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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运纵横

“参加完这次代表大会，
让我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会
议的庄严和自己职责的神
圣！”2月 26日上午 10时左右，
省工人疗养院会议中心外，一
名走出会场的代表十分激动。

这是陕西省工人疗养院
六届一次职工代表、会员代
表大会召开后，职工的深切
感受。

确定会议各项程序确保
准确，征集、合并、确定重点提
案事无巨细，代表因病请假选
举票在选前当众销毁……这
种规范化体现在会议筹备、预
备及正式召开的方方面面。
这是本报记者在代表大会上
的切身体会。

会前 把民主管理思
想渗透给每一个人

“本该是疗养院工会组织
筹备的会议，因为上届工会主
席、部分委员退休等因素，我
们专门成立了筹备小组，设置
了秘书处、资格审查委员会等
机构，并多次请教省总工会相
关部室，严格按照程序组织会
议！”省工人疗养院党委副书
记、院代表大会筹备小组秘书
长赵现道说。

这次会议前后筹备了三
个月，只有一个目的——所有
程序和每一个细节，严格按
照规定办理，把民主管理的
思想渗透给全院的每一位干
部职工。

会议进行的方式，与省市
两会的预备会一个标准。广
播里女工作人员字正腔圆、匀
速流畅的说明，确保会场每个
角落的每个代表都听得清清
楚楚、明明白白。

在举手表决通过总监票
人、监票人、计票人后，总监票
人、监票人、计票人正式入席，
大会进行第七项议程，开始进
行工会委员会委员预选。

现场，受氛围影响，许多
代表的坐姿非但没有疲沓，反而不自觉地
更加“板正”。

会中 把民主管理因素展现在
每一个细节

开幕会上，省总工会二级巡视员、省工
人疗养院党委书记、院长姜晓军所作的院
工作报告中肯地总结了 2020年取得的成
绩和仍然存在的不足，并从 5个方面提出
了 2021年构建疗养院高质量发展的重点
工作。

姜晓军对代表说：“你们要直言不讳，
积极发言，充分使用自己的民主权利，对报
告有任何建议或异议都可以向大会以书
面、口头等形式提出，也可以在分组讨论时
提，甚至会议结束后可以直接向我或相关

部门提，只要有利于全院发展，
疗养院都会积极参考吸纳。”

无论是院工作报告里提
出的“积极转变身份管理到岗
位管理，建立以岗位责任为重
点；以绩效考核为核心的工资
分配制度；坚持工资薪酬与绩
效挂钩，激发职工岗位建功的
能动性和持续性”，还是工会
工作报告里提出的“坚持职工
代表大会制度，加大提案办理
的刚性，及时督导反馈，规范
民主议事制度”，又或者财务
预决算工作报告里提出的

“2021年预算人员支出比上年
提高 262 万”等新工作，无不
展现出省工疗 2021年的高质
量发展节奏，让职工代表备感
振奋。

会上，副院长郭洋所作提
案工作报告显示，共收到提案
41件，经提案组审查，确立提
案27件，未立提案14件。

另外，每个小组均安排两
位院领导参加分组讨论，积极
回答代表质询。

投票环节，尽管总监票
人、监票人以及计票人在预备
会上已表决通过，众目睽睽之
下，票箱要验、选票要两次清
点，监票、计票工作不可能有
任何纰漏发生，但依然再次进
行了全体代表举手表决。

会后 把民主管理制
度作为重要保障

会议结束，大会代表、体
检中心副主任黎亚玲脸上写
满自豪。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职工
代表、工会会员代表大会，心
里感到无比自豪和光荣，思想
上有很大进步。”黎亚玲说。

本次代表大会召开前，黎
亚玲早早便拿到了提案征集
表和主要讨论议题，使她有充
分的时间调查研究、收集周边
职工的意见。

“当前，体检不能满足信
息化的体检发展需求，尤其在定期提醒、
回访客人、健康管理时，理念的更新和设
备的改良已迫在眉睫，这也是体检中心职
工讨论最热烈的问题，所以必须写入提
案。”黎亚玲说。最终，《完善健康管理系
统，实现信息化体检》建议以提案形式郑
重提交大会。

代表段西龙说，两个报告振奋人心，自
己日后的工作动力更足了，尤其本次大会
严格程序，代表的权利能够得到充分发挥，
讨论环节能畅所欲言，给日后的会议召开
和工作开展起到了很好的样板示范作用。

“今天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工疗美好
的明天，打造高质量模板化的代表大会，是
为了让‘最美福地’更加民主地高质量发展
下去！”姜晓军如是说。

□本报记者 王何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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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贾盈荣 谭薇） 3月 5日，
陕西工运学院召开党史学习教育动员
大会，安排党史学习教育及新学期重点
工作。

