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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李新和）为全面
提升职工素质，实施“以赛促培”
战略，更好地组织全市职工助力焦
作高质量发展，并以此掀起全市
80 万职工技术大比武、大竞赛、
大练兵、大进步的高潮，8 月 30
日，我市在市供电公司光源体育场
举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当好主力军、建功新时
代”第一届职工技术运动会。市人
大常委会副主任、市总工会主席许
竹英宣布焦作市第一届职工技术运
动会开幕。

市总工会党组书记、副主席张
红卫出席开幕式并讲话。市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局、市工业和信息化
局、市总工会相关领导出席开幕
式。

张红卫在开幕式致辞中指出，
举办职工技术运动会，是提高全市
广大职工技能素质的有效途径，是
尊重劳动、尊重科学、尊重知识、
尊重人才，发扬人民群众首创精神
的集中体现。希望各级工会要以本
届职工技术运动会为契机，结合

“当好主力军、建功新时代”主题
技能竞赛活动，大力弘扬工匠精
神，建设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
劳动者大军。希望参赛选手，以精
湛的技艺和过硬的作风，赛出风
格、赛出水平，并把比赛中激发出

来的进取精神转化为创新、创业、
创造的实际行动，在打造“精致城
市、品质焦作”的征程中，充分发
挥主力军的作用，展示主人翁风
采，以实际行动向新中国 70 华诞
献礼。

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有关
领导在开幕式上宣读了《关于举办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
当好主力军、建功新时代”焦作市
第一届职工技术运动会的通知》，
参赛选手、裁判员代表分别进行了
宣誓。

在开幕式后的集中展示赛中，
来自电力、供电、金融、卫生、快
递5个行业系统的66名参赛选手在
背画系统图、10KV配电线路电缆
头制作、手工单指点钞、单手徒手
心肺复苏、快件处理等工种展开了
紧张激烈的角逐。比赛结束后，市
总工会、市人社局、市工信局的有
关领导为每个行业取得前3名的获
奖选手颁发了获奖证书。

据悉，这届职工技术运动会
从 8 月底开始到 10 月底结束，历
时 2 个月，包括一类竞赛、各产
业系统二类竞赛、各单位技能竞
赛和集中展示赛，涵盖 42 个行业
（系统） 169 个工种，预计全市将
有 20 万各类企事业干部职工参加
竞赛。

当好主力军 建功新时代
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我市举行第一届职工技术运动会

本报讯（记者李新和） 8月31日上午，焦
作市总工会组织市劳模志愿服务队医疗分队
走进沁阳市紫陵镇范村，开展大型义诊活动。
市总工会党组书记、副主席张红卫，市总工会
经审委主任张升一同参加活动。

范村是一个自然行政村，全村现有农户
560 余户、人口 2100 余人，有贫困户 195 户。近
年来，在各级党委、政府的大力支持和焦作市
总工会对口帮助、精准扶贫下，范村依托优势，
积极打造全国皮筋头饰小商品生产和批发基
地，走智力减贫、产业扶贫、技术脱贫之路，进
一步加快了贫困群众脱贫致富、贫困乡村如期
摘帽、退出贫困序列的步伐。目前，全村已有
148户贫困户实现了脱贫目标。

为了帮助更多的老人、孩子解决看病难问
题，来自焦作市人民医院、焦作市妇幼保健院
的10多名劳模专家踊跃参加了这次义诊活动。
在范村幸福园大院内，各位医疗专家刚刚摆好桌子和仪器，就吸引
了村里男女老少纷纷赶来健康体检、咨询病情。焦作市人民医院工
会主席钱琪，在31日早上完成交接班后，不顾疲劳又带队参加义
诊活动；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焦作市人民医院心内一区主任
郑海军耐心地解答每一位村民提出的问题；河南优秀医师奖获得
者、焦作市人民医院神经内科二区主任吕海东，不时拿出叩诊锤在
患者的肘部、腿部轻轻叩击；焦作市妇幼保健院业务副院长段社
教，细心地帮助每一位女患者排忧解难……按照时间安排是2个
小时，但看到许多村民还陆陆续续从家里赶来，各位专家主动延长
义诊时间。据统计，仅仅一上午，医疗分队专家就接诊村民百余人，
为村民提供咨询和治疗指导建议160多条，免费发放各类药品价
值达2000余元。

