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昨天， 北京阳光北亚家政服
务公司的50多位家政服务员， 报
名参加由该公司工会主办的 “家
政服务技能竞赛”。 此次竞赛分
为护老、 保洁、 礼仪和母婴护理
4个项目进行测评。 公司工会主
席陈晨说： “在职工中开展劳动
竞赛， 目的是鼓励大家向业务高
手请教学习， 以提高家政服务员
的服务技能。” 万玉藻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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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边磊 通讯员
杨京京） 23日， 北京市政路桥城
乡集团中昊公司工会在天坛公园
举办以“垃圾分类新时尚，助力环
保健步走”为主题的健步走活动，
共44名职工参加此次活动。

活动路线以天坛南门为起点
和终点，在天坛南门、东天门、北
天门、西天门、三座门设立五个打
卡点。 沿途还有为职工精心准备
的垃圾分类问答集章环节。

此次健步走活动在增强职工

体魄的同时， 还丰富了垃圾分类
知识， 促使大家能够积极参与到
垃圾分类的行动中来。

驾驶挖掘机开酒瓶写毛笔字 开动塔吊50米高空穿越、碰撞、精准就位

本报讯 （记者 马超） 驾驶挖
掘机开酒瓶、写毛笔字，开动塔吊
在50米高空向地面花瓶插花、搬
运一吨重水箱压爆玻璃上的气球
而玻璃不碎……10月23日， 一场
精彩的首都建筑业产业工人技能
才艺展演活动在中建二局丽泽金
融商务区项目部举行， 来自北京
市建筑系统25家集团公司的300
余名职工参加。

本次活动由北京市总工会主
办，北京市建筑工会、中国建筑第
二工程局有限公司承办。 活动设
置现场技能展示、 实时视频技能
展示、传统工艺展演、现场才艺展
演四个篇章， 多个工种多种形式
进行，并在北京工人APP、全国总
工会主办的 “全国产业工人学习
社区”等平台，采用高清方式进行
网络互动直播。

“咱们工人有力量，嘿！咱们

工人有力量！”展演活动在热情豪
迈的歌舞《咱们工人有力量》中开
始， 将职工们带入到紧张的实战
中。随后，一线工人分别展示了古
建彩绘、水质检测等特色技能。活
动在“塔吊表演”中达到高潮。2位
塔吊师傅在50米的高空，穿越、碰
撞、精准就位一气呵成，以盲吊的
形式，零失误将吊花放进花瓶，引
起了台下观众的惊叹。

在传统工艺展区， 参建了国
家重大项目建设的工匠们， 分别
在十二个区域同时进行展演。“华
龙一号 ‘国之重器 ’工艺 ”“3D打
印工艺”“道路测绘与隧道断面测
量”“花式砌旋转柱”“水泥砂浆雕
刻” 等一系列各具特色的节目一
经亮相就吸足眼球。据介绍，中国
建筑产业告别传统施工模式，在
智慧工地、 科技工地的打造中一
路领跑，建筑与科技相交相融，展

示出了新时代建设者的力量。
在才艺展演环节， 一出铿锵

有力的京剧《抗疫英雄·心愿》，再
现万人抗击疫情的火热场面 。歌
伴舞《大国工匠》唱出了永葆激情
的劳动者在国家建设中的义无反
顾、挺身而出。参演者有钢筋工、
砌筑工、焊接工、面点师、插花师
等， 他们在自己的岗位上成为了
“明星主角”， 以辛勤奉献见证着
城市的发展飞跃。

“首都建筑业工人队伍中有
很多能工巧匠， 他们练就一身绝
活。但因为忙于投身工程建设，没
有展示给观众的机会， 我们这次
专门为工友们搭建一个展示才艺
绝活的平台， 以这样一种方式展
示新时代建筑业产业工人风采，
提升他们的幸福感。”北京市建筑
工会主席莫剑彬表示。

展演活动还展开了大力弘扬

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系
列活动， 活动通过历届劳模先进
事迹回顾， 为新晋全国劳模候选
人献花等环节展现劳模精神的传
承发展。现场，中国海员建设工会
全国委员会、北京市总工会、市住
建委领导为获得2020年度首都建

筑业劳动和技能竞赛优秀组织单
位及先进个人颁发证书和奖牌。

中国海员建设工会全国委员
会副主席吴疆， 北京市总工会副
主席林林， 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
设委员会副主任丁胜等领导出席
活动。 马超 摄

本报讯 （记者 白莹） 记者25
日从中国劳动关系学院了解到，
我国首部系统研究中国劳模现象
的拓荒之作《劳模学概论》，由中
国劳动关系学院组织编写， 人民
出版社出版发行。

《劳模学概论》 立足于新时
代， 以马克思主义关于工人阶级
的理论为方法论， 以马克思主义
中国化最新成果， 尤其是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
指导，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
记关于工人阶级和工会工作的重

要论述；以劳模现象、先进事迹、
社会贡献及其影响、 劳模历史发
展规律作为主要研究对象， 从历
史、理论、文化、实践和发展趋向
等多维度，对劳模学理论建构，劳
模制度历史演变与时代价值，劳
模与政治建设、经济建设、文化建
设等相关问题进行系统研究，探
讨劳模与劳动教育、 职业培训及
工会工作等关系， 深刻阐述劳模
及其现象所蕴涵的基本理论、观
点和意义， 科学揭示劳模运动的
一般规律和特殊规律。