会上，学院党委书记严天池领学并
解读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
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传达郭大为主
席在省总学习动员大会上的具体要求，
并对学院党史学习教育进行具体安排。
他表示，开展党史学习教育是贯穿学院
全年工作的一项重大政治任务，全体党

员及教职工要深入学习讲话精神，切实
做到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
史力行，要把这次党史学习教育作为促
进学院教学提升、管理提升、服务提升的
重要契机，以更加强烈的责任和担当服
务工会、服务职工、服务社会。

院长陈建树就2021年度工作进行总
体部署，提出要按照省总十四届五次全
委会总体要求，在政治建设、业务建设、
团队建设以及学院管理等四个方面取得
新突破，推动学院各项工作全面提升。

陕西工运学院

召开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

本报讯（张翟西滨） 日前，笔者从
咸阳首届“我最喜爱的春晚节目”颁奖典
礼获悉，由市总工会选送的男女声二重
唱《我奋斗我幸福》荣获最佳人气奖。

2月4日，由咸阳市委宣传部、市文化
和旅游局主办，市广播电视台承办的“咸
阳，一路向阳”2021年咸阳市春节联欢晚

会成功网络直播，当晚在线观看 21.6万
人次。整台“咸阳春晚”共 15个节目，包
括歌舞、小品、戏曲、杂技、快板等，融合
秦汉元素，彰显地域文化。2月 10日“我
最喜爱的春晚节目”投票评选活动开启，
根据票选结果，最终产生“最佳网络人气
奖”“最佳舞蹈节目奖”等奖项。

“为什么压力一大，我们就忍不
住想要刷微博、朋友圈，打游戏、看
小说、上网购物？这样做只会使我
们暂时心情愉悦、忘却压力，但其实
是逃避。”“观看学习了视频《疫情
后良好心理状态的建设》，我学会了
一些防护方法，保持平常心，找到适
合自己放松的方式。”……

这是省职工帮扶服务中心依托
网上工会打造心理服务平台，广泛开

展心理健康知识普及教育，传播心理
学知识的系列活动之一。

2020 年初，面对突如其来的新
冠肺炎疫情，省职工帮扶服务中心及
时开通了面向医务人员和职工的两
条“战疫”心理热线，免费提供心理疏
导、心理支持等服务，预防与减轻疫
情所致的心理困顿。此外，面向中考
考生及家长还开展了“从‘心’出发，
轻松应考”中考考前心理辅导直播

课。首次在传统帮扶项目“金秋助
学”中加入心理辅导团体活动，关注
困难职工家庭大学生的心理健康。

“国家在‘十四五’规划里强调要
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健康中国 2030’规划里也提出要加
强心理健康服务体系建设和规范化
管理。现在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
全面胜利，职工的物质需求得到满足
后，对精神需求会逐渐增加。给予职

工心灵慰藉，维护和谐融洽的社会关
系，这是我们进行心理建设的初衷。
今后，我们将按照‘一建、二送、三提
升’的规划，建设一批心灵驿站，构建
完善‘职工自助服务—工会心理咨
询—专业机构心理危机干预’三级心
理健康服务体系，为全省职工提供普
惠心理健康服务。”省职工帮扶服务
中心主任汪波对记者说道。

□本报记者 赵院刚

咸阳市总工会

选送节目获“咸阳春晚”最佳人气奖

会议现场会议现场。。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鲜康鲜康 摄摄

心理微课堂、心理辅导讲座……

省职工帮扶服务中心普惠心理健康服务获好评

全省女职工以多种形式庆祝“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

←3月8日，
西安普天通信
有限公司举办

“舞动身体，唤
醒生命之美”女
性心理辅导活
动，愉快的笑声
充满整个活动
现场。
□王忠义 摄

→3 月 7 日，陕西省
青年志愿者协会、陕西省
建设工会联合中建五局
西北公司在泾渭三甲医
院项目部举办女职工“厨
王争霸赛”。在“三八”节
期间，中建五局西北公司
还组织广大一线女职工
参加插花、亲子照拍摄及
画油画等活动。
□本报记者 鲜康 摄

→3月8日，
铜川市耀州区
总工会组织全
区 60 余 名 劳
动模范、五一
巾帼标兵、教学
能手、驻村第一
书记等先进女
职工代表，开
展了“建党百
年展芳华 巾帼
岗位立新业”庆
祝活动。

□本报记者
王何军 摄

→3 月 8 日 ，
延安铁路公安处
榆林站派出所组
织全体女警，开展
了 以“ 快 乐 巾 帼
欢聚警营”为主题
的庆“三八”系列活
动，让大家度过一
个愉快而难忘的
节日。

□刘娴 摄

→日前，中铁一局
建安公司西安建筑分公
司工会开展了以“巾帼
须眉讲奉献、建功立业
谋发展”为主题的女职
工素质拓展活动，让 60
余名女职工感受到了欢
乐、喜悦及企业送来的
浓浓祝福。

