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记者 张晶 ）教师节
来临之际， 石景山区总工会常务
副主席曹俊房一行走访慰问了教
育系统工会会员，并召开座谈会。

座谈会上， 区总工会领导向
全区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
的祝福和诚挚的慰问， 同时送上
了十万元慰问金， 感谢广大教职
工长期以来在减轻义务教育阶段
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
在疫情防控时期确保校园零感
染、 在坚持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践行五育并举、 建设教育三区总
目标征程上的辛勤耕耘和无私付
出。

石景山区教工委副书记、教
育工会主席王传东表示， 感谢区
总工会对全区教职工的慰问。我
们将积极探索新时代教育教学方
法，不断提升教书育人本领，坚持
把教育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
置，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为建设
好首都城市西大门提供强大的人
才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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阜外医院赴航天一院开展“送医送药送健康”活动

职工匠师培训与发展中心揭牌成立

市总工会举办首批33名职工匠师聘任仪式
本报讯 （记者 张晶） 9月10

日， 首批33名职工匠师齐聚北京
市工会干部学院 （草桥校区），与
学院全体教职工共庆全国第37个
教师节。市总工会党组副书记、副
主席潘建新出席活动，为“职工匠
师”颁发聘书，佩戴校徽。

首批获聘的职工匠师都是来
自于首都各行业的劳动模范、大
工匠、创新工作室领军人、技能竞
赛优秀选手和企业首席技师。 据
了解，今年上半年，市总工会全面
启动职工匠师建设工程， 面向全
市公开招募职工匠师。 首批通过
遴选产生的33名职工匠师参加了
首期专题研修班。 研修班通过总
时长超过一个月的线下专题研修
和线上针对性辅导，从课程设计、
课件制作、 课堂讲授等方面对匠
师教学综合能力进行培养， 指导
每位匠师深度打磨主题示范课。
最终， 所有匠师均顺利通过试讲
评审，实现了由“匠”到“师”的华
丽蜕变。“在市工会干部学院的培
训，像一场及时雨，解了我的燃眉
之急， 让我享受了一场汇集案例
课程开发方法、课程架构设计、教
案与课件制作、 授课表达技巧的
饕餮盛宴。 ”匠师代表温莹莹现场
发言时说道。

市总工会相关负责人表示，
匠师自身广泛的社会高度认同，
决定了他们是最有力的劳模精
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的弘扬者
和精湛技艺传承人。未来，市总工
会将充分发挥职工匠师的引领带
动和示范效应， 贯通匠师队伍建
设、培训、管理机制，打造匠师讲
堂、匠师进校园、送教入企等教学
展示平台， 助力企业发展和职工
学习，形成人才培养的协同效应，

为首都社会新时期发展注入正能
量，汇聚新动能。

活动现场， 潘建新为新成立
的职工匠师培训与发展中心揭
牌。 该中心的建设是市总工会加
强产业工人队伍建设和技术技能
人才培养的重要举措。 中心以弘
扬劳模精神、 劳动精神、 工匠精
神，传播传承技术技能为己任，以
实现“团结凝聚匠师、培育成长生
态、 打造匠师之家、 反哺行业企
业”为目标，依托工会教育平台，
构建职工匠师能力培训体系和职
工匠师成长发展体系， 逐步培育
形成一支具有工会特色的职工教
育培训师资队伍， 助力培养更多
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 能工巧
匠、大国工匠，更好地服务首都高
质量发展。

活动中， 潘建新代表市总工
会党组向全体教职工致以教师节
的问候， 对学院近年来的教育培

训工作给予了充分的肯定， 并围
绕北京工运事业和工会工作需
要， 从全面加强党的建设和学院
教师队伍建设两个方面提出了要
求。要求学院始终坚持党建统领，
把政治建设摆在首位， 以突出党
课主课地位、 提升教学培训质量
水平和工会决策咨询能力为重
点，着力打造教育教学过硬本领，
并从严管党治党净化发展生态，
全面提升学院办学治校能力水
平。 全体教师要把师德表现放在
首位，坚持思想铸魂，坚持价值导
向， 自觉践行劳模精神、 劳动精
神、工匠精神，发扬“挤”和“钻”的
精神，努力提高学习本领，做高素
质专业化的工会教师。

聘任与揭牌仪式结束后，市
总工会领导和全体教职工一起聆
听了以“匠心筑梦”，传承以劳模
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为主题
的“匠师讲堂”公开课。 陈艺 摄

本报讯 （记者 高铭） 近日，
经北京市工业 （国防） 工会、 北
京市教育工会沟通协调， 中国医
学科学院阜外医院组织30余位知
名医生、 研究生代表赴航天一院
开展 “送医送药送健康， 学习和
传承航天精神” 社会实践活动，
为航天一院职工进行义诊、 健康
培训。 全国劳模、 大国工匠、 全
国总工会兼职副主席高凤林， 北
京市总工会党组成员、 副主席韩
世春， 航天一院党委副书记、 工
会主席张为民， 航天一院工会常
务副主席杨洁， 阜外医院教授、
主任医师、 北京市总工会兼职副
主席周宪梁参加活动。

活动现场， 由李大钊先生孙
女、 阜外心血管病专家李乐群教
授领誓， 所有党员高举右拳， 重
温入党誓词。 英雄航天员杨利伟
以视频形式倡议 “白衣天使” 和
航天人在各自领域一起努力， 共
同建设伟大祖国。 高凤林作了题
为 “学习和传承航天精神、 工匠
精神” 的专题讲座。 阜外医院和
航天一院互赠健康书籍和火箭模
型。 市总工会为航天一院职工送
上了慰问金。

