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记者 杨琳琳 ）
随着高 温 季 节 的 来 临 ， 北
京 城 建 集团建筑工程总承包
部 （以下简称 “建筑部”） 工
会主席宋志栋一行来到城市副
中心站综合交通枢纽工程项目
部， 向高温酷暑下坚守一线的
建设者送去夏日的清凉和暖心
的问候。

活动中， 宋志栋对奋斗在
施工一线的建设者表示感谢。
他说， 在城市副中心区域， 要

充分发扬 “有旗必夺， 有一必
争” 的精神， 体现出北京城建
的良好战斗作风和精神风貌；
要关心职工的生产生活和身心
健康 ， 切实做好防暑降温工
作， 在常态化疫情防控中确保
建设者高温条件下的自我保
护， 同时建设好职工小家。

随后， 建筑部工会为一线
建设者送上了绿豆、 饮料、 茶
叶等清凉物资 。 来自 “娘家
人” 的关心和慰问， 使员工倍

感鼓舞。 大家表示， 一定要把
领导的关心化作工作的动力，
一如既往地坚守岗位做好施工
生产， 确保工程建设稳步有序
推进。

据了解， 城市副中心站综
合交通枢纽工程不仅是京唐城
际铁路始发终到站， 也是城际
铁路联络线及地铁6号线、 平
谷线 、 M101线的换乘车站 ，
建成后将成为亚洲最大的地下
综合交通枢纽。

城建集团建筑部工会慰问交通枢纽建设者

师生和家长居家防疫有了专业的“心灵导师”
海淀区教育工会委托建立的教职工心理健康教育中心抗疫中显身手

本报讯 （记者 任洁 ） “提前
做好预案，或者制作成应对卡，带
着它去做事， 能够帮助我们完成
高难度、高挑战的任务，完成后赢
得成就感和幸福感……” 这是海
淀区教职工心理健康教育中心针
对北京中小学再次停课的决定制
定的师生居家心理建议之一。新
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 该中心通
过网络宣传、 电话咨询、 现场授
课、团体辅导等多种形式，帮助师
生和家长调整和保持心理健康。

作为海淀区教育工会选定的
海淀教职工心理健康教育基地，
北京市第十九中学拥有一支经验

丰富的专兼职心理师资团队 ，80
名教师获得国家心理咨询师资
质。基地2019年成立后，受海淀区
教育工会委托， 致力于服务全区
教职工及其家庭， 并为不同学科
和学段的教职工提供心理服务。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该
中心充分发挥资源优势， 采取线
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 开展对教
师、 家长和学生群体的心理辅导
工作。统计显示，中心已通过积极
心理健康教育网和微信公众号发
表53篇文章；心理热线接待了214
次咨询； 推出心理视频讲座5次，
文字讲座1次； 举办情绪调节、亲

子关系等心理辅导261次。 同时，
中心研发了 《防疫期间的学生与
家长心理防护指南》《防疫期间的
教师心理防护指南》等图文课程，
借助微信公众平台每天推送。这
些心理知识备受师生和家长的欢
迎， 敢于向他们敞开心扉的比疫
情初期明显增多。

受北京近日疫情影响，从6月
17日起， 全市中小幼各年级停止
到校上课， 重新开始线上教学生
活。停课、复课、再停课……突发
状况把教学节奏打乱， 难免会影
响到师生的心情。 对于家长和教
师五味杂陈的情绪， 中心的心理

教师表示，精神出现波动很正常，
重要的是尽快调整工作和学习状
态，保持心理健康。

十九中党委副书记、 国家二
级心理咨询师陈雪芬和心理教师
刘欣、王芳、李保松、宫贺等策划
了居家心理建议， 为师生和家长
解压。比如对家长群体，他们建议
无论多难都要学会自我调适，给
孩子传递正能量，多与孩子沟通，
培养其良好的心理素质和健全人
格，积极乐观应对变化，劳逸结合
安排居家生活。

对于教职工群体， 他们建议
要学会提升自己应对不确定的能

力， 不回避焦虑、 压力， 写下头
脑中想表达的内容， 下定义明确
出来， 再想办法去解决。 “俗话
说： 摸着石头过河， 石头在过河
过程中起到稳定的作用。 教师们
可以抓住属于自己的石头， 帮助
自己更好地解决问题 ， 提升能
力。” 陈雪芬告诉记者， 居家在
线学习过程中的 “石头” 包括固
定的作息、 适度的运动、 成长的
阅读、 熟练的家务、 联系的朋友
等， 教师可以提前做好预案， 或
者制作成应对卡 ， 带着它去做
事， “家里有粮心不慌”， 完成
任务后会赢得成就感和幸福感。

