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医护人员：

除夕夜吃上了医院准备的饺子

大年三十， 本该是万家灯火、 阖家团圆的
时刻， 但在医院仍有许多患者和医护人员因疾
病治疗和工作需要， 不得不 “留守” 医院。 除
夕当天， 由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统
一安排 ， 院领导为值班医护人员送上热气腾
腾的饺子， 共1500多份， 并为大家送去新年祝
福。

该院党委书记、 理事长辛有清介绍， 在北
方， 除夕夜吃饺子已经成为每家每户不可或缺
的食物。 吃饺子取 “更岁交子” 之意， “子 ”
为 “子时”， 交与 “饺” 谐音， 有 “喜庆团圆”
和 “吉祥如意” 的意思。 在这个不一样的除夕，
医院特地为医护人员准备了一份 “有温度” 的
惊喜———热气腾腾的水饺， 院领导们将来自医
院的关怀与温暖一一送到医护人员手中。

外卖骑手：

站点组织年夜饭 跟兄弟们共度佳节

这个春节， 餐饮店的火爆从线下延续到线
上， 外卖平台上 “年夜饭” 搜索量比去年增长5
倍。 美团配送为春节坚守岗位的骑手准备了稳
岗补贴， 同时推出一系列春节关怀活动， 像朝
阳、 海淀、 顺义等区多个站点为坚守岗位的骑
手举办站点年夜饭活动， 让骑手们开心欢度佳
节。

骑手叶书玲说， 留在北京主要是过年有额
外跑单补贴， 春节一周可以比平时多赚两三千
块。 “等过完年再回去看家人也是一样的， 还
可以错开春运高峰。”

今年是范铁明成为骑手的第五年， 新春佳
节， 像他这样的资深骑手收到美团配送的五
周年骑手专属服装。 2022年他被选为 “产品体
验官”， 跑单之余负责提前体验各种装备和
手机端新功能 ， 并提出反馈意见。 “专属骑
手服和产品体验官身份是对我工作资历的肯定，
也是一份责任。”

留京学生：

整个假期过得开心又满足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研三学生余安定是河南
人， 面临写毕业论文和找工作的压力， 决定今
年留校过年。 学校及时送来暖心慰问， 加上假
期劳逸结合的计划， 让他打消不能和家人团聚
的失落感， 对未来充满期待。

今年首经贸共有129名学生留校过年， 还有
183名职工值守岗位， 学校通过走访慰问、 新春
元素妆点校园、 发放免费餐券等多种形式， 营
造出温馨祥和的过年氛围。 大年廿九， 校党委
书记韩宪洲等校领导看望留校师生代表， 送上
温暖祝福和慰问品， 并组织新春座谈会， 了解
留校学生的需求。

大年三十， 小余和在京工作的堂哥一起吃
年夜饭， 初一、 初二和同学逛庙会， 初三开始
写论文， 整个假期过得很充实。 他通过视频告
诉家乡的亲人， “今年春节我过得开心又满足，
请长辈们放心。”

海外项目部员工：

贴春联、包饺子、送祝福

一个个福字、 一张张笑脸， 在与中国有五
个小时时差的白俄罗斯， 北京城建的海外员工
在岗位上同样感受着新春佳节的喜悦。

除夕当天， 北京城建集团援白俄罗斯国家
足球体育场项目部组织一线近300名员工贴春
联、 包饺子。 大年初二， 受明斯克市工厂区政
府和当地两所学校邀请， 项目部职工与当地师
生进行了文化交流。

“虽然春节不能回家， 但我和项目部的兄
弟姐妹一起过节很温暖。” 项目质量工程师王铁
刚表示， 为了建设一个满足世界级赛事要求的
体育场馆， 城建员工迎难而上， 将对祖国的美
好祝福融入到自身工作中。

项目经理沙奕表示， 希望通过春节期间的
一系列活动， 让海外员工感受到城建大家庭的
温暖， 也感受到白俄罗斯文化的魅力。

电力员工：

工会活动让职工感受“家”的温暖

今年春节， 国网冀北电力有限公司许多干
部职工主动请缨坚守工作岗位 。 公 司 工 会
组织开展迎新春送温暖主题活动， 各分公司工
会精心为驻岗职工准备了新春祝福和 慰 问
品 ， 举办特色迎新春活动， 让职工 在 紧 张 忙
碌工作的同时感受到浓浓的年味和融融的暖
意。

“这个春节我们过得很喜庆， 很欢乐！” 除
夕当天， 国网冀北电力有限公司玉田县供电分
公司工会组织职工书法爱好者书写兔年 “福 ”
字， 并将 “福” 字和春联送给坚守一线的基层
班组。 隆化县供电分公司汤头沟镇供电所在岗
职工一起包饺子、 挂灯笼、 贴对联， 喜气洋洋
迎新春。 承德供电公司工会走访慰问调度值班
一线工作场所， 送上新春祝福与慰问品。 超高
压分公司北京运维分部变电运维三班职工共同
贴春联、 包饺子， 营造浓浓年味。

邮政员工：

除夕坚守岗位 履行国企职责

在千家万户欢聚一堂辞旧迎新之际， 朝阳
邮政的广大员工仍然在岗辛勤工作， 履行着国
企的承诺和担当。

除夕一大早， 投递员徐萍按时为用户李阿
姨投递报纸， 还边送报边送福。 “今天又是你
呀， 三十还不休息？” “我一直上到初八， 我们
邮政365天都是如此 ， 回见吧 ， 明天再给您拜
年。” 说着就奔了下一家。