活动中， 阜外医院教授、 主
任医师， 首都劳动奖章获得者刘
亚欣专题讲解了 “心血管疾病的

预防和治疗”， 并由数名医生现
场为航天一院职工做心肺复苏实
操培训。

“感谢工会为我们提供了这
么好的机会， 让我有机会来到航
天一院参观学习， 现场聆听高凤
林劳模的专题讲座， 使我更加了
解了航天精神、 工匠精神， 受益
匪浅。” 阜外医院研究生卢伊婷
告诉记者， “未来我将积极承担
社会责任， 为祖国医学事业发展
贡献力量。”

韩世春要求， 我们要进一步

讲好航天英模故事、 医学名师故
事， 传递榜样力量， 凝聚广大职
工群众力量共同建设和谐美丽家
园。 各级工会要进一步做好工会
工作， 为广大职工提供更加精准
优质的服务。

当日下午， 阜外医院专家一
行到航天总医院义诊， 现场诊治
200余人。 阜外医院、航天总医院
有关专家教授带领研究生进行了
教学查房， 就如何识别冠心病患
者异常心电图、询问病史、疾病诊
治要点等进行了传授。

本报讯 （记者 白莹） 为表
彰我国残疾人运动员在第16届残
奥会上取得的优异成绩， 中华全
国总工会日前决定授予中国轮椅
击剑女子重剑团体等15个获得金
牌的集体及取得重大突破获得银
牌的中国轮椅篮球女队全国工人
先锋号荣誉称号， 授予郭玲玲等
49名获得金牌的运动员全国五一
劳动奖章荣誉称号。 全总号召全
国广大职工以受到表彰的残疾人
运动员为榜样， 在各自岗位上精
益求精、 追求卓越， 争创一流、
拼搏奉献， 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的中国梦不懈奋斗。

表彰决定指出， 在第16届残
奥会上， 中国体育代表团牢记党
和人民嘱托， 团结一心、 自强拼
搏、 勇于超越、 奋勇争先， 取得

96枚金牌、 60枚银牌、 51枚铜牌
的优异成绩， 实现了运动成绩和
精神文明双丰收， 为祖国和人民
赢得了新的荣誉， 进一步激发了
包括广大职工在内的海内外中华
儿女的爱国热情， 为全党全国各
族人民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
化国家新征程上团结奋斗、 凝心
聚力注入了精神力量。 希望受到
表彰的集体和个人坚持以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
指引， 继续发扬残疾人体育的光
荣传统， 戒骄戒躁， 再接再厉，
鼓舞和激励广大残疾人自尊、 自
信 、 自强 、 自立 ， 勇于面对挑
战， 积极康复健身， 更好融入社
会， 做生活的强者， 书写精彩人
生 ， 在新时代新征程上超越自
我、 再创佳绩。

全总决定授予第16届残奥会
优秀运动队和运动员全国五一劳动奖

工会搭台 医学界师生感受“航天精神”

本报讯 （记者 白莹 ） 近
日， 首汽集团工会举办了2021年
优秀高考职工子女奖励仪式， 现
场74名优秀高考生家长和子女、
2名海南分公司考生家长以视频
方式参加了奖励仪式。 今年是首
汽集团开展优秀高考职工子女奖
励的第15年 ， 秉承着 “以人为
本、 关爱职工” 的理念， 15年来
首汽集团已累计奖励优秀高考职
工子女1026名， 发放奖励金206
余万元。

作为考生代表， 杨俊宇在发
言中不仅对父母多年来的教育培
养表达了感恩， 更是对首汽集团
给予职工子女成长的关心爱护表
示了感谢， 并将这份感恩、 感谢
化作鞭策自己未来不断努力前行
的动力 ， 用自己的双手创造价

值 ， 回报社会 、 回报国家 。 在
2021年的高考中， 来自首汽商务
车公司十队驾驶员杨江的儿子杨
俊宇以676分的优异成绩考取了
被誉为 “江南第一学府” 的百年
名校复旦大学经济学专业。

在聆听了考生和家长代表
发言后 ， 首汽集团党委副书记、
纪委书记、 工会主席谢海蓉代
表集团党委向优秀学生和家长
表示祝贺。 谢海蓉表示， 今年4
月23日是首汽集团成立70周年的
日子， 首汽集团始终把关心关爱
在岗位上勤奋工作、 真诚坚守的
职工作为企业的初心。 同时， 希
望同学们要树立高远的志向， 要
常怀感恩之心， 并祝所有的同学
们不负青春， 拥有未来精彩的人
生。

首汽工会15年为1026名职工子女发放奖励金

本报讯 （记者 崔欣 通讯员
刘英） 近日， 渠阳新苑项目结构
封顶， 北京住总第二开发建设有
限公司工会率先在该项目建立了
户外职工服务站。

据悉， 该户外服务站设在项
目施工现场， 面向现场所有施工
人员开展服务， 内设各种配套设
施， 如茶吧机、 手机充电插座、
药箱、 体检机、 冰箱、 空调等，
将为现场施工人员提供喝水、 阅
读、 临时休息、 手机充电、 紧急
医疗、 健康检测等服务， 启动后
将成为项目工会 “夏送清凉， 冬
送温暖” 的重要载体。

为了给现场管理人员和工友
们提供整洁、 舒适的工间休息环
境， 项目部工会特制定了工作使
用制度和意见征集簿， 以方便收
集广大职工的宝贵意见。

北京住总二公司工会建户外职工服务站

石景山区总工会慰问教育工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