首都建筑业产业工人才艺舞台“秀”绝技

本报讯 （记者 周美玉 通讯
员 孙丹） 近日，北辰集团公司工
会、人力资源部召开了“聚焦服贸
会 创新促发展”创新成果交流座
谈会， 劳模创新工作室带头人总
结了2020年服贸会服务保障创新
成果，并围绕创新总结经验、建言
献策。

通过接待服贸会， 北辰集团
公司劳模工作室不断优化工作流
程、 降低成本费用、 保障产品质
量、创造最大经营效益。会上，国
家会议中心陈宝明劳模创新工作
室和五洲会议中心孙寅钢劳模创
新工作室分别介绍了接待服贸会
的创新成果。

陈宝明劳模创新工作室成员
有200多人，曾多次为重大国务政
务活动提供餐饮服务。“调整茶歇

食品的规格大小，做到小而精致，
尽量保证一口的食用量。 食品之
间的摆放间隙与造型也进行了多
次计算和实验， 更加方便来宾取
用。”陈宝明介绍了接待此次大会
的部分创新成果。

此次大会期间， 孙寅钢劳模
创新工作室推出了无糖和低糖的
创新面包，满足不同需求人群。值
得一提的是，以冬瓜、哈密瓜、胡
萝卜、 西瓜等三百多公斤蔬菜为
原材料， 创作了六组精美大气的
主题雕塑，突出呈现了会标及“全
球服务，互惠共享”的主题。

在交流座谈环节， 北辰大师
技能工作室带头人黎长新畅谈了
“持续开展高技能人才培养工作”
的建议和思路。 获得过全国五一
劳动奖章等荣誉的黎长新认为，

培训人才不单单是培训一个品
种、一项技能，而是思想的传承。
“要让创新工作室工作起到带动
辐射作用，在培养人才中，更重要
的是培养在生产实践中遇到问题
的解决能力。”她说。

目前， 北辰集团公司共有大
师工作室、 劳模创新工作室等8
个。主要以中西餐饮菜品研发、拉
面、果蔬雕刻、糖艺、面塑、工程维
修、会展服务等为主，每年创新菜
品和摆台装饰达70多种。 公司工
会副主席颜景辉表示，今后，创新
工作室要继续积极发掘创新项
目， 将创新成果转化为企业发展
的生产力。同时，要求创新工作室
通过开展师带徒、技术攻关、技术
创新等活动， 使其成为培养技能
人才的“孵化器”。

北辰集团公司召开“聚焦服贸会”创新成果交流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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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模创新工作室带头人争献“金点子”

本报讯 （记者 崔欣 通讯员
宋雅欣 ） 重阳节来临之际 ， 怀
柔区总工会组织机关退休老干部
10余人来到北京桃山月亮湖种养
殖专业合作社， 接受爱国主义教
育， 并开展农事体验活动， 共渡
重阳节。

活动当天， 一行人先后参观
了现代化农业种植园、 特色食用
菌种植大棚、中草药棚、有机蔬果
种植大棚、特色科普展示厅、花卉

栽培大厅等。 老干部们不但亲眼
看到各色农产品丰收的盛况，还
亲自采摘食用菌， 感受劳作的快
乐。随后，老干部党支部开展了主
题党日活动。 老干部们在刘玉林
烈士事迹展板前， 聆听其生平事
迹， 接受爱国主义、 革命传统教
育。 在开展科学城知识答题活动
中，老干部们纷纷填写答题试卷，
再次温故知新、与时俱进。

活动中，老干部们聊家常、谈

愿望、话重阳。大家一致认为此次
活动很有意义， 不仅丰富了大家
的退休生活， 也给老同志提供了
一个良好的交流平台。

据悉，近年来，怀柔区总工会
高度重视老干部工作， 通过举办
座谈会、上门慰问、组织活动等多
种方式，定期开展尊老、敬老、爱
老活动， 让老干部及时了解怀柔
区经济发展动态及区总工会的发
展变化，充分感受到温暖和关怀。

《劳模学概论》正式出版发行
为我国首部系统研究劳模问题的拓荒之作

长阳镇工会开讲职工职业安全健康
本报讯 （记者 闫长禄） 为

关心职工职业安全健康 ， 增强
规范职工劳动保护意识， 近日，
房山区长阳镇总工会开展职业
安全健康与劳动保护讲座。

此次讲座邀请了北京市疾
病预防控制中心职业健康体检
中心主任王如刚 ， 王主任详细
地为大家讲解了工作中突发情

况的处置方法 、 急救措施 、 职
业病的危害与防范等专业知识，
并为职工发放了 《职业安全健
康与劳动保护知识手册》。

此次讲座共吸引了50位职
工参加 ， 通过讲座大家认识到
了职业安全的重要性与规范劳
动保护的必要性 ， 进一步提高
了职业健康安全意识。

家家政政服服务务员员
以以赛赛代代训训提提技技能能

怀柔工会组织退休干部体验农事庆重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