朝阳区的各个邮储支行线上线下同步开
展多个活动 ， 在线下组织 “新春送福” 活动，
向到店的客户送去新春祝福； 在线上开展 “晒
年夜饭， 合家欢” 活动和网络直播， 与客户们
共同庆除夕。

这一天， 在市分公司和兄弟单位的驰援下，
朝阳区分公司组成11支突击队支援包裹投递 ，
全力奋战春节投递高峰， 让包裹早点陪自己的
主人一起过年。

医护人员：

除夕夜吃上了医院准备的饺子

大年三十， 本该是万家灯火、 阖家团圆的
时刻， 但在医院仍有许多患者和医护人员因疾
病治疗和工作需要， 不得不 “留守” 医院。 除
夕当天， 由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统
一安排 ， 院领导为值班医护人员送上热气腾
腾的饺子， 共1500多份， 并为大家送去新年祝
福。

该院党委书记、 理事长辛有清介绍， 在北
方， 除夕夜吃饺子已经成为每家每户不可或缺
的食物。 吃饺子取 “更岁交子” 之意， “子 ”
为 “子时”， 交与 “饺” 谐音， 有 “喜庆团圆”
和 “吉祥如意” 的意思。 在这个不一样的除夕，
医院特地为医护人员准备了一份 “有温度” 的
惊喜———热气腾腾的水饺， 院领导们将来自医
院的关怀与温暖一一送到医护人员手中。

外卖骑手：

站点组织年夜饭 跟兄弟们共度佳节

这个春节， 餐饮店的火爆从线下延续到线
上， 外卖平台上 “年夜饭” 搜索量比去年增长5
倍。 美团配送为春节坚守岗位的骑手准备了稳
岗补贴， 同时推出一系列春节关怀活动， 像朝
阳、 海淀、 顺义等区多个站点为坚守岗位的骑
手举办站点年夜饭活动， 让骑手们开心欢度佳
节。

骑手叶书玲说， 留在北京主要是过年有额
外跑单补贴， 春节一周可以比平时多赚两三千
块。 “等过完年再回去看家人也是一样的， 还
可以错开春运高峰。”

今年是范铁明成为骑手的第五年， 新春佳
节， 像他这样的资深骑手收到美团配送的五
周年骑手专属服装。 2022年他被选为 “产品体
验官”， 跑单之余负责提前体验各种装备和
手机端新功能 ， 并提出反馈意见。 “专属骑
手服和产品体验官身份是对我工作资历的肯定，
也是一份责任。”

留京学生：

整个假期过得开心又满足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研三学生余安定是河南
人， 面临写毕业论文和找工作的压力， 决定今
年留校过年。 学校及时送来暖心慰问， 加上假
期劳逸结合的计划， 让他打消不能和家人团聚
的失落感， 对未来充满期待。

今年首经贸共有129名学生留校过年， 还有
183名职工值守岗位， 学校通过走访慰问、 新春
元素妆点校园、 发放免费餐券等多种形式， 营
造出温馨祥和的过年氛围。 大年廿九， 校党委
书记韩宪洲等校领导看望留校师生代表， 送上
温暖祝福和慰问品， 并组织新春座谈会， 了解
留校学生的需求。

大年三十， 小余和在京工作的堂哥一起吃
年夜饭， 初一、 初二和同学逛庙会， 初三开始
写论文， 整个假期过得很充实。 他通过视频告
诉家乡的亲人， “今年春节我过得开心又满足，
请长辈们放心。”

海外项目部员工：

贴春联、包饺子、送祝福

一个个福字、 一张张笑脸， 在与中国有五
个小时时差的白俄罗斯， 北京城建的海外员工
在岗位上同样感受着新春佳节的喜悦。

除夕当天， 北京城建集团援白俄罗斯国家
足球体育场项目部组织一线近300名员工贴春
联、 包饺子。 大年初二， 受明斯克市工厂区政
府和当地两所学校邀请， 项目部职工与当地师
生进行了文化交流。

“虽然春节不能回家， 但我和项目部的兄
弟姐妹一起过节很温暖。” 项目质量工程师王铁
刚表示， 为了建设一个满足世界级赛事要求的
体育场馆， 城建员工迎难而上， 将对祖国的美
好祝福融入到自身工作中。

项目经理沙奕表示， 希望通过春节期间的
一系列活动， 让海外员工感受到城建大家庭的
温暖， 也感受到白俄罗斯文化的魅力。

电力员工：

工会活动让职工感受“家”的温暖

今年春节， 国网冀北电力有限公司许多干
部职工主动请缨坚守工作岗位 。 公 司 工 会
组织开展迎新春送温暖主题活动， 各分公司工
会精心为驻岗职工准备了新春祝福和 慰 问
品 ， 举办特色迎新春活动， 让职工 在 紧 张 忙
碌工作的同时感受到浓浓的年味和融融的暖
意。

“这个春节我们过得很喜庆， 很欢乐！” 除
夕当天， 国网冀北电力有限公司玉田县供电分
公司工会组织职工书法爱好者书写兔年 “福 ”
字， 并将 “福” 字和春联送给坚守一线的基层
班组。 隆化县供电分公司汤头沟镇供电所在岗
职工一起包饺子、 挂灯笼、 贴对联， 喜气洋洋
迎新春。 承德供电公司工会走访慰问调度值班
一线工作场所， 送上新春祝福与慰问品。 超高
压分公司北京运维分部变电运维三班职工共同
贴春联、 包饺子， 营造浓浓年味。

