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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本报讯 （记者 孙艳） 司机榜
样“传帮带”，心理咨询助减压，应
急培训提技能……近日， 大兴区
总工会在大兴国际机场的士职工
之家组织开展系列活动， 打好服
务的士司机“组合拳”，帮助的士
司机释放压力，放松心情，助力平
安驾驶。

据了解，此次活动邀请到“新
国门最美的士司机”、 北京榜样、
四合党员车队队长仇海清分享工
作经验。仇海清结合实际案例，分
享疫情防控期间及高温、 阴雨天
气下的行车注意事项， 分析驾驶

疲劳、焦虑原因及解决办法，讲解
驾驶安全知识。 同时倡导的士司
机要以高标准为乘客提供最安全
最优质的服务，做文明“驶”者，为
文明城区创建贡献力量。

心理咨询师围绕 “压力与情
绪管理” 主题， 通过专业知识讲
解、现场互动体验等形式，指导的
士司机用科学的方法调节负面情
绪、缓解压力。的士司机们积极参
与减压培训及法律咨询活动，纷
纷表示，既学会了释放压力、放松
心情的方法，又增强了维权意识，
提高了法律素养。

应急事件处理培训活动邀请
专业培训师为的士司机详细讲解
遇到突发事件的正确处理方法及
处置顺序， 进一步提高的士司机
应急意识， 增强应急事件处理能
力，做到遇事不慌、从容应对。

系列活动的开展， 提升了的
士司机文明经营和安全意识，促
进出租车行业健康稳定发展。 参
与活动的的士司机表示， 要把此
次培训的收获化为实际行动，牢
记交通安全理念， 树立文明新风
尚， 力争以优质服务和零安全事
故为乘客出行创造良好条件。

西城区总工会慰问陶然亭“快递小哥”
本报讯 （记者 陈曦） 近日，

西城区总工会开展面向户外工作
者的互助保障专项慰问， 来到陶
然亭街道顺丰速运快递场站，看
望在这里工作的“快递小哥”。

慰问中， 西城区总工会副主
席刘方振与现场的“快递小哥”亲
切交谈， 了解他们的工作生活及
互助保障等状况。 顺丰速运陶然
亭分部经理李洋介绍了陶然亭分
部的基本情况和工作成果等。

“他们是街头巷尾忙碌的普

通户外工作者， 用辛勤的劳动保
障着我们的包裹按时投递， 便利
了大家的生活， 值得我们的尊重
和爱护。” 刘方振将慰问品送到
“快递小哥” 手中。“快递小哥”们
纷纷表示， 今后， 将继续努力工
作，方便首都市民们的生活。

西城区总工会相关负责人表
示， 西城区各级工会将不断提高
精准化服务水平， 拓展服务功能
及手段， 进一步提升为户外工作
者提供优质服务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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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美的士司机”分享工作经验 心理咨询师讲解减压技巧

石景山区总工会召开劳模先进座谈会
本报讯 （记者 张晶） 近日，

石景山区总工会召开 “喜迎二十
大 建功新时代 ” 2022年全国 、
首都劳动奖和工人先锋号获得者
座谈会。 石景山区委常委、 组织
部长张利军， 有关单位领导、 受
表彰代表、 基层单位工会主席、
各行业职工代表参加座谈会。 会
议由石景山区人大常委会党组副
书记、 副主任、 区总工会主席高
洪雁主持。

记者了解到， 今年， 石景山
区有1人荣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
1家单位班组获得全国工人先锋
号； 2家单位班组荣获北京市工
人先锋号， 6人荣获首都劳动奖
章， 1家单位荣获首都劳动奖状。

在座谈交流环节， 全国五一
劳动奖章获得者、 北京枭龙防务

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史
晓刚， 获评全国工人先锋号的首
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康复医院骨
科一康复中心代表杨华清等进行
了发言。 他们结合自己的工作岗
位和奋斗经历， 畅谈感想、 交流
经验， 分享了在平凡岗位上发扬
劳模精神、 展现劳模风采， 努力
拼搏 、 积极奉献的事迹 ， 并表
示， 会珍惜这份难得的荣誉， 继
续奋发有为、 攻坚克难、 砥砺前
行， 为推动新时代首都发展、 打
造 “一起向未来” 的城市复兴新
地标作出自己的贡献。

张利军向受表彰的先进集体
和先进个人表示祝贺，并指出，要
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
匠精神， 全区广大干部职工和劳
动群众要向劳模致敬， 向劳模学

习，在全区形成学习劳模、争当劳
模的良好风尚， 营造劳动光荣的
社会风尚和精益求精的敬业风
气； 要充分发挥工人阶级主力军
作用， 广大劳动者要积极践行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 唱响主旋
律 ， 传播正能量 ， 争当社会公
德、 职业道德、 家庭美德和个人
品德修养的实践者和传播者， 在
工作中务实担当、 勇挑重担、 勤
勉敬业， 努力做本行业、 本领域
的行家里手， 为石景山区的高质
量发展贡献力量。 同时， 全区各
级工会组织要切实承担责任，加
强职工思想政治引领， 做好职工
的服务工作，当好职工“娘家”。他
希望获奖集体和个人继续发挥示
范引领作用， 以实际行动迎接党
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大兴区总工会打好服务的士司机“组合拳”

本报讯 （记者 王路曼 ） 近
日，由密云区总工会主办，密云区
经济技术开发区总工会和北京青
岛啤酒三环有限公司联合开展的
密云区“青岛杯”电工、叉车工技
能大赛决赛拉开序幕。 经过10余
场初赛及演练选拔出来的25名职
工进行激烈角逐。

