企业的发展情况
和职工需求问题， 针对企业提出
的职工之家建设、困难职工帮扶、
互助保障计划、 职工安全等问题
现场答疑，指导解决。通过此次活
动，拉进了职工、企业和工会的距
离，有效维护了职工队伍稳定。

门头沟区总普法宣传进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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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柔区总开展走访慰问劳模主题调研活动

几代北京建工人宣讲“初心故事”
本报讯 （记者 曹海英 ） “我

们都是奋斗者， 在新时代更要当
好建设主力军 ！” 宣讲员激情
澎湃的宣讲让台下观众热血沸
腾。9月27日下午， 北京建工集团
“我和我的祖国 ”———庆祝新中
国 成立 70周年职工宣讲会在北
京地铁16号线23标项目部举办，
现场200余名建设者和职工代表
一起聆听几代北京建工人的初心
故事，共迎新中国成立70周年。

此次宣讲会分“共和国·共成
长”“改革潮·奋进路”“工匠情·报
国志”“赤诚心·家国情”“新时代·
新征程”五个篇章，以诗朗诵、主
题宣讲、合唱等相结合的方式，展
现北京建工与祖国同行、 与新时
代同步的发展成就和使命担当。

来自基层的12名宣讲员用朴
实的语言讲述了身边榜样的 “初
心故事”。其中，有守护首都平安
的抢险大队成员， 也有穿越荒山

泥沼的测量人； 有百姓乘梯安全
的守护者， 也有建筑科研一线的
探索家； 有承担重大服务保障任
务的基层党组织， 也有助力居民
安居梦的项目团队……一个个鲜
活的故事感染着现场每位听众。

张开坤是北京地铁16号线23
标项目的项目总工， 曾经也是一
名盾构机司机， 当他听到宣讲员
讲述北京建工地铁建设团队打破
技术垄断， 实现了盾构机中国再

制造的故事时， 特别激动。“能够
参与首都地铁建设， 能够为首都
的交通事业做点贡献， 感到特别
自豪。”他说，他亲身感受到了科
技攻关给地铁建设带来的变化，
这也让他们更有责任感，“一定要
把地铁建设好， 守护首都市民的
地铁出行平安。”

据悉， 此次宣讲会是建工集
团 “我和 我 的 祖 国 ”———庆 祝
新 中 国 成 立 70周 年 职 工 巡 回

宣讲的收官活动 。巡回宣讲活
动开展以来 ，北京建工宣讲团
共深入基层开展宣讲10余场，覆
盖职工群众2000余人次。 在今年
市国资委职工宣讲比赛中， 北京
建工集团获评“优秀组织单位”，1
名宣讲员获评“十佳宣讲员”。

北京建工举办“我和我的祖国”职工宣讲会

本报讯 （记者 崔欣 通讯员
宋雅欣）9月29日， 怀柔区总工会
围绕 “喜迎国庆送文明 、重阳敬
老暖人心”主题，积极开展了走访
慰问全国劳模和劳模遗属主题调
研活动，并将“庆祝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70周年” 纪念章和慰问金
送到劳模和遗属手中。 在与劳模
亲切交谈中， 志愿者听劳模们讲
述在工作岗位上的点滴故事、帮
助打扫房间、收拾花草、询问家庭
和身体情况、讲解健康小常识，整

间屋子时刻洋溢着欢声笑语呈现
出一幕幕温暖的画面。

据怀柔区总工会党组书记曹
岩介绍， 走访慰问劳动模范是区
总工会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的
重要内容之一， 也是品牌服务项
目之一。 自9月25日以来，区总工
会重点慰问了32名长期在基层一
线和艰苦岗位工作、 具有广泛社
会影响的劳模及劳模遗属。 同时
走访慰问了2名因大病致困的困
难职工。“这次主题实践活动也充

分发挥了践行孝老爱亲弘扬中华
传统美德作用， 更是发挥工会组
织职能作用， 将党的关爱送给在
平凡岗位上创造不平凡业绩，为
国家发展、民族振兴、人民幸福作
出重要贡献的劳动者。今后，区总
工会将利用自身资源， 创新工作
方法，提升服务质量，让劳动模范
身上所体现的爱岗敬业、 争创一
流，艰苦奋斗、勇于创新，淡泊名
利、甘于奉献的劳模精神，激励全
区广大职工建功立业。

