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记者 刘欣欣） 近
日， 第三届 “朝阳工匠” 选树活
动系列赛之2022年朝阳区超声影
像医师技能竞赛举办。 朝阳区医
疗卫生系统近百名超声医师经过
前期的初赛、 复赛， 18名选手脱
颖而出， 入围决赛。 经过当天的
竞赛以及专业评委评审， 来自双
桥医院的宋绘颖拔得头筹， 成为
朝阳区首个超声影像医师 “朝阳
工匠”。

据了解， 本次竞赛由朝阳区
总工会主办， 朝阳区医疗卫生工
会承办， 慈铭健康体检管理集团

工会协办。 作为第三届 “朝阳工
匠” 选树活动的系列赛之一， 本
次竞赛适应新形势、 新工种、 新
行业、新需求，在选树工种上进行
探索创新， 旨在贯彻落实健康中
国、《“健康北京2030”规划纲要》，
挖掘、培育超声医疗工作人才，提
升朝阳区医疗质量及服务水平，
规范超声医师医疗行为。

经过激烈角逐， 本次竞赛产
生了1名 “朝阳工匠”， 7名 “朝
阳匠心达人 ” ， 10名 “朝阳能
手”， 参加决赛的所有选手均列
入 “匠心朝阳” 人才数据库。

据介绍， “朝阳工匠” 选树
工作自2019年起已连续举办三
届， 通过选树工作， 朝阳区总工
会建立了 “匠心朝阳” 人才数据
库， 用劳模精神、 劳动精神、 工
匠精神引领时代潮流， 把朝阳能
手、 朝阳匠心达人、 朝阳工匠 、
朝阳大师打造成为行业代言人。

未来， 朝阳区总工会将引导
全区工会系统以工匠选树工作为
契机， 探索更多具有创新性、 引
领性、 实效性的举措， 以更大力
度推进朝阳区工匠人才队伍建
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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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陈曦 ） 近
日， 由北京市政法卫生文化工会
主办 ， 联合北京护理工作者协
会、 北京护理工服务行业工会联
合会共同举办了2022年北京市医
疗机构护理员 （护工） 及护理服
务管理师技能大赛颁奖总结大
会。

本次大赛以提高护理服务行
业理论知识、 专业技能水平为主
线 ， 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
式， 以 “十五项医疗机构护理员
职业技能操作规范” 为考核内容
及评分依据， 分两个类别、 三个
阶段进行。 最终， 护工护理员和
护理服务管理师两个类别共计
100人获奖， 其中， 50人获护工
护理员技能大赛奖项， 并获得护

工护理员岗位合格证书； 25人获
护理服务管理师授课技能大赛奖
项； 25人获护理服务管理师操作
技能大赛奖项。

会上， 推出了由37位医疗专
家学者根据 《医疗护理员培训大
纲 （试行）》 编写的 《医疗护理
员职业培训教程》。 据主办方介
绍 ， 这是第一本根据国家 卫 生
健康委等部门印发的 《医疗护
理员培训大纲 （试行）》 编写的
教材， 其出版弥补了护工护理员
培训教材方面的空白， 为促进护
理从业人员专业化水平的提高提
供了规范性学习文本， 对护工服
务行业的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
义。 市政法卫生文化工会2023年
将联合有关部门以 《医疗护理员

职业培训教程》 为基础内容， 开
展护理理论知识竞赛。

北京护理工作者协会会长陈

静介绍， 协会将以医疗机构护理
员职业培训教程为基本内容， 着
手组建专家团队 ， 建立知识题

库， 分期开展护工护理员的辅导
与培训。

据了解， 据不完全统计， 北
京地区目前共有护工公司约30
家， 在册护理员3万余人。 北京
市总工会在2021年以护工护理员
群体为重点的蹲点工作中发现，
广大护工护理员对专业技能素质
提升具有迫切需求。 北京市护工
服务行业工会联合会主席杜翠娟
表示 ， 希望通过各方面共同努
力， 建立一个科学的护工护理员
培训机制， 搭建护理服务高技能
人才成长平台， 打造一支专业化
护理服务 “正规军”， 带出一支
高水平护理培训师资队伍， 形成
一套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做法。

本报记者 陈艺 摄

公交车身保修厂职工知识问答中学民法典
本报讯 （记者 崔欣 通讯员

张海伦） “网购商品签收之前
损毁的风险由谁承担？” “小张
将自己养的宠物狗遗弃， 这条狗
流浪期间咬伤他人， 小张是否承
担责任……” 近日， 北京公交保
修分公司车身保修厂工会创新学
习 方 式 方 法 ， 开 展 了 一 次 以
“典” 亮生活为主题的民法典快
问快答活动。

据了解， 此次活动结合 《民
法典》 的特色亮点， 特别是与每
个人生活息息相关的问题， 通过
随时随地随机提问的方式进行。
现场学习氛围浓厚， 职工积极应
答， 大家在问答中增长了法律知
识， 在思考中增强了法律意识。

