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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总工会赴回天地区开展送温暖调研慰问活动

本报讯 （记者 白莹） 近日，
由全国总工会指导， 全国总工会
宣传教育部、 中国书法家协会主
办，中国职工书法家协会、北京字
节跳动科技有限公司承办的2023
年“送万福、进万家”书法公益活
动在中国职工之家举办首场示范
活动———“致敬劳模工匠”专场。

出席活动的领导向劳模工匠
代表赠送“福”字，向劳动模范、大
国工匠致敬。 多位著名书法家挥
毫泼墨， 为劳模工匠代表以及医
务工作者、社区工作者、新就业形

态劳动者等一线职工书写春联和
“福”字，表达新年的问候与祝福。

2023年“送万福、进万家”书
法公益活动采取线上活动为主、
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形式进行。线
上活动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博
数字文化艺术博物馆、 新华网等
单位开展癸卯年春联征集、 送福
活动线上展演、节目录制、短视频
制作等活动。线下将在京举办8场
示范性活动， 组织书法家赴科研
院所、机场车站和企业生产一线、
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工作现场，为

职工群众写福字、送春联。同时，
各地结合送温暖、 送文化等工作
安排， 组织发动书法家和书法爱
好者深入厂矿、工地、社区、职工
家庭写福字、送春联。全国各地预
计印制200万份春联和“福”字，发
放给广大职工。

“送万福、进万家”书法公益
活动已持续开展9年，始终秉持公
益性和普惠性原则， 累计在京开
展示范性活动110多场次。全国各
地每年开展活动上千场次， 惠及
职工群众超1000万人次。

“送万福、进万家”书法公益首场示范活动在京举办

本报讯 （记者 王路曼 ） 近
日，密云区总工会开展2023年“冬
送温暖”慰问活动，密云区人大常
委会副主任、 区总工会主席赵秦
岭等领导分别带队前往全区各行
各业岗位一线， 为广大职工送去
关心关爱和慰问品。 该活动累计
慰问职工8000余人。

据了解， 为深入学习贯彻党
的二十大精神和中央经济工作会
议精神，把党和政府的关怀、工会
组织的温暖及时送到广大职工群
众心坎上， 密云区总工会精心组
织策划， 先后走近该区医疗卫生

系统、公安系统、国资委系统、社
区服务及城市运行保障相关单
位，慰问涉及医生、护士、警察、环
卫工人、社区干部、企业职工等各
行各业坚守岗位的一线劳动者。
每到一处， 慰问团一行都会耐心
询问一线职工的工作情况和实际
需求，在致敬广大职工坚守岗位、
勇于奉献的同时， 鼓励大家在新
的一年里，再接再厉，勇攀高峰。

北京恒通园供暖有限公司工
会主席于娜， 身肩化验和安全工
作主管职责，“为确保管辖的398
万平方米范围内安全供暖， 我和

身边150多名职工全面停休，坚持
在岗 ， 努力做好24小时供暖保
障。”于娜告诉记者，连续多年，密
云区总工会的“冬送温暖”活动都
会来到她和同事们身边。 “带着
‘娘家人’的关心和关爱，我们将
更加努力地工作， 扎实做好人民
群众的供暖服务保障工作。 ”

据了解， 密云区总工会持续
秉承 “既服务职工又助力农民增
收”原则，慰问所需物资均采购于
当地农民合作社， 一方面宣传密
云特色农产品， 另一方面助力密
云区乡村振兴事业再上新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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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张晶 ） “今
年你们在哪里过年？” “我们留
在北京过年。” “谢谢你们， 辛
苦了！” 昨天， 全国总工会兼职
副主席张晓兰来到昌 平 区 天 通
苑北街道 “家圆驿站 ” 户外站
点， 慰问快递员、 外卖配送员。
现场 ， 张晓兰拉着快递人员的
手 ， 亲切地唠起家常 ， 并为 他
们 送 上 慰 问 品 。 北 京 市 总 工
会党组成员、 副主席蒋文云陪同
慰问。

当天， 全国总工会一行来到
昌平回天地区开展调研活动， 先
后到回天会客厅、 天通苑艺术中
心公共区域职工之家等 地 进 行

实地考察 。 回天会客厅位于回
天地区中心地带， 包含 “四中心
一室”： 指挥调度中心、 展览展
示中心、 办公会客中心、 党建指
导中心和数据应用实验室， 辐射
回天地区一镇六街 133个社 区
（村）、 85.1万常住居民。 天通苑
文化艺术中心是 “回天计划” 的
重点建设项目 ， 总建筑面积3.5
万平方米， 地下2层， 地上4层，
主要提供实体书店、 图书阅览、
专业培训、 展览展示、 影剧演艺
等空间服务。 期间， 张晓兰边观
看边聆听介绍， 并对办好居民身
边事相关工作给予肯定。

随后， 全国总工会一行到达

天通苑北街道 “家圆驿站” 户外
站点， 向这里的快递员、 外卖配
送员代表发放了慰问品。 收到慰
问品后， 快递员脸上乐开了花，
他们纷纷表示， 感谢工会组织的
关心和关爱， 春节期间他们会坚
守工作岗位， 保障市民的寄递需
求。