一线送清凉 工会在行动

本报讯 （记者 陈曦 ） 近
日， 西城区陶然亭街道总工会
为在社区抗疫一线值班的工作
人员发放防晒衣、 防晒脖套等
防晒装备310份，为大家送去夏
日里的一缕清凉。

北京疫情再次升级， 陶然
亭街道辖区各卡口值班的工作
人员，每天暴露在炎炎烈日下，
为了表达对这些抗疫值班人员

的关心关爱， 陶然亭街道总工
会组织工作人员为他们一一量
尺码、挑颜色，为每个人“量身
定制”属于自己的防晒装备。工
作人员加班加点统计型号尺
码、联系供应商发货取货、分拣
打包、统一发放，最后把每件衣
服准确无误地送到了值班人员
手中。“工会工作太到位了”“你
们真是职工的贴心 ‘娘家人’”

……社区抗疫一线值班人员纷
纷点赞工会服务。

陶然亭街道总工会主席张
秀华表示， 职工的满意与肯定
是工会工作者的追求目标和动
力源泉，并肩作战、共同抗疫是
工会组织义不容辞的责任，陶
然亭街道总工会将再接再厉，
继续做好疫情防控后勤保障和
职工服务工作。

陶然亭工会为抗疫人员定制防晒装备

“提高安全意识，遵章守纪从我做起。”近日，北京城建十六公司北京十中晓月苑工程项目部以
“安全生产月”为契机，宣传安全管理理念，现场每位施工人员在“安全生产月”活动签到表签上自己
的名字。仪式结束后，项目部领导为一线工人发放了西瓜、牛奶、藿香正气水等防暑降温物品。

本报记者 崔欣 通讯员 胡扬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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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唐诗 ） 近
日， 石景山区总工会副主席聂纪
军带队到北京市喜隆多购物有限
公司时尚奥莱分公司， 调研助推
企业工作开展情况。

座谈会上， 喜隆多工会负责
人汇报了疫情期间企 业 复 工 复
产 、 工会工作和助推和谐劳动
关系等工作情况 。 疫情 防 控 期
间 ， 该企业工会积极推动内部
协商， 在管理方、 职工方共同努
力下， 在推动疫情防控和有序复
工复产的同时， 实现了不降薪、
不裁员。 聂纪军对企 业在疫情
防控 、 复工复产和安全稳定等
方面的工作表示了肯定 。 他表
示， 双方要建立沟通渠道， 积极
解决企业存在的问题； 开展民主

管理 、 集体协商工作要合法合
规， 广泛征求职工意见， 达到企
业与职工共同成长， 实现企业职
工双赢。

会后， 石景山区总工会权益
维护部向企业发放了 《疫情防控
期间劳动人事法律法规政策文件
汇编》 和相关宣传手册。

石景山工会开展和谐劳动关系调研

本报讯 （记者 白莹） 垃圾
分类微课堂、 垃圾分类知识竞赛
……为帮助职工加强对垃圾分类
相关知识的掌握和运用， 近日，
首发路产分公司工会在驻地组织
开展垃圾分类收集投放活动。

活动中， 首发路产分公司的
工会干部变身为 “宣讲员”， 宣
传垃圾分类知识。 通过开展 “线
上+线下 ” 垃圾分类知识微课

堂、 发放垃圾分类宣传折页、 张
贴宣传海报， 广泛宣传垃圾分类
知识； 变身 “守桶人”， 指导垃
圾分类落实。 以面对面讲解、 互
动体验小游戏等环节， 带领职工
在工作中学习垃圾分类知识。

通过此次活动， 职工对垃圾
分类的知识更加清晰明了， 大家
表示要用实际行动践行垃圾分类
理念， 让垃圾分类成为新时尚。

推进垃圾分类 首发工会人当上了宣讲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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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安全全生生产产月月里里的的““清清凉凉关关爱爱””

公公交交职职工工热热学学垃垃圾圾分分类类知知识识
哪些是有害垃圾？ 哪些是可回收垃圾？ 昨天， 电车分公司第123

路车队职工进行垃圾分类知识测评。 车队工会主席石明介绍， 随着全
社会对垃圾分类工作的深入推进， 车队工会组织职工通过微信平台先
后开展了垃圾分类网上授课、 网上答疑交流等多项活动。 此次垃圾分
类知识测评就是对前段工作的全面总结。 万玉藻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