下一步， 该厂工会将继续开展民
法典学习宣传活动， 通过制作普
法视频、 普法动漫、 黑板报等多
种方式引导职工形成 “自觉守
法、 办事依法、 遇事找法” 的意
识， 不断培养干部职工的法治理
念。

本报讯 (记者 崔欣 通讯员
宋雅欣） “今年是第二次参加
怀柔区总工会组织的免费体检活
动了， 非常感谢工会， 让我们节
省了去医院排队的时间。” 近日，
美团外卖骑手小吴早上7点就来
到指定地点参加怀柔区总工会组
织的免费体检， 仅1个小时就完
成了全部检查， 继续开始了一天
的工作。

据介绍， 为进一步落实怀柔
区委关于加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
党建工作及北京市总工会关于加

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维权服务工
作要求， 及时将党组织的关心关
爱及工会组织的温暖传递到基层
一线， 怀柔区总工会结合全区新
就业形态劳动者实际， 连续两天
组织开展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免费
体检活动。 此次体检活动根据不
同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群体的职业
特点 ， 有针对性地提供了内外
科、 呼吸系统、 骨密度、 血常规
等10余项检查项目， 帮助他们详
细了解自身健康状况， 让新就业
形态劳动者及时预防疾病风险。

首个超声影像医师“朝阳工匠”诞生
2022年朝阳区超声影像医师技能竞赛举办

怀柔区总工会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免费体检

2022年北京市医疗机构护理员（护工）及护理服务管理师技能大赛颁奖总结大会召开

以考促学促进护理人员技能水平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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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本报讯 （记者 王路曼） 工会
为媒，青春为聘，一起许下爱的诺
言……近日，顺义区总工会、北京
汽车集团有限公司工会共同举办
的“幸福有约 爱在金秋”单身职
工联谊活动在北京欧菲堡酒庄举
办， 来自全区各行各业近百名单
身青年职工参与其中。

活动现场，心形嘉宾墙、气球
拱门、 红色的地毯……近百名男
女青年职工依次登场。活动在《爱
你》的歌声中开始，动感的音乐、
闪耀的灯火， 瞬间带动全场职工
一起跳动，让他们放松了心情。随

后职工们踊跃参与到 “众里寻
TA”“书写未来”“甜蜜暴击”等互
动游戏，在轻松愉悦的氛围中，他
们放下心中的顾虑， 打破开始时
尴尬的局面， 相互间开始进行交
流。其中“纸杯传情”环节将活动
推向高潮，大家相互配合，齐心协
力，活动历时近3个小时，空气中
弥漫着甜蜜温馨的味道。

值得一提的是， 为帮助职工
们消除彼此的陌生感， 顺义区总
工会在活动前就建立微信群，设
立“甜蜜”6天打卡环节，每天一个
主题， 职工们一起分享美食、健

身、歌单等，多方面、多角度展示
自我，快速打破隔阂，实现由陌生
到熟悉的转变。据了解，该微信群
由顺义区总工会工作人员负责管
理， 在未来仍将承载单身职工交
流和互动的职责。

顺义区总工会党组成员副主
席高丰义出席活动并表示， 下一
步， 顺义区总工会将持续关注单
身职工婚恋交友问题， 为青年职
工牵线搭桥，充分发挥“娘家人”
优势，探索开展常态化、多元化、
个性化婚恋服务， 实实在在帮助
单身职工解决后顾之忧。

近百名单身青年职工幸福相约
顺义区总工会联合北京汽车集团公司工会举办单身职工联谊会

本报讯 （记者 崔欣 通讯员
郭小雪） 为了倡导和培育精益求
精的 “工匠精神”， 深入贯彻落
实北京市总工会关于加强技能人
才队伍建设的相关要求， 近日，
怀柔区泉河街道总工会医护技能
竞赛 （决赛） 在康益德中西医结
合肺科医院拉开了帷幕。

本次竞赛分为两个部分， 即

穿脱防护用品 （洗手、 戴口罩、
帽子、 面屏、 穿脱防护服） 和心
肺复苏竞赛。 参赛人员由北京康
益德中西医结合肺科医院各科室
竞赛选拔产生， 最终有30名医护
人员参加决赛。 比赛中， 选手们
动作娴熟， 井然有序， 充分展示
了医护人员的风采面貌。 最终，
由专业评委现场打分后评出一等

奖和二等奖。
据介绍， 此次竞赛不仅提升

了医护人员疫情防控意识， 还提
升了职工的专业技能， 为患者提
供更优质的护理服务， 进一步鼓
励了一线职工钻研技术苦练本
领。 医护人员们表示， 将以此次
竞赛活动为契机， 提高个人综合
素质和医护水平。

泉河街道30名医护人员比拼护理技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