邮政员工：

除夕坚守岗位 履行国企职责

在千家万户欢聚一堂辞旧迎新之际， 朝阳
邮政的广大员工仍然在岗辛勤工作， 履行着国
企的承诺和担当。

除夕一大早， 投递员徐萍按时为用户李阿
姨投递报纸， 还边送报边送福。 “今天又是你
呀， 三十还不休息？” “我一直上到初八， 我们
邮政365天都是如此 ， 回见吧 ， 明天再给您拜
年。” 说着就奔了下一家。

朝阳区的各个邮储支行线上线下同步开
展多个活动 ， 在线下组织 “新春送福” 活动，
向到店的客户送去新春祝福； 在线上开展 “晒
年夜饭， 合家欢” 活动和网络直播， 与客户们
共同庆除夕。

这一天， 在市分公司和兄弟单位的驰援下，
朝阳区分公司组成11支突击队支援包裹投递 ，
全力奋战春节投递高峰， 让包裹早点陪自己的
主人一起过年。

美团配送多个站点组织年夜饭，骑手们共度佳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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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进京华大地 讲述精彩故事

大年三十除夕夜， 友谊医院院领导为值班医护人员送上热气腾腾
的饺子和新年礼包

抢座位、猜灯谜、击鼓传“兔”……公交客三分公司十八车队的职工
在新春联欢会上玩得不亦乐乎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校领导慰问留京在校师生
在北京丰台站，小朋友们和工作人员扮演的卡通兔子互动合影

国网冀北电力有限公司工会开展特色迎新春活动， 让职工感受“家”的温暖 北京城建集团海外员工贴春联、包饺子、送祝福

东城环卫中心时传祥所的职工在联欢会上大显身手 石景山区苹果园街道西井社区工作人员除夕为值守人员送饺子

医护人员：

除夕夜吃上了医院准备的饺子

大年三十， 本该是万家灯火、 阖家团圆的
时刻， 但在医院仍有许多患者和医护人员因疾
病治疗和工作需要， 不得不 “留守” 医院。 除
夕当天， 由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统
一安排 ， 院领导为值班医护人员送上热气腾
腾的饺子， 共1500多份， 并为大家送去新年祝
福。

该院党委书记、 理事长辛有清介绍， 在北
方， 除夕夜吃饺子已经成为每家每户不可或缺
的食物。 吃饺子取 “更岁交子” 之意， “子 ”
为 “子时”， 交与 “饺” 谐音， 有 “喜庆团圆”
和 “吉祥如意” 的意思。 在这个不一样的除夕，
医院特地为医护人员准备了一份 “有温度” 的
惊喜———热气腾腾的水饺， 院领导们将来自医
院的关怀与温暖一一送到医护人员手中。

外卖骑手：

站点组织年夜饭 跟兄弟们共度佳节

这个春节， 餐饮店的火爆从线下延续到线
上， 外卖平台上 “年夜饭” 搜索量比去年增长5
倍。 美团配送为春节坚守岗位的骑手准备了稳
岗补贴， 同时推出一系列春节关怀活动， 像朝
阳、 海淀、 顺义等区多个站点为坚守岗位的骑
手举办站点年夜饭活动， 让骑手们开心欢度佳
节。

骑手叶书玲说， 留在北京主要是过年有额
外跑单补贴， 春节一周可以比平时多赚两三千
块。 “等过完年再回去看家人也是一样的， 还
可以错开春运高峰。”

今年是范铁明成为骑手的第五年， 新春佳
节， 像他这样的资深骑手收到美团配送的五
周年骑手专属服装。 2022年他被选为 “产品体
验官”， 跑单之余负责提前体验各种装备和
手机端新功能 ， 并提出反馈意见。 “专属骑
手服和产品体验官身份是对我工作资历的肯定，
也是一份责任。”

留京学生：

整个假期过得开心又满足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研三学生余安定是河南
人， 面临写毕业论文和找工作的压力， 决定今
年留校过年。 学校及时送来暖心慰问， 加上假
期劳逸结合的计划， 让他打消不能和家人团聚
的失落感， 对未来充满期待。

今年首经贸共有129名学生留校过年， 还有
183名职工值守岗位， 学校通过走访慰问、 新春
元素妆点校园、 发放免费餐券等多种形式， 营
造出温馨祥和的过年氛围。 大年廿九， 校党委
书记韩宪洲等校领导看望留校师生代表， 送上
温暖祝福和慰问品， 并组织新春座谈会， 了解
留校学生的需求。

大年三十， 小余和在京工作的堂哥一起吃
年夜饭， 初一、 初二和同学逛庙会， 初三开始
写论文， 整个假期过得很充实。 他通过视频告
诉家乡的亲人， “今年春节我过得开心又满足，
请长辈们放心。”

海外项目部员工：

贴春联、包饺子、送祝福

一个个福字、 一张张笑脸， 在与中国有五
个小时时差的白俄罗斯， 北京城建的海外员工
在岗位上同样感受着新春佳节的喜悦。

除夕当天， 北京城建集团援白俄罗斯国家
足球体育场项目部组织一线近300名员工贴春
联、 包饺子。 大年初二， 受明斯克市工厂区政
府和当地两所学校邀请， 项目部职工与当地师
生进行了文化交流。

