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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会好书推荐

2023年1月15日 星期日

立典型 树新风

总公司

医养居公司

隆光工会
祝福家人们生日快乐祝福家人们生日快乐！！

物业公司

红榜（正面典型及新风）

部室（子公司）

医养居公司
餐饮部

物业公司

医养居公司西萃
芳庭康养中心

姓名

李爱民
李明玲

张冬琴
王敏琴
常兴贵
卜彩虹

曹新华

典型或新风事迹
入职公司餐厅的后厨工作11年，当面对就餐人数的增加，工作环境的调整，服务对象的多样等变化，对
工作要求也有了更加严格的标准，但他俩对公司的忠诚、对工作的责任心和用心始终不变。听到最多也
最踏实的话就是“你放心，这点事我们还是能办好的”。

兴逸园项目部张冬琴和王敏琴，既承担了保洁员、绿化员、收费员、秩序维护员、维修员的岗位职责，也扮
演了疫情期间的防控员、送货员等角色。工作10余年，是她们对这份工作饱含热爱的朴素情感的诠释。
五里水乡维修电工常兴贵，他精通水、暖、电各方面的专业知识，无论哪个项目出现了以上领域的疑难杂
症，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常兴贵。解决问题的过程中遇到自己以前没有碰到的问题时，他就找同行、找相
关书籍学习并加以解决。
五里水乡项目部保洁员卜彩虹，负责行政办公室1-3楼的卫生保洁工作，她的存在“无声无息”，但工作效
果却从不打折扣。尤其是疫情期间的消杀工作，她用心、用情、用脑的工作方式和精神是值得我们学习
并拥有的品质。

她入职不久便赶上疫情爆发，西萃芳庭康养中心需要采取封闭式管理，杜绝一切外部非必要接触，为确
保工作不出现一丝纰漏，她主动请缨，要求参与封控。期间除了照顾好长者的生活和安全还要兼顾好护
士们的健康和情绪。像姐姐、像朋友、像亲人，守护着一片天地的安宁和祥和。

奖励形式

1.在公司宣传平
台宣传；
2.在员工大会上
通报表扬；
3.其他奖励按照
《立典型树新风活
动实施办法》相关
要求执行。

林国立 1.01
李少波 2.01

顾义林 2.16
柳祝芳 2.20

白玉婷 2.03
康晓兰 2.03
贾丽娜 2.03
徐 萍 2.04
吴欢欢 2.05
马艳芳 2.10

王春萍 2.10
夏 雪 2.10
黄子瑞 2.11
赵振甲 2.14
金爱玲 2.15
李 莎 2.16

■十二月
12日，银川隆光医院正式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全面开诊试营。
16日，银川市隆光置业有限公司党总支召开换届选举大会，选举产生

了新一届总支部委员，并召开了新一届总支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选举产生
了书记一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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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月
1日，银川隆光置业有限公司

荣获“宁夏回族自治区百强民营
企业”。

18日，董事长王继光主持召开
2021年度股东大会暨2022年目标
责任书签订仪式，总公司全体员工
（股东）、物业公司及医养居公司员
工代表参加了本次会议。大会审
议并通过了《2021年度三大预算
决算报告》《2021年度财务分析及
利润分配方案》《2021年度董事会
暨经营工作报告》《2021年度监事
会工作报告》《公司2021年度配股
方案》，通报了《2022年度工作要
点和责任分工》，签订《2022年度
目标责任书》。

21日，银川隆光置业有限公
司举行2022年春节团拜会，会前
举行2022年度先进个人集体颁奖
典礼。

■五月
6日，银川物业公司组织召开

了2022年度现代学徒制实训工作
总结暨服务精英训练营启动仪式。

7日，银川隆光置业有限公司
在公司成立20周年之际，由董事
长王继光主讲，组织员工开展第39
次企业文化培训。

30日、31日，银川隆光置业有
限公司党总支先后走进银川市西夏
区第十一幼儿园、五里水乡幼儿园
及银川市民族综合福利院开展“喜
迎二十大，同心护未来”主题活动。

■二月
17日，隆光·五里水乡小区被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办公厅、中央文
明办秘书局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住
房和城乡建设部官网所公布为“加
强物业管理 共建美好家园”全国
100个典型案例之一。