据了解， 此次比赛设置电工
和叉车工两个工种的比赛项目，
赛前， 密云区经济技术开发区总
工会、 北京青岛啤酒三环有限公
司等单位先后举办了初赛和演
练。 密云区总工会相关负责人介
绍， 此次比赛是密云区经济技术

创新竞赛系列活动之一， 旨在锤
炼一支能打硬仗的新时期产业工
人队伍， 进一步激发职工 “学技
术、练本领、强素质”的热情。

比赛现场，电工选手通过“两
地控灯”考核技能水平；叉车工选
手则要在规定场地内完成 “蛇形
转弯”“直角转弯”“拆垛码垛”等
考核项目。值得一提的是，在叉车
工比赛现场， 一名参赛选手驾驶
庞大的叉车， 巧妙点着了小小的
打火机， 充分展示了其高超的驾
驶控制技术水平。 虽然从事叉车
工行业十余年， 选手杜宗学还是
抱着学习的态度前来参赛， 他告

诉记者，“希望以后能有更多机会
参与比赛和学习， 提升自己专业
技术水平的同时，多为企业争光，
多为密云经济发展做贡献。”

比赛现场还设置了啤酒品评
展演环节， 北京青岛啤酒三环有
限公司的品酒师们现场展示了高
超的品酒技能，他们通过眼睛看、
鼻子闻、嘴巴尝，就可以辨别啤酒
样品的新鲜度、纯净度、成熟度等
多项指标。经过激烈角逐，电工、
叉车工比赛分别评选出金、银、铜
三个奖项。 密云区总工会还对获
得优秀组织奖的10家单位进行表
扬并颁发奖牌。

本报讯 （记者 陈曦） 近日，
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 （以下简称
“经开区”） 总工会工会干部培训
第一期课程开班， 将帮助基层工
会干部提升履职能力和业务水
平， 提高解决实际问题和服务职
工的能力。

本次课程采用线上培训的形
式， 工会干部可通过网络会议平
台听课学习。 第一期培训课程以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工人阶级和
工会工作的重要论述与当前工会

工作》《新形势下如何开展工会工
作》为主题，围绕习近平总书记关
于工人阶级和工会工作的重要论
述、 工会干部的政治素质进行了
讲解。 经开区总工会相关负责人
表示， 此次工会干部培训在提升
基层工会规范化建设， 促进工会
在维护职工权益、促进企业发展、
构建和谐稳定的劳动关系中发挥
了积极的作用。 希望工会干部结
合工作实际开展学习， 坚持以干
促学，学以致用，以问促学，学用

结合，不断增强和提高服务职工、
企业的履职能力和业务水平。 福田戴姆勒公司工会举办职工健走活动

本报讯 （记者 崔欣） 近日，
北京福田戴姆勒汽车有限公司党
委、工会联合举办了“奋斗正当时
聚力新征程”健走活动，共计950
余人参加。

“此次健走活动旨在进一步
提升职工身体素质， 倡导职工养
成积极健康的运动方式 ， 发扬
‘敢闯 敢试 敢赢’ 的奋斗精神，

以更加强健的体魄投入到下半年
的运营工作中。” 据该公司工会
相关负责人介绍， 今后， 公司工
会继续发挥桥梁纽带作用 ， 以
“凝聚融合有效沟通、 健全完善
体系建设、 立足需求精准关爱、
引领职工创新创效 ” 为重点目
标， 竭诚为广大职工服务， 持续
助力公司高质量发展。

结合工作岗位和奋斗经历畅谈感想、交流经验

通州千名职工疗休养期间接受爱国主义教育
本报讯 （记者 赵思远）参观

抗战纪念馆、开展心理健康讲座、
团队拓展训练……记者近日从通
州区总工会获悉， 千名优秀职工
将在9月份分批参加通州区总工
会主办的“守初心担使命 关心关
爱职工 建功副中心 喜迎二十
大”疗休养活动。

心理健康讲座上， 国家级心
理咨询师毕金仪为职工疏导了工
作压力， 向职工传授了一系列疫
情防控常态化背景下的自我肯
定、自我解压方法。在北平抗战纪
念馆， 职工们身临其境地上了一
堂爱国主义教育课。 团队拓展训

练环节， 职工们先后在 “团队融
冰”“超音速”“驿站传书” 等环节
密切合作、积极配合，了解到“信
任、沟通、协作”的重要性，锤炼了
工作的创造力和凝聚力。

据了解， 参加疗休养的职工
主要是在街乡基层、生产一线、重
点领域、 疫情防控等工作中表现
突出、成绩优异的人员。部分职工
在结束疗休养活动后表示， 此次
活动既缓解了工作压力、 陶冶了
身心， 又接受了一次爱国主义教
育，让他们以更加饱满的热情、充
沛的精力投入到今后的工作和生
活中。

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工会干部培训班开班

公公交交党党员员追追寻寻““红红色色记记忆忆””
近日 ， 北京公交客六分公司第八车队党支部联合工会开展了

“铭记革命历史 强国复兴有我” 主题党日活动， 该车队党员干部来到
市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天宫院社区乡情村史馆进行了参观学习。 党员
们表示， 一定要牢记历史， 追随先辈足迹在工作和生活中充分发挥党
员先锋模范作用。 本报记者 周美玉 通讯员 高丹 王红梅 摄影报道

密云25名电工、叉车工决赛现场展“绝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