萨克斯演奏 《我只在乎你》、
笙独奏 《荷塘月色》、 相声 《我
为公交企业文化代言》 ……重阳
节前夕， 北京北汽出租汽车集团
有限公司的出租车司机来到大兴
区庞各庄福寿山福海养老院， 为
这里的老人送上精心准备的节
目。 北汽出租工会相关负责人表
示， 北汽出租与该养老院的共建
由来已久， 从最初的几名出租车
司机自发志愿活动， 到如今工会
组织职工定期送服务， 志愿服务
已经逐渐步入正轨。

本报记者 边磊 于佳 摄影报道

本报讯 （记者 唐诗 通讯员
吴越） 记者近日从北京市卫健委
工会获悉， 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七十周年， 北京市卫生健
康委召开劳模慰问座谈会， 并向
劳模代表颁发了纪念章。

座谈会上， 北京市卫生健康
委党委书记、 主任雷海潮向获得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
年” 纪念章的劳模代表颁发了纪
念章， 并与劳模代表座谈， 共同
回顾奋斗历程、 展望美好未来。

同时， 雷海潮向荣获纪念章的劳
模表示祝贺。

“劳动塑造人生，奋斗报效祖
国！ ”全国先进工作者王宁利回顾
了自己将努力奋斗作为人生目
标，并与祖国共成长的经历。全国
先进工作者贾立群动情地表示，
“自己只是做了一个医者应做的
事情， 党和人民给了自己极大的
荣誉， 今后要带领周围更多人提
升医术，弘扬医德，为中国儿童健
康事业做出新贡献。”全国五一劳

动奖章获得者吴疆亲历了首都公
共卫生领域的巨大进步， 感慨祖
国的繁荣昌盛， 并对事业未来发
展建言献策，充满信心。

参会的青年代表们深受鼓
舞， 聆听了劳模的事迹， 感受了
劳模的精神， 并表示， 参加座谈
会很受启发， 要向劳模学习， 按
照委党委的要求， 加强学习， 努
力工作， 向劳模看齐， 让劳模精
神代代相传， 在卫生健康事业中
发挥更大作用。

中建二局北京环球项目唱响工地好声音

市卫健委工会向劳模代表颁发纪念章

9月30日至10月7日期间， 怀
柔区总工会推出了 “精准扶贫有
你有我———免费领取四子王旗农
产品” 活动 。 5000名预约成功的
工会会员来到星东天地现场， 扫
码领取了一袋10公斤南瓜。

本报记者 崔欣
通讯员 宋雅欣 摄影报道

怀怀柔柔职职工工免免费费领领取取南南瓜瓜

本报讯 （记者 马超 ） “太
美味了， 要是能把9个厨师做的
菜摆一桌， 让职工们都品尝一下
比赛作品， 那就太幸福了。” 9月
28日， 中铁建工集团上海分公司
南京片区第二届厨艺争霸赛在高
淳PPP项目食堂举行， 来自片区
9个项目的厨师一决高下。

比赛现场， 每位参赛选手分
别准备了自己的一道特色菜进行
比拼 。 选手们纷纷穿戴好厨师
服， 灵活地使用着锅铲， 各色食
材随着选手的动作， 在锅中自由
地翻转跳动。 很快， 剁椒鱼头、

咖喱蟹、 鸡腿杏鲍菇、 龙须卷、
荷塘月色、 孔雀开屏、 水煮牛肉
等各具特色的菜肴依次呈现在评
委面前， 香味刺激着现场每个人
的味蕾， 精湛的雕刻技艺吸引着
每个人的眼球。

经过激烈的角逐， 来自南京
紫金项目的孙振凭借菜品荷塘月
色获得第一名及最佳造型奖， 南
京高淳项目杨伟凭借菜品孔雀开
屏获得二等奖及最佳厨师风采
奖， 南京新城六小项目王宗贤的
菜品龙须卷获得三等奖， 其他参
赛选手获得优胜奖。

平谷区总进企业问需求解疑惑

中铁建工项目职工厨艺争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