■四月
20日，金凤区物业办刘亚萍主

任、黄河东路街道办主任、工业集
中区社区书记一行人，莅临金萃芳
庭小区，调研指导小区垃圾分类工
作开展情况。

■七月
7日，银川市民政局党组成员、

副局长丁薇，金凤区民政局党组书
记、局长杨丽娟一行调研了银川隆
光医院暨金萃芳庭康养中心。

8日，银川市税务局第一稽查
分局丁彦明副局长一行十余人，参
观了银川隆光置业有限公司党建
阵地，并联合开展主题党日活动。

■八月
17日，自治区人民政府副主席

赵永清、自治区政协副主席郭虎赴
银川隆光金萃芳庭康养中心及隆光
医院调研健康养老产业发展情况。

26日，银川市副市长陈艳菊，
市民政局局长姜继琴等领导深入
隆光金萃芳庭康养中心及隆光医
院调研指导。

■九月
10日，隆光公司党总支主办的

第五届“隆光杯”最美业主颁奖典
礼，在隆光医院隆重举行。

■十月
18日，西夏区委书记赫天江带

队，对隆光西萃芳庭康养中心疫情
防控工作进行调研指导。

■十一月
6日，自治区党委常委、银川市

委书记、市长赵旭辉及相关领导调
研银川隆光金萃芳庭康养中心，实
地参观了隆光金萃芳庭康养中心
及其医养结合服务的配套医疗资
源隆光医院。

13日，银川市金凤区委常委、
政府副区长马小龙在相关领导和
工作人员的陪同下，到五里水乡小
区督导物业示范项目创建工作。

15日，银川市行政审批局副局
长方国泉带领评审专家组一行7人
莅临银川隆光医院，开展医院现场
评审验收工作并顺利通过资质评
审验收工作。

16日，经开区经发局党支部书
记、局长吴成调研银川隆光医院医
养中心项目。

■推荐理由：
本书是由张玮所著的《历史的

温度》，目前共发行四册，是根据作
者所创办公众号“馒头说”中的“历
史的今天”专栏文章整理收集而
来。由于作者曾经从事过11年体
育记者，文章在写作手法上更加偏
向直白化，文章的标题也比较有趣，
更容易在阅读的一开始抓住读者的
注意力，引起读者对阅读的思考。
■内容简介：

例举书中的一个例子“马尾海
战”，相较于中日甲午战争，这场海
战的“知名度”就不是那么的高了，
在历史课本中也仅仅是以1884年
8 月 23 日，中法在马尾港发生海
战，清军主要将领畏战，海战30分
钟不到，福建水师 11 艘战舰全部
沉没，殉国官兵760人这短短一百
余字简单带过，如果仅凭借这一段
描述，可能就只会产生蒙羞、这是
近代史的又一耻辱这样的观点，但
真实的情况并不像这描述的一样
不堪。海战中“扬武号”军舰在围
攻中击中法舰，炸死法军5人，“福
星舰”“福胜舰”“建胜舰”在弹药用
尽后毅然决然地撞向法舰，“振威
号”在即将沉没时撞沉法国“德斯
丹号”军舰，同时在海战结束的当
晚，沿江的居民自发驾驶着渔船、
盐船向法国舰群发起了火攻。

再回顾之前的问题，什么是历
史？我认为历史不应该只是刻意
追求的扁平化事件，更应该是一种
可以多角度、多方位品位，并具有客
观真实性的事件。那我们又应该如
何看待历史？我想可以引用书中的
一段话“当前的我们应该早已跨过
了需要过分夸大一件事或一样东西
来满足民族自尊心的时代了，这样
做只会映射出自己的自尊，有，我会
证明，没有，我会承认，这才是最大
的自信，这也应该是我们对待历史
正确的态度，正确的看待历史，客观
公正地给予评价这才是一个民族
的底气，一个大国的姿态”。

最后，读历史又能给我们带来
什么？常说读史可明鉴，知古可鉴
今，正如前面所举的例子，虽然在
马尾海战过后法国海军完全控制
了我国东南沿海和台湾海峡的制
海权，但我们在通过了解阅读这段
历史后铭记了这次失利，不仅是因
为我们懂得知耻而后勇，更因为我
们骨子里存在的一种血性，一种在
中国军人抵御外敌时表现出的气
势与魄力，一种人民面对外敌入侵
奋勇抗击时绝不屈服的斗志与胆
识，这也是我们这个民族在后来的
各种逆境，甚至是遭遇灭国危险时
一直坚持到底赢得最后胜利的底
气和基石，也正是历史真正的给我
们带来的温度。 （工会委员会）

《历史的温度》
作者：张玮

曹新华是一个温柔、善良、博爱的
人，她的生命中永远绽放着热忱和阳
光，用青春和卓越谱写人生，以科学、
规范、忠诚和严谨的职业态度带领西
萃芳庭康养中心护理护工团队展现属
于他们的天使之光。

她入职不久便赶上疫情爆发，西萃
芳庭康养中心需要采取封闭式管理，杜
绝一切外部非必要接触，为确保工作不
出现一丝纰漏，她主动请缨，要求参与
封控。白天她悉心照料老人，晚上坚持
学习掌握理论知识，熟悉不断变化的疫
情防控政策，同时还要做好核酸采样的
训练工作，以此确保入住长者的健康。
为实现安全化管理，从西萃康养中心的
人员分工、安排部署、责任到人，她事无
巨细，全程参与其中。她时常挂在嘴边
的一句话是：“没有安全，谈不上质量，
千万不能让长者摔倒”。在她的带领
下，西萃康养中心全员参与安全意识学
习建设，树立安全责任，实现从思想向
实践的转变，大幅降低了老人摔倒事件
的发生；为做到精细化饮食，她参与到
老人的饮食研究调查，科学配方、严格
配比，全过程进行健康指导，做到让每
一位长者健康的同时，营养摄入符合各
自身体标准，大大降低了疾病发生概
率；为实现可视化管理，她时常向安保

