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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本报讯 （记者 闫长禄 ） 近
日， 北京碧圣联合水务有限公司
工会9名职工代表走进普乐园爱
心养老院，开展“爱心敬老、暖冬
前行”志愿服务活动，用爱心真情
践行传统美德。

在普乐园爱心养老院， 志愿
者为老人们送上了米面油等慰问
品， 在养老院负责人的带领下擦
拭窗户、打扫走廊、清理卫生，陪
老人聊天谈心， 倾听老人过去和
现在的人生故事， 体会他们的人
生经历，并为老人表演了节目，使
他们感受到冬日的温暖。

通过此次活动， 让志愿者深
切感受到中华民族“敬老、爱老、
助老”的传统美德。大家表示，将
时刻秉承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用
实际行动为社会做出贡献。

碧圣联合水务职工爱心送进养老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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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教育进行时

本报讯（记者 王路曼） 11月
29日，由密云区总工会举办的“不
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先进
事迹报告会拉开序幕。 来自该区
总工会机关全体党员干部， 聆听
了4位劳模先进的感人故事。

据了解， 此次先进事迹报告
会旨在用身边的先进事迹教育、
感染、 激励党员干部以先进人物
为标杆，找差距、明方向，进一步
改进工作作风， 提高区总工会机
关的整体业务能力和水平。 活动
邀请全国劳动模范、 密云第二中
学体育教师张洪斌， 北京市劳动

模范、 密云区果园街道同心圆心
理服务中心主任杨桂英， 首都劳
动奖章获得者、 密云区农业服务
中心副主任冯杰明， 首都劳动奖
章获得者、 北京市公安局密云分
局穆家峪派出所副所长王宗鹏先
后进行宣讲，他们围绕“初心和使
命”，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和真实感
悟，讲述了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
默默为人民的事业不懈奋斗的无
私奉献精神、 恪尽职守的职业道
德品质和对党忠诚、 一心为民的
公仆情怀。

“希望广大党员干部通过此

次活动， 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弘
扬劳模精神、工匠精神，营造劳动
光荣的社会风尚和精益求精的敬
业风气，形成‘人人学习劳模，人
人争做劳模’ 的良好工作氛围。”
密云区总工会党组成员、 女工部
主任包秀媛表示，作为职工的“娘
家人”， 我们要为职工服好务，让
职工在建设生态富裕创新和谐美
丽新密云中发挥主力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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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高校第十一届青教赛落幕 275名选手分获五大类别奖项

获奖选手用四个“之最”评价青教赛
本报讯 （记者 任洁） 11月29

日， 北京高校第十一届青年教师
教学基本功比赛在中国农业大学
落下帷幕，275名选手分获五大比
赛类别的不同奖项。 在分享参赛
感想时， 获得社会科学类一等奖
第一名的清华大学教师蒙克连用
四个“之最”来评价青教赛。

本届青教赛由市委教育工
委、市教委、市教育工会和教育部
全国高校教师网络培训中心联合
主办。与往年相比，本届赛事在比
赛类别方面由文理两类增加到五
类，分别为人文科学、社会科学和
思想政治课程、 理科、 工科和医
科。参赛单位除了公办高校外，还
邀请了民办高校和高校附属医院
参与， 参赛单位和选手数量相应
大幅增加。

本届赛事的参赛方法也进行
了改革。 评价环节设置了教学设
计、现场展示和教学反思三部分，

其中教学设计从以前选手须提交
一节课时增加到五节课时； 教学
反思环节为本届新设， 以更好地
体现教书育人和立德树人理念，
树立强基固本、注重教学的导向。

北京市教育工会将按照有关
程序，对获得人文类、社科类、理
科类、工科类、医科类一等奖第一
名的选手择优向北京市总工会推
荐授予其“首都劳动奖章”称号。

社会科学类一等奖第一名 、
清华大学教师蒙克在闭幕式上分
享了参赛感想：“青教赛是一个由
最有激情的年轻教师参加、 最有
奉献精神的教练指导、 最专业的
专家评委和最有力的组织保障支
撑起来的平台。 它让我领略到最
前沿的教学理念和实践， 让我得
到了最宝贵的成长。”他说，将结
合这次参赛经历， 从最基础的知
识传授内容出发， 完成对清华大
学“价值塑造、能力培养、知识传

授”育人理念的实践。
中国农业大学党委常务副书

记、工会主席张东军告诉记者，中
国农大极为看重青教赛， 全校40
岁以下青年教师基本上人人参
与， 在全覆盖的同时形成了层层
选拔优秀选手的遴选机制 。从
1995年至今，本校共有36人获奖，
带动周围数百名青年教师， 青教
赛发挥了非常好的引领作用。

市委教育工委常务副书记郑
吉春高度评价了青教赛作为首都
教育工作特色品牌的重要作用。
他表示， 青教赛自1995年启动以
来，历经24年的发展历程，逐步成
为青年教师展示才华、提升能力、
交流经验的重要载体和平台。 教
育两委、 教育工会以及各高校要
共同肩负起帮助青年教师应对挑
战、 不断发展成长的责任， 克服
职业倦怠， 激发工作热情， 全身
心投入教书育人工作中。