“虽然春节不能回家， 但我和项目部的兄
弟姐妹一起过节很温暖。” 项目质量工程师王铁
刚表示， 为了建设一个满足世界级赛事要求的
体育场馆， 城建员工迎难而上， 将对祖国的美
好祝福融入到自身工作中。

项目经理沙奕表示， 希望通过春节期间的
一系列活动， 让海外员工感受到城建大家庭的
温暖， 也感受到白俄罗斯文化的魅力。

电力员工：

工会活动让职工感受“家”的温暖

今年春节， 国网冀北电力有限公司许多干
部职工主动请缨坚守工作岗位 。 公 司 工 会
组织开展迎新春送温暖主题活动， 各分公司工
会精心为驻岗职工准备了新春祝福和 慰 问
品 ， 举办特色迎新春活动， 让职工 在 紧 张 忙
碌工作的同时感受到浓浓的年味和融融的暖
意。

“这个春节我们过得很喜庆， 很欢乐！” 除
夕当天， 国网冀北电力有限公司玉田县供电分
公司工会组织职工书法爱好者书写兔年 “福 ”
字， 并将 “福” 字和春联送给坚守一线的基层
班组。 隆化县供电分公司汤头沟镇供电所在岗
职工一起包饺子、 挂灯笼、 贴对联， 喜气洋洋
迎新春。 承德供电公司工会走访慰问调度值班
一线工作场所， 送上新春祝福与慰问品。 超高
压分公司北京运维分部变电运维三班职工共同
贴春联、 包饺子， 营造浓浓年味。

邮政员工：

除夕坚守岗位 履行国企职责

在千家万户欢聚一堂辞旧迎新之际， 朝阳
邮政的广大员工仍然在岗辛勤工作， 履行着国
企的承诺和担当。

除夕一大早， 投递员徐萍按时为用户李阿
姨投递报纸， 还边送报边送福。 “今天又是你
呀， 三十还不休息？” “我一直上到初八， 我们
邮政365天都是如此 ， 回见吧 ， 明天再给您拜
年。” 说着就奔了下一家。

朝阳区的各个邮储支行线上线下同步开
展多个活动 ， 在线下组织 “新春送福” 活动，
向到店的客户送去新春祝福； 在线上开展 “晒
年夜饭， 合家欢” 活动和网络直播， 与客户们
共同庆除夕。

这一天， 在市分公司和兄弟单位的驰援下，
朝阳区分公司组成11支突击队支援包裹投递 ，
全力奋战春节投递高峰， 让包裹早点陪自己的
主人一起过年。

医护人员：

除夕夜吃上了医院准备的饺子

大年三十， 本该是万家灯火、 阖家团圆的
时刻， 但在医院仍有许多患者和医护人员因疾
病治疗和工作需要， 不得不 “留守” 医院。 除
夕当天， 由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统
一安排 ， 院领导为值班医护人员送上热气腾
腾的饺子， 共1500多份， 并为大家送去新年祝
福。

该院党委书记、 理事长辛有清介绍， 在北
方， 除夕夜吃饺子已经成为每家每户不可或缺
的食物。 吃饺子取 “更岁交子” 之意， “子 ”
为 “子时”， 交与 “饺” 谐音， 有 “喜庆团圆”
和 “吉祥如意” 的意思。 在这个不一样的除夕，
医院特地为医护人员准备了一份 “有温度” 的
惊喜———热气腾腾的水饺， 院领导们将来自医
院的关怀与温暖一一送到医护人员手中。

外卖骑手：

站点组织年夜饭 跟兄弟们共度佳节

这个春节， 餐饮店的火爆从线下延续到线
上， 外卖平台上 “年夜饭” 搜索量比去年增长5
倍。 美团配送为春节坚守岗位的骑手准备了稳
岗补贴， 同时推出一系列春节关怀活动， 像朝
阳、 海淀、 顺义等区多个站点为坚守岗位的骑
手举办站点年夜饭活动， 让骑手们开心欢度佳
节。

骑手叶书玲说， 留在北京主要是过年有额
外跑单补贴， 春节一周可以比平时多赚两三千
块。 “等过完年再回去看家人也是一样的， 还
可以错开春运高峰。”

今年是范铁明成为骑手的第五年， 新春佳
节， 像他这样的资深骑手收到美团配送的五
周年骑手专属服装。 2022年他被选为 “产品体
验官”， 跑单之余负责提前体验各种装备和
手机端新功能 ， 并提出反馈意见。 “专属骑
手服和产品体验官身份是对我工作资历的肯定，
也是一份责任。”

留京学生：

整个假期过得开心又满足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研三学生余安定是河南
人， 面临写毕业论文和找工作的压力， 决定今
年留校过年。 学校及时送来暖心慰问， 加上假
期劳逸结合的计划， 让他打消不能和家人团聚
的失落感， 对未来充满期待。

今年首经贸共有129名学生留校过年， 还有
183名职工值守岗位， 学校通过走访慰问、 新春
元素妆点校园、 发放免费餐券等多种形式， 营
造出温馨祥和的过年氛围。 大年廿九， 校党委
书记韩宪洲等校领导看望留校师生代表， 送上
温暖祝福和慰问品， 并组织新春座谈会， 了解
留校学生的需求。

大年三十， 小余和在京工作的堂哥一起吃
年夜饭， 初一、 初二和同学逛庙会， 初三开始
写论文， 整个假期过得很充实。 他通过视频告
诉家乡的亲人， “今年春节我过得开心又满足，
请长辈们放心。”

