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登报咨询电话：63522410

广告

本报讯 （记者 马超） 11月
4日，平谷区总工会党支部组织
全体党员干部到香山革命纪念
馆、香山革命纪念地参观学习，
31名党员干部接受“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主题教育。

区总工会以 “传承红色基
因·寻访红色记忆” 为主题开
展教育活动。 活动中， 党员们
首先来到香山革命纪念馆， 现
场观看 “西苑机场阅兵 ” 和

“开国大典 ” 原始影片以及
《为新中国奠基———中共中央
在香山》 主题展览， 展览通过
约800张图片 、 报照 、 地图 、
表格和1200多件实物、 文献和
档案， 全景式呈现中共中央在
香山期间领导全国各族人民，
完成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历
史使命， 开启中国历史发展新
纪元的光辉历程。 随后， 党员
干部们来到香山革命纪念地，

瞻仰双清别墅、 来青轩等八处
革命旧址 ， 聆听革命战斗故
事， 感受厚重的历史文化。

此次主题教育， 党员们通
过 “看、 听、 感、 谈” 回顾了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人民夺
取全国胜利和党中央筹建中华
人民共和国的光辉历史， 缅怀
了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的丰
功伟绩， 大家表示， 此次参观
学习受益匪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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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总“亲亲我的宝贝”亲子教育培训走进汽车博物馆

本报讯 （记者 张晶） 近日，
北京市总工会女职工部和北京市
职工服务中心联合开展的 “亲亲
我的宝贝” 家庭亲子教育培训走
进北京汽车博物馆， 举办以 “培
养好情绪、 守规矩的孩子———亲
子沟通艺术和技巧” 为主题的讲
座， 40余名职工家长聆听讲座。

记者了解到， 此次培训主讲
老师、 北京市职工服 务 中 心 心

理专家琚晓燕一直专注青少年
培养和心理健康工作， 具有扎实
的心理学理论知识和丰富的授课
经验。

培训中， 她围绕 “培养好情
绪、 守规矩的孩子” 这一主题，
用一个数字小游戏开场， 一下就
调动起大家的积极性 ， 并提出
“小朋友的大脑判断及注意力受
到他们自身情绪状态的影响” 这

一观点， 强调情绪管理对于孩子
们智商 、 情商 、 成才的重要意
义。 同时， 引出本次讲座的主要
内容———通过萨提亚冰山心理成
长模式， 认识到孩子的 “自我”
就像一座冰山一样， 看到的是表
面很少的一部分行为， 需要去了
解的是更大一部分藏在更深层次
的内在世界。

随后， 琚晓燕把家长按孩子

年龄段分组 ， 进行了针对性互
动， 让无论是幼儿园、 小学还是
高中阶段的孩子家长， 都能有所
感悟， 她还邀请家长评估自身的
教育方式， 通过案例分析， 让家
长们对照反思生活中自己的教育
行为。

短短两个多小时的讲座， 琚
晓燕采用了正反实例对比分析
法、 现场模拟案例法、 著名教育

家语录启示法等多种培训方法，
用贴合生活的案例和幽默风趣的
问答， 让整个课堂氛围轻松活
泼 ， 整 体 参 与 性 和 互 动 性 都
很 高 。 讲 座 结 束 后 ， 仍 有 很
多职工围绕着老师咨询提问 ，
久 久 不 愿 离 去 。 职 工 表 示 ，
重 新 认 识 了 对 孩 子 情 绪 管 理
和情绪训练的重要性， 令人受益
匪浅。

本报讯 （记者 刘欣欣 ） 11
月5日， 由北京商务中心区党工
委 、 北京商务中心区管委会主
办， 北京商务中心区总工会承办
的 “ 2019唱 响 CBD” ———北 京
CBD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
周年文艺汇演， 在东方梅地亚中
心M剧场举办。

现场，200多位观众一起观看
了来自国贸、香江、银泰、壳牌、大
众、信美人寿、恒天财富、弘康人
寿等19家CBD区域内知名企业的
100名员工表演的精彩节目。

据了解 ，“2019唱响CBD”得
到了CBD区域数十家企业职工的

积极参与，经过专家评审，严格选
拔， 最终优选出了十余个不同类
型的精彩节目，无论是唱歌跳舞、
乐器演奏，还是朗诵、瑜伽，都由
CBD区域白领担纲表演。

相关负责人表示， 今年正值
新中国成立70周年，CBD的白领
员工用音乐、用舞蹈、用诗歌表达
了自己对生活、对工作、对祖国的
热爱。 通过“2019唱响CBD”的舞
台， 充分展现了CBD员工不忘初
心、砥砺前行、积极向上的风采，
也彰显了CBD区域企业与共和国
共成长、 奋进向上、 敢为人先的
文化。 刘欣欣 摄

工会助职工学做孩子的情绪管理教练

本报讯 （记者 闫长禄） 为促
进干警家庭和谐、 助力营造更加
稳固的家庭关系，近日，房山法院
特邀请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中
国心理卫生协会会员、 民政部信
访特聘心理咨询师孙红梅就如何
经营婚姻过程中学习夫妻相处之
道、使用爱的语言沟通、建立良好
健康的婚姻模式来院进行授课。