就在群众络绎不绝赶来看病的同时，张红卫和村干部也与就
诊群众进行深入交谈，询问有关情况，并向节假日期间义务参加问
诊活动的劳模专家表示慰问，勉励广大劳模积极响应党和政府的
号召，参加劳模助力脱贫攻坚活动，发挥模范带头作用。

随后，张红卫还和钱琪、焦作市妇幼保健院工会主席王竹梅一
起为范村贫困户家庭的3名新入学学生每人发放慰问金5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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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李新和）为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
年，在全国第35个教师节即将
来临之际，9月7日上午，市劳
模志愿服务队教育服务分队走
进修武县七贤镇崔庄村完小，
开展送教下乡活动。市总工会
副主席李林敏、金丽艳参加活
动。

崔庄村完小是七贤镇的一
个山村小学，2003 年在镇政府
的协调下，集资 25 万元建成教
学楼，2007年至2010年，修武县
一些企业家投资 20 万元，为该
校配备了各种辅助设施，健全了
教学用房，改善了正常的教学条
件。但是，由于受地理位置、交通
不便等因素影响，学校生源受
阻，在校生仅有47人，学校师生
资源、教学条件依然受到限制。

在送教下乡活动现场，该校
47名学生统一服装，手持国旗，
首先举行了升国旗仪式。接着，
由市学生路小学优秀教师范卓
主持活动，并以庆祝中华人民共
和国成立 70 周年为主题，循循
善诱地给孩子们上了一堂爱国
主义教育课。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名字
是什么？是谁创作的？国旗是什
么颜色？这种颜色象征着什么？
国旗上的大五角星代表什么？小
五角星又代表什么……”在范卓
的提问下，孩子们争先恐后地抢

着回答。谈梦想、颂伟人、忆历
史、讲故事，一堂生动的爱国主
义教育课让孩子们切身感受到
了祖国的巨大变化和繁荣富强。
随后，市学生路小学的学生代表
登台表演了诗朗诵，并和崔庄村
完小的学生们互动，共同畅想祖
国更加美好的明天。

9月10日是教师节，为了表
达对老师的崇高敬意和热爱之
情，现场的孩子们还向崔庄村完
小的优秀教师和退休教师代表
献上了鲜花。

为了长期保持联系沟通，增
进友谊，互相学习，活动现场，市
学生路小学还和崔庄村完小签
订了“结对子”协议。

省劳动模范、市学生路小学
校长杨芳，省劳动模范、市第十
七中学校长刘爱国，全国劳动模
范、修武县第一中学退休教师张
迎春，市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
市实验中学教师晁丽丽等劳动
模范参加活动，并与崔庄村完小
的教职员工进行了座谈，表示今
后要加强互动交流，共同提高教
学水平，帮助山村的孩子们完成
学业，实现美好的人生梦想。

市总工会领导还为崔庄村
完小的教师们送去了牛奶、食用
油等慰问品，并勉励他们克服困
难，不断改革创新教学方式，为
孩子们的美好未来铺路架桥，打
下良好的基础。

市劳模志愿服务队教育服务分队
开展送教下乡活动

本报讯（记者李新和）在中秋、国庆双节即将
来临之际，为进一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加强党员
干部的廉洁教育，强化市总工会全体党员干部的政
治素质和廉洁意识，筑牢拒腐防变的思想防线，9
月6日，市总工会组织机关全体党员干部，到市委
党校市警示教育基地参观学习，接受廉政警示教
育。市总工会副主席金丽艳、市总工会经审委主任
张升、市总工会副调研员孔亚平参加活动。

在教育基地，大家认真聆听讲解员的解说，集
中观看警示教育片。面对一幅幅生动鲜活的照片、
一组组触目惊心的数字、一个个发人深省的案例，
大家深受触动和教育。通过参观学习，给大家上了
一堂形象、生动、直观的反腐倡廉课。大家纷纷表
示，要深刻汲取教训，严格要求自己，把纪律和规
矩挺在前面，做到心有所畏、行有所止。要强化底
线意识，做到不违反党纪党规、不踩红线，牢记全
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将廉洁从政、严以律己
落实到行动中，珍惜现有的工作岗位、珍惜生活，
做到警钟长鸣。

