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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义区总工会开展职工文体活动纪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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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职工组织起来， 开展丰富
多彩的职工文化体育活动一向是
各级工会组织的品牌服务项目 。
而今年， 受到疫情的影响， 顺义
区总工会众多职工文化品牌服务
项目推迟举办， 深受职工欢迎和
喜爱的合唱比赛、 歌手大赛、 舞
蹈大赛等聚人气的项目均转至明
年开展。 “疫情防控期间不扎堆，
活动项目可以停， 但服务职工业
余文化生活的工作不能停。” 区总
工会相关负责人说。

为进一步
丰富全区职工
业 余 文 化 生
活 ， 自 2020年
年初起 ， 结合
疫 情 防 控 需
要， 顺义区总工会转变服务形式，
创新服务方法， 相继开展职工硬
笔书法比赛 、 垃圾分类随手拍 、
单身职工联谊会、 瑜伽培训等系
列文化体育活动， 各项活动均采
用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 让服
务项目真正下沉到基层， 下沉到
职工身边。

顺义区总工会举办 “月圆京城
情系中华”单身职工交友活动

顺义区工人文化宫的工会干部
们在一起进行业务学习和探讨

疫情防控初期， 为做好新冠疫情防
控工作， 发挥工会 “娘家人” 的作用，
鼓舞斗志、 凝聚人心， 顺义区总工会在
“三八 ” 国际妇女节期间 ， 举办了以
“凝聚巾帼能量·众志成城抗疫情” 为主
题的第五届女职工硬笔书法比赛， 以作
品讴歌奋战在抗击疫情一线的广大党员
干部、 医护工作者、 基层群众以及各行
各业劳动者。

此次比赛分为初赛、 决赛两个阶段
进行， 活动一经发出， 就吸引70余家单
位职工报名参加 ， 先后收集作品千余
幅。 此次比赛也是首次采用了照片格式
报送作品的形式， 得到了各级工会组织
的大力支持和广大职工的欢迎。 最终，
获奖作品通过网络平台进行展示， 吸引
了无数网友和职工的线上关注。

今年8月， 顺义区总工会又通过线
上开展了 “垃圾分类我参与” 随手拍活
动。 发动职工拿起手机、 相机， 用镜头
记录顺义区职工群众学习、 参与、 奉献
垃圾分类工作中的精彩瞬间， 用随手拍
作品展示广大一线劳动者积极参与垃圾
分类工作的身边人、 身边事。 线上活动
再度升温。

接下来， 顺义区总工会还将举办职
工书法、 美术、 象棋、 摄影大赛。 据顺
义区工人文化宫主任张勇介绍， 这些活
动依旧采用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开
展 ， 职工可以参与线上报名 ， 报送作
品， 经线下评选后， 获奖作品还将在线
上展示。

此外 ， 顺义区总工会线下开展的
“月圆京城 情系中华” 单身职工交友活
动， 吸引了来自全区各机关、 企事业单
位的200余名单身职工参加， 活动现场
氛围热烈， 得到一致好评。

不聚集不扎堆
线上线下打造职工文化“盛宴”

送服务到基层
培训课程“大班”变“小班”

说起每年的文化素养培训工作 ，
一直是顺义区总工会文化服务项目的
重点工作之一 。 “往年开展的摄影 、
书画 、 舞蹈等艺术形式的大班培训 ，
总能吸引无数职工参与其中。” 张勇告
诉记者 。 今年 ， 本着创新工作方式 、
拓宽工作渠道 ， 顺义区总工会以购买

社会组织服务项目为抓手， 引领聚合更
多的社会资源满足职工多样化的需求。

从10月20日开始， 顺义区总工会开
展了2020年瑜伽培训活动， 该活动转变
以往 “大班授课” 的方式， 将服务项目
送至基层，采用“小班教学”的形式，组织
基层职工参与其中。 据统计， 截至目前
已覆盖6家基层工会， 2000人次参与。

据了解， 为保证教学质量、 活动取
得实效， 培训班聘请了具有专业资质的
瑜伽老师进行授课。 活动中专业指导老
师首先为学员们讲解了瑜伽基础理论知
识、 入门练习要领 。 随着音乐的节奏 、
老师的指令， 学员们开始了全新的瑜伽
体验活动， 时而盘腿而坐、 时而单脚站
立， 时而曲腿、 时而展臂……按照指导
老师的科学成套训练法进行瑜伽训练 。
每次90分钟的练习时间里， 学员们在教

练的指导下， 神情专注、 认真学习， 享
受着瑜伽带来的 “慢节奏”， 也体验到瑜
伽运动带来的乐趣， 对因长期工作而造
成的颈 、 肩 、 腰椎等方面出现的问题 ，
也得到了缓解。

此次瑜伽培训活动得到了职工们的
一致好评， 大家都说 “利用休息时间练
习瑜伽， 既锻炼身体， 又调整身心， 劳
逸结合实在难得”。

值得一提的是， 顺义区总工会整合
多方资源， 向基层工会组织输送培训师
资力量， 组织动员往年培养的基层文艺
骨干， 扎根企业或辖区， 积极发挥领衔
作用， 开展小班兴趣培训。

开展“订单式” 服务

让基层文体活动遍地开花
“基层文化体育活动开展得如火如

荼， 才能引导更多职工共享共建文化成

果。 ”张勇说。 疫情防控期间，顺义区工
人文化宫的工会干部们照样非常忙碌，
他们主动学习，提升自身业务素质 。 积
极利用网络 、电话等方式，联系基层工
会组织， 为他们提供点对点的订单式服
务。

“需要师资的 ， 我们帮忙联系师
资， 需要活动指导， 我们就耐心帮忙协
调 。 ” 用文化宫工会干部的话来说 ，
“基层需要什么服务， 我们就尽可能提
供什么服务。 最终实现服务一线职工的
目的。”

疫情防控半年多时间， 顺义区各级
工会组织开展的文化体育活动依旧
丰富多彩， 职工参与热情高涨， 活动
向心力强。

其中， 顺义区仁和镇总工会就通过
微信群向各基层工会组织发起开展以
“阅读经典好书， 争当时代工匠” 为主
题的职工阅读交流活动倡议， 其下属各
基层工会积极响应， 组织开展了形式多
样、 丰富多彩的职工阅读活动； 北京顺
美服装股份有限公司工会则举办了 “母
爱 永 恒·顺 美 传 承 ” 致 敬 伟 大 的 母
亲———“写给母亲的一封信” 主题活动，
好评如潮。

此外， 健康知识讲座， 垃圾分类宣
传培训、 职工健步走等职工文化体育活
动， 在全区各乡镇、 街道、 企业基层工
会遍地开花。

2020年的一场疫情， 让人们学会了
“拉开距离”， 也懂得了凝聚的力量。 即
便是不扎堆， 顺义区总工会依旧通过开
展丰富多彩的文化体育活动， 凝聚不同
年龄 、 不同职业和不同爱好的职工力
量， 不断提升职工的整体素质， 激发职
工的创新活力， 让全区职工广泛享有优
质的公益文化服务， 在 “距离” 中共建
共享文化发展之成果。

荨仁和镇总工会开展职工阅读交流
活动

▲顺义区总工会举办2020年瑜伽培
训活动

茛光明街道开展端午节文化活动

旺泉街道总工会举办职工趣味
运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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