表彰大会结束后， 举行了以
“不忘初心扬师道， 牢记使命育
新人 ” 为主题的 “北京青教沙
龙”。 作为本届赛事的获奖教师
代表 、 专家评委代表和特邀嘉
宾，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校长计
金标、 北京市教育工会常务副主
席邱爱军、 北京师范大学李芒教

授、 北京林业大学黄国华教授、
中国农业大学曹志军老师、 中国
人民大学马慎萧老师等六位嘉宾
上台， 就青教赛赛制改革途径、
未来青教赛发展的方向、 实现青
年教师职业发展的有效途径、 青
教赛对青年教师的导向作用等话
题进行了交流。 陈艺 摄

本报讯 （通讯员 吴巍） “母
婴关爱室又发放新物品啦！”“所
里替我们女职工想得真周到，生
活在 203所真是一件幸福的事
情。”日前，航天科工二院203所工
会又为母婴关爱室增添了储奶
袋、湿纸巾、抽纸等常用物品。

据了解，203所注重女职工权
益保护，先后建立了4个母婴关爱
室，屋内设施齐全，冰箱、消毒柜、
储物柜各种设施一应俱全， 给妈
妈们提供了一个卫生、 独立的私
密空间。

据该所工会相关负责人介
绍 ，203所女职工占40%以上 ，关
爱女职工的身心健康一直是所领
导高度重视的工作。 在特殊的时
期，女职工生宝宝、生病住院等，

领导和同事们都会带上满满的关
爱，前去探望。“三八”妇女节，女
职工还会收到意外的 “惊喜”。此
外， 所里还会不定期地举办心理

健康、职业素养讲座等，解决女职
工后顾之忧， 使得她们全身心投
入到工作中， 助力女职工成为身
心健康的职业女性。

航天二院203所母婴关爱室又添新物品

本报讯 （记者 王路曼） 如何
跟企业“谈薪”？怎样增强集体合
同实效？近日，由顺义区南彩镇总
工会主办的职工沟通会走进了该
镇百人以上单位， 工作人员聚焦
民主管理相关内容， 与职工面对
面宣传与交流。

据了解， 为进一步提升集体
协商工作质量、 增强集体合同实
效， 发挥集体协商制度在协调劳
动关系的基础性作用， 南彩镇总
工会工作人员到该镇百人单位开
展职工沟通会，同职工面对面，耐
心为职工解读集体协商制度，解
答职工问题，发放相关书籍材料，
以及开展相关问卷调查工作。让
职工充分了解参与民主管理的权

利和义务。
“通过此次沟通，我们进一步

了解了当前集体协商建制效果和
实施质量， 以及工作中的问题。”
南彩镇总工会相关负责人介绍，
下一步，该镇总工会将继续跟进，
汇总数据，了解职工知晓度、参与
度、满意度和企业认可度。

该负责人表示， 今后镇总工
会将继续深化协商内容、 规范协
商程序、加强履约监督，并针对企
业因地制宜、 因企施策、 分类指
导， 进一步发挥集体协商协调劳
动关系的基础性作用， 建立健全
集体协商质效评估体系， 引导职
工在推动高质量发展中充分发挥
主力军作用。

南彩镇工会职工沟通会聚焦民主管理

本报讯 （通讯员 马振涛） 近
日， 北京公交保修三厂把深化网
上信访工作作为深入推动信访工
作制度改革的首要工程，依托“互
联网+信访”“大数据” 大力构建
信访信息系统， 搭建集投诉、办
理、查询、跟踪、监督、评价等为一
体的网上信访平台， 并与上级公
司信访信息系统实现互联互通，
极大地方便了信访职工。

为了解决职工不知晓、 不会
网上信访等问题， 保修三厂安保
部采取多种方式， 围绕什么是网
上阳光信访、 网上信访渠道有哪
些、怎样网上信访操作、怎样跟踪

查询信访事项办理过程和办理结
果、怎样进行监督评价、如何通过
手机进行网上信访等进行宣传。

据了解 ， 为确保 网 上 信 访
好用管用 ， 今年 ， 保修三厂进
一步加大网上信访宣传力度， 积
极引导职工通过网上渠道反映诉
求， 努力减少群众走访， 更好地
维护信访秩序。 同时， 加大网上
信访事项的化解力度， 重点盯住
群众对处理意见不认可、 评价不
满意的问题， 逐案督办， 该纠错
的纠错， 该问责的问责， 确保职
工网上信访 “件件有着落、 事事
有回音”。

公交保修三厂开通网上信访便利职工

密云区总工会举办主题教育先进事迹报告会

4位劳模用亲身经历讲述奉献故事

身身边边榜榜样样
上上了了““连连环环画画””

近日， 中铁十八局集团五公
司杭州下沙路项目部为弘扬 “老
虎团精神”， 将五公司党委印发
的 《企业先进典型人物连环画》
发放到施工一线， 以职工喜闻乐
见的方式营造向身边榜样学习的
氛围， 促进了施工生产。 图为杭
州下沙路项目部党员集中学习连
环画中身边先进典型事迹。

通讯员 伍振 李学彬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