最后，参加活动的全体党员重温了入党誓词。

市总工会机关党员干部
参观市警示教育基地

本报讯（记者李新和）为庆
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
9月6日上午，市总工会举行了宣
传劳动精神、劳模精神、工匠精
神的快闪《我和我的祖国》《咱们
工人有力量》快闪拍摄活动。市
总工会党组书记、副主席张红
卫，市总工会副主席李林敏、金

丽艳，市总工会经审委主任张
升，市总工会兼职副主席梁兵，
市总工会副调研员孔亚平参加了
快闪拍摄活动。

来自平光公司、中轴集团、
移动公司、焦煤集团、公交公
司、供电公司、金融保险、快递
行业等11家企业方队，与劳模方

队、市总工会机关方队共 700 多
人参加了快闪拍摄活动。

“我和我的祖国，一刻也不
能分割，无论我走到哪里，都
流出一首赞歌……”在快闪拍摄
现场，大家挥舞鲜艳的国旗，集
体唱响 《我和我的祖国》《咱们
工人有力量》，用雄壮深情的歌

声表达对祖国的热爱之情。劳
模代表梁兵、郭爱萍和职工代表
魏小猛纷纷表示，能受邀参加这
次快闪拍摄活动，是心中永远铭
记的荣耀和骄傲，今后一定要
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用出色
的成绩向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献
礼。

快闪拍摄结束后，市总工会
机关人员又相继来到南水北调劳
模风采长廊、焦煤集团机关和百
年焦作煤矿遗址，参观学习劳模
光辉事迹，面对面聆听劳模艰苦
创业的精彩故事，增进了大家对
历经百年沧桑美好家园的热爱之
情。

市总工会举办“我和我的祖国”快闪拍摄活动

本报讯（记者李新和） 9月7日下午，由市
总工会主办的“缘起工会♥为爱相约”2019 年
焦作市第四届单身职工交友联谊活动在工人文化
宫举行，这是市总工会连续第四年举办的大型相
亲活动。市总工会副主席金丽艳参加活动并致
辞。

金丽艳在致辞中指出，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
发展，人们的工作节奏逐步加快，人与人之间交
流、沟通的时间逐渐减少，适龄青年择偶及单身
再婚难的问题日益突出，已成为当今社会的一个
重要问题。为了进一步深化实施职工关爱行动，
作为职工的“娘家人”，市总工会发挥组织优
势，为单身职工搭建安全的交友平台，拓宽安全
的交友渠道，帮助单身男女职工解决婚恋问题，
目的就是为青年职工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

金丽艳希望，参加这次“缘起工会♥为爱相
约”2019 年焦作市第四届单身职工交友联谊活
动的青年男女职工，开启为主角的青春聚会和美
丽邂逅，敞开心扉，绽放激情，建立友谊，收获
爱情和幸福。

来自我市各行各业的青年男女100多人参加
了这届交友活动。

市总工会举办第四届单身职工交友联谊活动

⬅参赛选手在比赛。
本报记者 李新和 摄

⬆第一届职工技术运动会
开幕式现场。

本报记者 李新和 摄

图为参加活动的青年男女职工在参加互动游戏。
本报记者 李新和 摄

图为拍摄快闪前，大家手持“祝第十届中国焦作国际太极拳交流大赛暨2019云台山旅游节圆满成功”横幅，表达对焦作山水的热爱之情。 本报记者 李新和 摄

编者按
8月23日，市总工会召开2019年焦作市

劳模助力脱贫攻坚推进会，成立了焦作市劳
模志愿服务队农业服务分队、医疗服务分队、
技术服务分队、金融服务分队、供电服务分
队、企业管理服务分队、教育服务分队、法律
服务分队8支志愿服务分队。服务分队成立
后，大家热情高涨，发挥各自优势，积极投身
到劳模助力脱贫攻坚工作中。目前，医疗服务
分队、教育服务分队已经行动，本刊将陆续跟
踪报道，从而进一步调动各个分队劳模助力
脱贫攻坚的积极性和工作热情。

图为市劳模志愿服务队医疗分队专家在范村进行义诊。
本报记者 李新和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