活动中， 全国总工会慰问组
还为回天地区的7个镇街总工会
分别送上了送温暖慰问资金。

昌平区委副书记解江凌， 以
及北京市总工会相关部门、 昌平
区总工会相关负责人陪同进行调
研慰问。

本报记者 于佳 摄

“带着娘家人的关爱，我们将更加努力工作”
密云区总工会“冬送温暖”慰问8000余名一线职工

本报讯 （记者 赵思远 ）
“慰问辖区重点企业、 疫情防控
一线人员以及新就业形态劳动者
群体 ， 共计1300余人 。” 近日 ，
通州区总工会 2023年 “两节 ”
送温暖工作启动， 通州区政协党
组副书记、 常务副主席、 区总工
会主席尚祖国， 区总工会党组书
记、 常务副主席关平带领领导班
子， 向城市副中心的一线职工们
送去了暖心问候。

走访慰问中， 通州区总工会

为马驹桥镇北京信邦同安新能源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职工们送去
防疫包， 为通州区交通局疫情防
控工作人员送上水果礼盒， 还为
宋庄镇邮政所EMS快递人员以及
永顺镇顺丰快递人员、 美团外卖
人员送去“温暖包”和水果蔬菜礼
盒， 并叮嘱他们在疫情时期要加
强防护， 鼓足干劲， 回家过个团
圆年。 此外， 慰问活动中， 通州
区总工会还对劳模代表和困难职
工代表进行了慰问。 赵思远 摄

通州区总工会为副中心职工送节日礼包

北京市总工会公职律师胡芳荣获
第八届“全国维护职工权益杰出律师”称号

本报讯 （记者 余翠平） 近
日 ， 由中华全国总工会 、 司法
部、 中华全国律师协会联合举办
的第八届 “全国维护职工权益杰
出律师” 评选结果正式公布， 10
名律师获评第八届 “全国维护职
工权益杰出律师” 称号， 北京市
总工会公职律师胡芳光荣入选。

胡芳律师现任北京市总工会
法律服务中心争议调解科科长，
曾荣获 “北京市法律援助先进个
人” “北京市金牌劳动关系协调
员” “北京市骨干职工志愿者”
等荣誉称号。

第八届 “全国维护职工权益
杰出律师” 评选表彰活动， 旨在
大力选树、 表彰和宣传维护职工

权益杰出律师先进典型， 充分展
现和弘扬我国律师服务大局、 服
务为民、 心系职工的责任担当和
拥护社会主义法治、 扶危济弱助
困、 匡扶公平正义的职业道德风
尚， 激励更多工会公职律师和社
会律师积极投身职工维权事业、
守护社会公平正义。

作为北京市总工会法律服务
中心的一名公职律师， 胡芳律师
专职从事职工维权工作18年， 累
计为职工提供劳动法律咨询8521
人次 ， 参与调处劳动争议案件
401件， 为职工代写法律文书195
件 ， 代理法律援助案件112件 ，
为构建和谐劳动关系、 促进社会
和谐稳定贡献了力量。

本报讯 （记者 刘欣欣 ） 近
日， 朝阳区朝外街道总工会开展
“两节”送温暖活动，预计送出“温
暖礼包”7000份。

此次朝外街道总工会冬季送
温暖服务按照“广泛覆盖、聚焦重
点”的原则，高度关注基层一线、
重点领域、生活困难、劳模先进、
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等群体， 竭尽
全力做好重点职工群体的关心关
爱工作，及时送去“娘家人”的温
暖。除了向重点职工群体发放“温
暖礼包”，该街道总工会还全面摸
排辖区内受疫情影响导致企业经

营困难等情况， 符合条件的及时
纳入送温暖对象， 做到 “应帮尽
帮、一个不落”。

据了解， 朝外街道总工会从
2022年11月开始制定服务项目方
案、购置物品，到2022年12月因疫
情导致物流受阻， 货物被困在路
上，后经多方联系，终在12月中旬
运抵工会服务站。 服务站工作人
员第一时间紧锣密鼓清点、搬运、
整理货物，装配“温暖大礼包”，为
送温暖服务顺利开展做充分的准
备工作。

朝外街道总工会相关负责人

表示，春节期间，街道总工会充分
依托北京市总工会三级服务体系
平台，发挥职工服务阵地作用，根
据快递员、外卖配送员、网约车司
机、 大货车司机等新就业形态劳
动者“生物钟”规律，有序开放工
会服务站、 暖心驿站等职工服务
阵地， 配备必要的防疫用品、食
物、矿泉水、微波炉、饮水机、暖宝
贴等物品， 为坚守工作岗位的广
大户外劳动者特别是城市运行保
供者提供“冷可取暖、渴可饮水、
急可如厕、累可歇脚、伤可用药、
餐可优惠”的贴心暖心服务。

朝外街道总工会将送出7000份“温暖礼包”

为劳模工匠代表及医务工作者等一线职工书写春联和“福”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