□杨晓芳 摄

↑3月5日，咸阳市长武县妇联携手亭口镇党委、政府，开展
“学党史、感党恩，永做党的好女儿”庆“三八”主题活动，广大妇
女欢聚一堂，用歌声、舞蹈庆祝自己的节日。 □李宁 摄

←在“三八”
节前夕，中国铁
路西安局集团有
限公司工务机械
段工会通过举办
征文比赛、艺术插
花等系列活动，不
断提升女职工爱
岗敬业的精神，
激发全员干事创
业的热情。

□刘刚 摄

本报讯（罗巧玲） 3月5日，西安市曲江新区工会女职工委员会、
曲江新区妇女工作委员会联合举办了“2021年曲江新区庆‘三八’表彰
大会暨‘诵经典巾帼言志·执扇韵溢彩曲江’国风艺术活动”。

活动中，西安儿童艺术剧院及荣获2020年曲江南湖教育联合体教
育服务先锋——南湖小学教师赵熙分别诵读了《时代女性之光》和《第
十一位教师》；西安演艺集团的女演员跳起了《团扇舞》。此次活动，曲
江新区工会特邀专业老师为全区50余名女职工讲授了团扇的历史及
制作方法。女职工们兴趣盎然，领略团扇之美，感受古典东方韵味，享
受着亲自创作团扇带来的快乐。

西安曲江新区工会

组织女职工学习团扇制作

观赏精彩绝伦的调酒技艺、品
尝香甜可口的各式西点、制作弹力
十足的手工拉面……3月 5日，省教
科文卫体工会组织二十余名女职工
来到陕西旅游烹饪职业学院，开展

“品味舌尖工会深情 展示别样女
性风采”活动，庆祝“三八”节。

“我为大家调一个特制‘红粉
佳人’鸡尾酒，它寓意着可以带来
浪漫美好的爱情。”酒店管理专业
学生王玥拿起玛格丽特杯，边说边
向里面加入几块冰和一份打好的蛋
清，接着是一盎司的金酒和淡奶油，
再加入一勺红石榴糖浆，搅拌后摇
匀，倒入鸡尾酒杯后，再在上面用一
个红樱桃作装饰，一杯粉红色鸡尾
酒就调好了。

另一边，学生们用南瓜雕刻的
金牛栩栩如生，在西瓜上雕出的玫
瑰花也是非常逼真。西北大学工会
副主席、女工委主任高春艳观看完
技艺展示后说：“看着这些精美的雕
花和独特的调制酒，使我深刻感受
到了中华美食文化的博大精深，以

及传承创新的重要性。”
在西点品尝及制作环节，女职

工们将打发好的巧克力、抹茶奶油
装入裱花袋，沿着蛋糕边缘挤着奶
油层层向里收拢，最后在奶油顶上
用半颗草莓装饰，一块奶油小蛋糕
就做好了。

“将面粉、糖盐、黄油、鸡蛋按比
例制作出糖面，再擀成5毫米厚的面
饼，用鱼、熊等各型模具压出饼干
形状，用烤箱烤一会就成了。”根据
提示，女职工们认真做着饼干。西
安电子科技大学女工委副主任杨景
体验后说道：“我非常爱吃甜品，烘
焙的清香一下把我吸引了过去。在
这里，体验到自己动手制作的乐趣，
我深感幸福与知足。”

在果蔬切削和面食制作环节，
当学生们将豆腐切成一丝丝细软的
菊花、蒙住双眼在固定好的气球上
快速切着蔬菜时，引发一片赞叹声。

省总工会女职委委员、陕西科
技大学女工委主任庄希琛体验制
作拉面后说：“这样的实践活动非

常好，亲身体验后才
知道拉面不是我想
象中的那么容易，手
握面的位置和拉面
力道、手法很重要，
这就同我们工作一
样，一定要夯实基本
功，经过苦练摔打才
能练就真本领。”

□文/本报记者
赵院刚

图/本报记者
薛生贵

本报讯（实习记者 董欣） 3月 7日，记者获悉，2020年我省援鄂
医疗队厨师团队队长高永宁为我省教师、医务人员、警察等女同志赠
送一次“科学膳食、营养配餐、合理烹调”的美食制作体验活动体验
券。持卷可享受市场价值399元的营养美食制作课程一次，包含食材
原料费用。

高永宁介绍说，体验券有效期为2021年3月8日-6月9日，联系电
话：15829229448，通过单位妇联联系预约，免费上门送券。

我省援鄂医疗队厨师团队队长
高永宁为女性同胞献爱心

↑3月5日，中铁十二局集团四公司工会女工委，组织女职工举行
“相约浪漫花海 绽放巾帼风采”主题插花活动，近80人参加，大家一
起欢度自己的节日。 □刘国占 吕燕 摄

品西点、制拉面……

烘焙现场烘焙现场

省教科文卫体工会组织女职工体验美食艺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