海外项目部员工：

贴春联、包饺子、送祝福

一个个福字、 一张张笑脸， 在与中国有五
个小时时差的白俄罗斯， 北京城建的海外员工
在岗位上同样感受着新春佳节的喜悦。

除夕当天， 北京城建集团援白俄罗斯国家
足球体育场项目部组织一线近300名员工贴春
联、 包饺子。 大年初二， 受明斯克市工厂区政
府和当地两所学校邀请， 项目部职工与当地师
生进行了文化交流。

“虽然春节不能回家， 但我和项目部的兄
弟姐妹一起过节很温暖。” 项目质量工程师王铁
刚表示， 为了建设一个满足世界级赛事要求的
体育场馆， 城建员工迎难而上， 将对祖国的美
好祝福融入到自身工作中。

项目经理沙奕表示， 希望通过春节期间的
一系列活动， 让海外员工感受到城建大家庭的
温暖， 也感受到白俄罗斯文化的魅力。

电力员工：

工会活动让职工感受“家”的温暖

今年春节， 国网冀北电力有限公司许多干
部职工主动请缨坚守工作岗位 。 公 司 工 会
组织开展迎新春送温暖主题活动， 各分公司工
会精心为驻岗职工准备了新春祝福和 慰 问
品 ， 举办特色迎新春活动， 让职工 在 紧 张 忙
碌工作的同时感受到浓浓的年味和融融的暖
意。

“这个春节我们过得很喜庆， 很欢乐！” 除
夕当天， 国网冀北电力有限公司玉田县供电分
公司工会组织职工书法爱好者书写兔年 “福 ”
字， 并将 “福” 字和春联送给坚守一线的基层
班组。 隆化县供电分公司汤头沟镇供电所在岗
职工一起包饺子、 挂灯笼、 贴对联， 喜气洋洋
迎新春。 承德供电公司工会走访慰问调度值班
一线工作场所， 送上新春祝福与慰问品。 超高
压分公司北京运维分部变电运维三班职工共同
贴春联、 包饺子， 营造浓浓年味。

邮政员工：

除夕坚守岗位 履行国企职责

在千家万户欢聚一堂辞旧迎新之际， 朝阳
邮政的广大员工仍然在岗辛勤工作， 履行着国
企的承诺和担当。

除夕一大早， 投递员徐萍按时为用户李阿
姨投递报纸， 还边送报边送福。 “今天又是你
呀， 三十还不休息？” “我一直上到初八， 我们
邮政365天都是如此 ， 回见吧 ， 明天再给您拜
年。” 说着就奔了下一家。

朝阳区的各个邮储支行线上线下同步开
展多个活动 ， 在线下组织 “新春送福” 活动，
向到店的客户送去新春祝福； 在线上开展 “晒
年夜饭， 合家欢” 活动和网络直播， 与客户们
共同庆除夕。

这一天， 在市分公司和兄弟单位的驰援下，
朝阳区分公司组成11支突击队支援包裹投递 ，
全力奋战春节投递高峰， 让包裹早点陪自己的
主人一起过年。

医护人员：

除夕夜吃上了医院准备的饺子

大年三十， 本该是万家灯火、 阖家团圆的
时刻， 但在医院仍有许多患者和医护人员因疾
病治疗和工作需要， 不得不 “留守” 医院。 除
夕当天， 由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统
一安排 ， 院领导为值班医护人员送上热气腾
腾的饺子， 共1500多份， 并为大家送去新年祝
福。

该院党委书记、 理事长辛有清介绍， 在北
方， 除夕夜吃饺子已经成为每家每户不可或缺
的食物。 吃饺子取 “更岁交子” 之意， “子 ”
为 “子时”， 交与 “饺” 谐音， 有 “喜庆团圆”
和 “吉祥如意” 的意思。 在这个不一样的除夕，
医院特地为医护人员准备了一份 “有温度” 的
惊喜———热气腾腾的水饺， 院领导们将来自医
院的关怀与温暖一一送到医护人员手中。

外卖骑手：

站点组织年夜饭 跟兄弟们共度佳节

这个春节， 餐饮店的火爆从线下延续到线
上， 外卖平台上 “年夜饭” 搜索量比去年增长5
倍。 美团配送为春节坚守岗位的骑手准备了稳
岗补贴， 同时推出一系列春节关怀活动， 像朝
阳、 海淀、 顺义等区多个站点为坚守岗位的骑
手举办站点年夜饭活动， 让骑手们开心欢度佳
节。

骑手叶书玲说， 留在北京主要是过年有额
外跑单补贴， 春节一周可以比平时多赚两三千
块。 “等过完年再回去看家人也是一样的， 还
可以错开春运高峰。”

今年是范铁明成为骑手的第五年， 新春佳
节， 像他这样的资深骑手收到美团配送的五
周年骑手专属服装。 2022年他被选为 “产品体
验官”， 跑单之余负责提前体验各种装备和
手机端新功能 ， 并提出反馈意见。 “专属骑
手服和产品体验官身份是对我工作资历的肯定，
也是一份责任。”

留京学生：

整个假期过得开心又满足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研三学生余安定是河南
人， 面临写毕业论文和找工作的压力， 决定今
年留校过年。 学校及时送来暖心慰问， 加上假
期劳逸结合的计划， 让他打消不能和家人团聚
的失落感， 对未来充满期待。