讲座伊始， 孙老师通过互动
游戏燃起了干警的热情， 并结合
大家游戏时的反应， 层层解析了

背后的心理原因。同时，以数个生
活小案例为话题， 深入浅出地介
绍婚姻中应注意的细节， 提供了
沟通的技巧， 助力干警经营好婚
姻， 运用爱的语言收获幸福美满
的家庭。

据了解， 此次讲座还增加了
一对一互动环节， 为干警们进行
深度解惑，取得了良好的效果，获
得了干警们的一致好评。下一步，
房山法院将不定期地再次举办相
关培训，来满足干警的需求。

房山法院工会邀专家开讲健康生活观

CBD区域企业百位白领唱响爱国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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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马超 ） 截至
11月5日， 中建二局安装公司的
工会干部们已连续忙碌了几天
了， 他们正在将职工捐赠的1200
余件冬衣整理打包， 于近日送达
甘肃康乐县苏集镇古洞沟村困难
群众的手中。

昨天， 该公司志愿者一大早
赶来，为捐赠提前做准备。他们用
塑料袋将衣物包装起来， 再进行
真空压缩打包整理，搬运寄走。今
年， 中建二局安装公司工会为古
洞沟村准备的冬衣，来自北京、深
圳、沈阳、成都、廊坊、西安、唐山
等地的8家分支机构及各地施工
项目。

古洞沟村地处黄土高原向青
藏高原的过渡地带 ， 平均海拔
2000米， 目前气温已在零摄氏度
以下。 2019年5月， 中建二局安
装公司与古洞沟村成立党建结对
共建单位， 并委派驻村干部田雷
开展扶贫工作。 田雷在走访中发
现， 部分群众和学生缺少过冬的
棉衣， 并立即将这一情况向公司
汇报。 群众的冷暖牵动着职工的

心。 中建二局安装公司立即号召
全体职工开展以 “捐赠冬衣献爱
心， 主题教育进行时” 为主题的
爱心活动。 一件衣服一份爱心，
一份爱心一份力量， 中建二局安
装公司工作人员将这些衣物分为
羽绒服、 棉服、 毛衣、 裤子等几
大品类， 细心打包好邮寄到村，
把 “关怀” 和 “温暖” 传递给甘
肃需要帮助的困难家庭。

据了解， 中建二局安装公司

积极响应国家精准扶贫 、 践行
央企社会责任，以“建设一项工
程，帮扶一方百姓”为出发点 ，连
续三年在贵州平塘、 甘肃康乐等
地开展“彩虹益路”助学行动，帮
助100多名贫困学子圆大学梦。

此外， 该公司还对口帮扶古
洞沟村捐款达30余万元， 安装路
灯15个， 并派驻一名驻村干部，
为助力当地脱贫致富出谋划策。

通讯员 王东坡 赵娜 摄

1200余件冬衣将送达甘肃康乐县苏集镇古洞沟村困难群众手中

中建二局安装公司职工捐冬衣献爱心

劳劳模模宣宣讲讲团团
走走进进劲劲松松校校区区

近日，“绿色出行，畅通北
京交通宣讲团”三位劳模来到
劲松职业高中，参加劲松校区
党支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主题教育党日活动。校区党支
部全体党员及优秀学生干部
聆听了全国劳模李文岩、首都
劳动奖章获得者何少花和陈
显花的宣讲。大家表示，将以
劳模为榜样，爱岗敬业、刻苦
学习，真正做到为民服务解难
题。 通讯员 郭佳 摄影报道

平谷区总工会全体党员聆听革命故事

(上接第1版)
《指导意见》 从大力增强职

工岗位创新能力、 立足岗位开展
“五小” 活动、 进一步扩大 “五
小” 活动覆盖面、 促进 “五小”
活动成果的推广和转化 、 加强
“五小” 活动的组织领导等方面
作出了安排。 值得关注的是， 这
项活动将从国有企业向非公企
业、 机关事业单位扩展， 从生产
领域向管理、 服务等领域延伸。

《指导意见 》 强调 ， 要把合
理化建议作为 “五小” 活动最基
础最重要的环节 ， 既提高广泛
性、 参与率， 又提高合理化建议
的质量， 促进合理化建议的采纳
和实施。 同时， 完善 “五小” 活
动体系， 创新活动方式方法。 特
别是按照建设 “智慧工会” 的要
求 ， 运用 “互联网+”、 移动客
户端、 大数据、 云计算等现代化
手段组织开展活动， 促进活动在
策划动员、 组织实施、 考核评选

等各个环节的智能化， 增强活动
的先进性、 便利性和趣味性。

为更好地促成 “五小” 活动
成果转化， 《指导意见》 提出，
要搭建职工创新成果交流、 转化
平台， 建立职工创新成果库， 推
动成果走出班组、 走出企业、 走
向社会。 同时， 重视职工创新成
果知识产权保护， 增强职工知识
产权意识， 加大创新成果应用和
孵化力度 ， 并加大奖励激励措
施， 推动企业合理制定 “五小”
成果收益分配方案等， 保护好职
工创新创造的积极性。 （综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