人员询问监控录像是否正常运行，有无
监控死角等，实现全区域全流程可追
溯。她以自己的职业操守和行动践行
公司事前未雨绸缪，事中控制到位，事
后及时总结的企业文化。

多少个日日夜夜，她都不曾退缩，
有时候忙得忘了吃饭，直到有一天，她
的胃病犯了，被同事发现时，她还强忍
着疼，说要继续坚持，在领导及同事的
劝说下，她才同意回家休息。休息了两
天，听说疫情又严重了，她二话不说，打
包行李继续回到工作岗位。当她看到
朝夕相伴的长者时，她告诉自己我要坚
守这片阵地，我要守护这群可爱的长者
老人们。对她而言，这不仅是日常的工
作，在她心中，这是一份信仰，关乎于自
己职业的信仰。35年的护理生涯让她
见到了太多病后痊愈的喜悦，也见到了
生命骤逝带给生者的痛苦，所以她珍惜
生命、也更注重护理的责任，她时刻高
标准严要求，不断提醒自己成为一个严
谨、细致的人。一位老人这样评价她

“每天起床看到她带着护士护工一间间
屋子查看情况，与我们聊天，心里就暖
和，有她在我们就放心，说不出的踏
实”。每每听到这样的话语，她都会说：

“护理工作就是在病人的需要中看到自
己的责任，我也曾当过病人，当过病人

家属，当角色从护士转变成病人时，便
能深切体会到那种恐惧、那种担心，也
十分渴望得到一些关怀、一些关注，他
们的儿女不在身边，我就是他们的孩
子，给予他们无微不至的照顾是应该
的”。曹新华就像清晨的一缕霞光，引
领大家穿过黑暗，迎来光明，奔向下一
个春暖花开。

曹新华带领的团队里护士平均年
龄都很小，年轻的护士们把自己美丽
的年华和灿烂的容颜留在了病房，留
给了病人，更留在了曹新华的心里。
这种爱是相互奔赴的，护士们同样也
很“爱”曹新华，她们说“无论工作还是
生活中，护士长一直关注我们的健康
和情感，像姐姐、像朋友、像亲人，受了
委屈有她释怀、累了有她鼓励，有困难
时更有她帮忙想尽办法积极解决”。
的确，在西萃芳庭康养中心，爱是不断
传递的，她把爱带给护士，护士把爱带
给病人。被封控期间，大家都住在康
养中心，为了让部门的孩子们都有床
睡，曹新华自己主动承包了沙发，一睡
就是二十多天，每每起床不是肩膀疼
就是腰疼，她也笑着说：“没事，我锻炼
锻炼，甩甩胳膊扭扭腰就行”。一段时
间后，大家都心疼她，于是自发的把储
物间打扫出来一个可以放床的地方，
让她休息，躺在久违的床上，看着身边
小护士们稚嫩的脸庞，曹新华会心的
笑了，终于舒服的睡了个好觉……

“根植沃土，吐露芳华”，虽然她从
事着最平凡的职业，但那温暖、充满爱
的双手无数次地帮助着困境中无助的
病人，亦无数次用爱和责任照亮着医
生护士们圣洁的心灵！

选择了护士职业，就选择了爱与奉献
——西萃芳庭康养中心护士长曹新华

张灵香 1.02
黄小玲 1.04
姚军社 1.04
解红霞 1.11
王维财 1.11
李梅兰 1.16
白学珍 1.16
吴 芳 1.17
秦娅君 1.17
薛 飞 1.18

王玉兰 1.18
罗秀春 1.19
郑学芳 1.25
陈寒春 2.01
吴国柱 2.02
常馨中 2.10
张晓琴 2.14
胡玉梅 2.15
常联庆 2.15
刘春丽 2.15

罗阿琴 2.24
马志华 2.25
姜宝喜 2.25

■六月
3日，银川隆光物业公司各项

目开展了“粽叶飘香迎端午 幸福和
谐邻里情”活动。

13日，银川隆光医院隆重召开
新员工入职培训开课仪式，全体新
入职员工45人参加培训。

29日，银川隆光置业有限公司
党总支书记及各支部走访慰问了

“光荣在党50年”的社区老党员、
企业老党员。

30日，银川隆光置业有限公司
党总支部被银川市委命名为“五星
级基层党组织”。

2 12月24日早上，因为疫情的严峻和每日骤增的
阳性病例，医养居公司总经理王子靖通过线上视频会
议紧急召开专题会议安排部署各项工作。当说到西
萃芳庭康养中心时，一位外表“包裹”严实却但难掩憔
悴的护士长几度哽咽，她不是害怕困难，也不是因为
自己不能承担重任，而是心疼因为带病长时间连轴
转，已经累倒的小护士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