今年首经贸共有129名学生留校过年， 还有
183名职工值守岗位， 学校通过走访慰问、 新春
元素妆点校园、 发放免费餐券等多种形式， 营
造出温馨祥和的过年氛围。 大年廿九， 校党委
书记韩宪洲等校领导看望留校师生代表， 送上
温暖祝福和慰问品， 并组织新春座谈会， 了解
留校学生的需求。

大年三十， 小余和在京工作的堂哥一起吃
年夜饭， 初一、 初二和同学逛庙会， 初三开始
写论文， 整个假期过得很充实。 他通过视频告
诉家乡的亲人， “今年春节我过得开心又满足，
请长辈们放心。”

海外项目部员工：

贴春联、包饺子、送祝福

一个个福字、 一张张笑脸， 在与中国有五
个小时时差的白俄罗斯， 北京城建的海外员工
在岗位上同样感受着新春佳节的喜悦。

除夕当天， 北京城建集团援白俄罗斯国家
足球体育场项目部组织一线近300名员工贴春
联、 包饺子。 大年初二， 受明斯克市工厂区政
府和当地两所学校邀请， 项目部职工与当地师
生进行了文化交流。

“虽然春节不能回家， 但我和项目部的兄
弟姐妹一起过节很温暖。” 项目质量工程师王铁
刚表示， 为了建设一个满足世界级赛事要求的
体育场馆， 城建员工迎难而上， 将对祖国的美
好祝福融入到自身工作中。

项目经理沙奕表示， 希望通过春节期间的
一系列活动， 让海外员工感受到城建大家庭的
温暖， 也感受到白俄罗斯文化的魅力。

电力员工：

工会活动让职工感受“家”的温暖

今年春节， 国网冀北电力有限公司许多干
部职工主动请缨坚守工作岗位 。 公 司 工 会
组织开展迎新春送温暖主题活动， 各分公司工
会精心为驻岗职工准备了新春祝福和 慰 问
品 ， 举办特色迎新春活动， 让职工 在 紧 张 忙
碌工作的同时感受到浓浓的年味和融融的暖
意。

“这个春节我们过得很喜庆， 很欢乐！” 除
夕当天， 国网冀北电力有限公司玉田县供电分
公司工会组织职工书法爱好者书写兔年 “福 ”
字， 并将 “福” 字和春联送给坚守一线的基层
班组。 隆化县供电分公司汤头沟镇供电所在岗
职工一起包饺子、 挂灯笼、 贴对联， 喜气洋洋
迎新春。 承德供电公司工会走访慰问调度值班
一线工作场所， 送上新春祝福与慰问品。 超高
压分公司北京运维分部变电运维三班职工共同
贴春联、 包饺子， 营造浓浓年味。

邮政员工：

除夕坚守岗位 履行国企职责

在千家万户欢聚一堂辞旧迎新之际， 朝阳
邮政的广大员工仍然在岗辛勤工作， 履行着国
企的承诺和担当。

除夕一大早， 投递员徐萍按时为用户李阿
姨投递报纸， 还边送报边送福。 “今天又是你
呀， 三十还不休息？” “我一直上到初八， 我们
邮政365天都是如此 ， 回见吧 ， 明天再给您拜
年。” 说着就奔了下一家。

朝阳区的各个邮储支行线上线下同步开
展多个活动 ， 在线下组织 “新春送福” 活动，
向到店的客户送去新春祝福； 在线上开展 “晒
年夜饭， 合家欢” 活动和网络直播， 与客户们
共同庆除夕。

这一天， 在市分公司和兄弟单位的驰援下，
朝阳区分公司组成11支突击队支援包裹投递 ，
全力奋战春节投递高峰， 让包裹早点陪自己的
主人一起过年。

医护人员：

除夕夜吃上了医院准备的饺子

大年三十， 本该是万家灯火、 阖家团圆的
时刻， 但在医院仍有许多患者和医护人员因疾
病治疗和工作需要， 不得不 “留守” 医院。 除
夕当天， 由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统
一安排 ， 院领导为值班医护人员送上热气腾
腾的饺子， 共1500多份， 并为大家送去新年祝
福。

该院党委书记、 理事长辛有清介绍， 在北
方， 除夕夜吃饺子已经成为每家每户不可或缺
的食物。 吃饺子取 “更岁交子” 之意， “子 ”
为 “子时”， 交与 “饺” 谐音， 有 “喜庆团圆”
和 “吉祥如意” 的意思。 在这个不一样的除夕，
医院特地为医护人员准备了一份 “有温度” 的
惊喜———热气腾腾的水饺， 院领导们将来自医
院的关怀与温暖一一送到医护人员手中。

外卖骑手：

站点组织年夜饭 跟兄弟们共度佳节

这个春节， 餐饮店的火爆从线下延续到线
上， 外卖平台上 “年夜饭” 搜索量比去年增长5
倍。 美团配送为春节坚守岗位的骑手准备了稳
岗补贴， 同时推出一系列春节关怀活动， 像朝
阳、 海淀、 顺义等区多个站点为坚守岗位的骑
手举办站点年夜饭活动， 让骑手们开心欢度佳
节。

骑手叶书玲说， 留在北京主要是过年有额
外跑单补贴， 春节一周可以比平时多赚两三千
块。 “等过完年再回去看家人也是一样的， 还
可以错开春运高峰。”

今年是范铁明成为骑手的第五年， 新春佳
节， 像他这样的资深骑手收到美团配送的五
周年骑手专属服装。 2022年他被选为 “产品体
验官”， 跑单之余负责提前体验各种装备和
手机端新功能 ， 并提出反馈意见。 “专属骑
手服和产品体验官身份是对我工作资历的肯定，
也是一份责任。”

留京学生：

整个假期过得开心又满足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研三学生余安定是河南
人， 面临写毕业论文和找工作的压力， 决定今
年留校过年。 学校及时送来暖心慰问， 加上假
期劳逸结合的计划， 让他打消不能和家人团聚
的失落感， 对未来充满期待。

今年首经贸共有129名学生留校过年， 还有
183名职工值守岗位， 学校通过走访慰问、 新春
元素妆点校园、 发放免费餐券等多种形式， 营
造出温馨祥和的过年氛围。 大年廿九， 校党委
书记韩宪洲等校领导看望留校师生代表， 送上
温暖祝福和慰问品， 并组织新春座谈会， 了解
留校学生的需求。

大年三十， 小余和在京工作的堂哥一起吃
年夜饭， 初一、 初二和同学逛庙会， 初三开始
写论文， 整个假期过得很充实。 他通过视频告
诉家乡的亲人， “今年春节我过得开心又满足，
请长辈们放心。”

海外项目部员工：

贴春联、包饺子、送祝福

一个个福字、 一张张笑脸， 在与中国有五
个小时时差的白俄罗斯， 北京城建的海外员工
在岗位上同样感受着新春佳节的喜悦。

除夕当天， 北京城建集团援白俄罗斯国家
足球体育场项目部组织一线近300名员工贴春
联、 包饺子。 大年初二， 受明斯克市工厂区政
府和当地两所学校邀请， 项目部职工与当地师
生进行了文化交流。

“虽然春节不能回家， 但我和项目部的兄
弟姐妹一起过节很温暖。” 项目质量工程师王铁
刚表示， 为了建设一个满足世界级赛事要求的
体育场馆， 城建员工迎难而上， 将对祖国的美
好祝福融入到自身工作中。

项目经理沙奕表示， 希望通过春节期间的
一系列活动， 让海外员工感受到城建大家庭的
温暖， 也感受到白俄罗斯文化的魅力。

电力员工：

工会活动让职工感受“家”的温暖

今年春节， 国网冀北电力有限公司许多干
部职工主动请缨坚守工作岗位 。 公 司 工 会
组织开展迎新春送温暖主题活动， 各分公司工
会精心为驻岗职工准备了新春祝福和 慰 问
品 ， 举办特色迎新春活动， 让职工 在 紧 张 忙
碌工作的同时感受到浓浓的年味和融融的暖
意。

“这个春节我们过得很喜庆， 很欢乐！” 除
夕当天， 国网冀北电力有限公司玉田县供电分
公司工会组织职工书法爱好者书写兔年 “福 ”
字， 并将 “福” 字和春联送给坚守一线的基层
班组。 隆化县供电分公司汤头沟镇供电所在岗
职工一起包饺子、 挂灯笼、 贴对联， 喜气洋洋
迎新春。 承德供电公司工会走访慰问调度值班
一线工作场所， 送上新春祝福与慰问品。 超高
压分公司北京运维分部变电运维三班职工共同
贴春联、 包饺子， 营造浓浓年味。

邮政员工：

除夕坚守岗位 履行国企职责

在千家万户欢聚一堂辞旧迎新之际， 朝阳
邮政的广大员工仍然在岗辛勤工作， 履行着国
企的承诺和担当。

除夕一大早， 投递员徐萍按时为用户李阿
姨投递报纸， 还边送报边送福。 “今天又是你
呀， 三十还不休息？” “我一直上到初八， 我们
邮政365天都是如此 ， 回见吧 ， 明天再给您拜
年。” 说着就奔了下一家。

朝阳区的各个邮储支行线上线下同步开
展多个活动 ， 在线下组织 “新春送福” 活动，
向到店的客户送去新春祝福； 在线上开展 “晒
年夜饭， 合家欢” 活动和网络直播， 与客户们
共同庆除夕。

这一天， 在市分公司和兄弟单位的驰援下，
朝阳区分公司组成11支突击队支援包裹投递 ，
全力奋战春节投递高峰， 让包裹早点陪自己的
主人一起过年。

医护人员：

除夕夜吃上了医院准备的饺子

大年三十， 本该是万家灯火、 阖家团圆的
时刻， 但在医院仍有许多患者和医护人员因疾
病治疗和工作需要， 不得不 “留守” 医院。 除
夕当天， 由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统
一安排 ， 院领导为值班医护人员送上热气腾
腾的饺子， 共1500多份， 并为大家送去新年祝
福。

该院党委书记、 理事长辛有清介绍， 在北
方， 除夕夜吃饺子已经成为每家每户不可或缺
的食物。 吃饺子取 “更岁交子” 之意， “子 ”
为 “子时”， 交与 “饺” 谐音， 有 “喜庆团圆”
和 “吉祥如意” 的意思。 在这个不一样的除夕，
医院特地为医护人员准备了一份 “有温度” 的
惊喜———热气腾腾的水饺， 院领导们将来自医
院的关怀与温暖一一送到医护人员手中。

外卖骑手：

站点组织年夜饭 跟兄弟们共度佳节

这个春节， 餐饮店的火爆从线下延续到线
上， 外卖平台上 “年夜饭” 搜索量比去年增长5
倍。 美团配送为春节坚守岗位的骑手准备了稳
岗补贴， 同时推出一系列春节关怀活动， 像朝
阳、 海淀、 顺义等区多个站点为坚守岗位的骑
手举办站点年夜饭活动， 让骑手们开心欢度佳
节。

骑手叶书玲说， 留在北京主要是过年有额
外跑单补贴， 春节一周可以比平时多赚两三千
块。 “等过完年再回去看家人也是一样的， 还
可以错开春运高峰。”

今年是范铁明成为骑手的第五年， 新春佳
节， 像他这样的资深骑手收到美团配送的五
周年骑手专属服装。 2022年他被选为 “产品体
验官”， 跑单之余负责提前体验各种装备和
手机端新功能 ， 并提出反馈意见。 “专属骑
手服和产品体验官身份是对我工作资历的肯定，
也是一份责任。”

留京学生：

整个假期过得开心又满足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研三学生余安定是河南
人， 面临写毕业论文和找工作的压力， 决定今
年留校过年。 学校及时送来暖心慰问， 加上假
期劳逸结合的计划， 让他打消不能和家人团聚
的失落感， 对未来充满期待。

今年首经贸共有129名学生留校过年， 还有
183名职工值守岗位， 学校通过走访慰问、 新春
元素妆点校园、 发放免费餐券等多种形式， 营
造出温馨祥和的过年氛围。 大年廿九， 校党委
书记韩宪洲等校领导看望留校师生代表， 送上
温暖祝福和慰问品， 并组织新春座谈会， 了解
留校学生的需求。

大年三十， 小余和在京工作的堂哥一起吃
年夜饭， 初一、 初二和同学逛庙会， 初三开始
写论文， 整个假期过得很充实。 他通过视频告
诉家乡的亲人， “今年春节我过得开心又满足，
请长辈们放心。”

海外项目部员工：

贴春联、包饺子、送祝福

一个个福字、 一张张笑脸， 在与中国有五
个小时时差的白俄罗斯， 北京城建的海外员工
在岗位上同样感受着新春佳节的喜悦。

除夕当天， 北京城建集团援白俄罗斯国家
足球体育场项目部组织一线近300名员工贴春
联、 包饺子。 大年初二， 受明斯克市工厂区政
府和当地两所学校邀请， 项目部职工与当地师
生进行了文化交流。

“虽然春节不能回家， 但我和项目部的兄
弟姐妹一起过节很温暖。” 项目质量工程师王铁
刚表示， 为了建设一个满足世界级赛事要求的
体育场馆， 城建员工迎难而上， 将对祖国的美
好祝福融入到自身工作中。

项目经理沙奕表示， 希望通过春节期间的
一系列活动， 让海外员工感受到城建大家庭的
温暖， 也感受到白俄罗斯文化的魅力。

电力员工：

工会活动让职工感受“家”的温暖

今年春节， 国网冀北电力有限公司许多干
部职工主动请缨坚守工作岗位 。 公 司 工 会
组织开展迎新春送温暖主题活动， 各分公司工
会精心为驻岗职工准备了新春祝福和 慰 问
品 ， 举办特色迎新春活动， 让职工 在 紧 张 忙
碌工作的同时感受到浓浓的年味和融融的暖
意。

“这个春节我们过得很喜庆， 很欢乐！” 除
夕当天， 国网冀北电力有限公司玉田县供电分
公司工会组织职工书法爱好者书写兔年 “福 ”
字， 并将 “福” 字和春联送给坚守一线的基层
班组。 隆化县供电分公司汤头沟镇供电所在岗
职工一起包饺子、 挂灯笼、 贴对联， 喜气洋洋
迎新春。 承德供电公司工会走访慰问调度值班
一线工作场所， 送上新春祝福与慰问品。 超高
压分公司北京运维分部变电运维三班职工共同
贴春联、 包饺子， 营造浓浓年味。

邮政员工：

除夕坚守岗位 履行国企职责

在千家万户欢聚一堂辞旧迎新之际， 朝阳
邮政的广大员工仍然在岗辛勤工作， 履行着国
企的承诺和担当。

除夕一大早， 投递员徐萍按时为用户李阿
姨投递报纸， 还边送报边送福。 “今天又是你
呀， 三十还不休息？” “我一直上到初八， 我们
邮政365天都是如此 ， 回见吧 ， 明天再给您拜
年。” 说着就奔了下一家。

朝阳区的各个邮储支行线上线下同步开
展多个活动 ， 在线下组织 “新春送福” 活动，
向到店的客户送去新春祝福； 在线上开展 “晒
年夜饭， 合家欢” 活动和网络直播， 与客户们
共同庆除夕。

这一天， 在市分公司和兄弟单位的驰援下，
朝阳区分公司组成11支突击队支援包裹投递 ，
全力奋战春节投递高峰， 让包裹早点陪自己的
主人一起过年。

欢欢欢欢欢声声声声声笑笑笑笑笑语语语语语过过过过过大大大大大年年年年年

欢声笑语辞旧岁， 喜气洋洋贺新春。 2023年春节是新冠疫情 “乙类乙管” 之后的第一个春节， 不少职

工如愿与亲友团圆， 也有很多人继续坚守岗位， 为城市的正常运转默默奉献。 无论是在家里的饭桌边， 还

是在岗位上， 人们都怀揣对未来的美好憧憬， 心怀希望与梦想眺望远方。 此时此刻， 单位送来的暖心关

怀， 更让人平添几许动力。 本报记者兵分多路， 记录了红红火火的过年场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