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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情感人 营建温暖之家

儿童保健工会小组由群体保
健部和儿童保健部组成。 群体保
健部承担着全区妇幼保健管理，
落实全区妇幼公共卫生指标的任
务； 儿童保健部为区级重点医学
专科 ， 为全区儿童提供个体医
疗、 保健服务工作。 “目前， 工
会小组共有91名职工， 设有1名
工会组长和3名工会干事 。 在院
工会领导支持下， 工会小组积极
开展工作， 了解职工工作生活状
态， 关心职工成长。” 工会小组
组长游红告诉记者， “在我们小
组， 大家就像一家人一样， 谁遇
着什么事儿， 都是大家一起想办
法帮忙解决。”

年轻的儿科护士范范孩子刚
满3岁， 家里老人都在外地且身
体不好， 没办法过来照看， 范范
只能和老公自己带孩子。 工会小
组了解到这一情况后， 便主动找
到范范谈心， 尽量帮她协调工作
时间， 减少值班安排， 并鼓励其
他组员与范范互相轮班， 切实帮
助她解决困难。 一次爱人出差，
范范又赶上值班， 组员们主动帮
着她把孩子接到值班室， 轮流帮
着她照看孩子 。 这样的事并不
少， 小组职工有生病的、 有急事
的， 工会小组总会在第一时间出
来解决， 看望生病职工， 组织职
工捐款 ， 帮助职工解决困难 。
“有大家帮着一起照顾孩子， 我
真的很省心， 我们这个集体特别
温暖， 非常感谢工会组织。” 范
范感激地说。

工会小组的温暖还体现在对
老职工的关心关爱上。 每当有老
职工退休， 工会小组都会将相关
情况上报到院工会， 并由院党办
和院工会共同策划召开退休老职
工座谈会， 让老职工畅谈自己的
工作经验， 为老职工送上鲜花和
祝福。

工会小组的许大夫今年2月
份退休了。 为了给老同志一个难
忘的退休仪式， 工会小组积极与
院工会工作人员沟通， 为许老和
另外两位即将退休的老同志共同
策划了一场以 “感悟二甲十八

载， 传承发展有你我” 为主题的
退休座谈会。 会上， 邀请医院所
有中层和骨干前来参加。 老中青
三代妇幼人坐在一起， 听老同志
讲述自己在医院的成长故事， 畅
谈医院的现在与未来， 他们对医
院深深的爱， 打动着在场的每一
个人。

多措并举 打造育人之家

为了让职工更熟练地掌握专
业知识， 新员工入职后， 工会小
组的两个科室会根据本科室情况
有针对性地开展岗前培训。 每个
月 ， 两个科室还会组织业务讨
论， 交流工作心得。 为进一步培
养人才， 工会小组还会通过规范
化培训、 骨干培训等措施， 快速
提升职工业务水平。

对于表现优秀的职工， 还将
推荐到国外参加为期一个季度的
进修学习。 这大大激励了职工的
工作热情。 “我们很多职工像李

峥、 刘亚坤等， 通过小组的一系
列培训， 成长的非常快， 李峥现
在已经成为儿科副主任， 挑起了
儿科业务发展的重担。” 游红告
诉记者。

除了业务培训， 工会小组还
积极组织成员参加医院工会开展
的其它培训活动。 今年4月 ， 小
组成员参加了医院工会开展的减
压讲座， 地坛医院的心理专家就
如何进行压力管理为职工带来一
场生动的课程， 切实帮助职工疏
解因工作压力带来的负面情绪。
今年5月， 小组成员积极参加医
院工会开展的读书分享活动， 小
组成员刘亚坤专门担任主持人，
成员张莹还与大家分享了自己的
读书感悟。 今年8月， 工会小组
前往军事博物馆参观学习， 感受
国家强大的国防实力。

以人为本 铸就民主之家

大兴妇幼保健院十分注重

“以人为本” 的管理理念， 儿童
保健工会小组也不例外， 在日常
工作中， 认真听取职工反映的意
见和要求， 并通过多种形式使职
工参与到医院的管理工作中。

每年， 大兴妇幼保健院会召
开两次职代会。 在职代会召开前
两个月， 工会小组便开始将提案
征集表发放给小组职工代表， 由
职工代表征集意见建议， 并向工
会小组提交反馈。 职工有什么问
题可以随时向工会小组或职工代
表反映。 “意见征集回来后， 院
班子会针对这些意见建议进行讨
论， 随后院长在职代会上进行答
复 。 各分管领导在会后进行落
实， 工会负责追踪， 并对任务落
实情况进行监督。” 李庆霞说。

一直以来， 职工食堂用餐质
量是院领导十分关心的问题。 为
了解决这一问题， 从去年开始，
后勤分管院长专门提出整顿意
见。 今年， 又专门成立伙食管理
委员会， 并建立妇幼伙食QQ群，

把医院领导、 食堂管理者、 医院
骨干、 职工代表等纳入该群， 对
食堂工作进行监督， 并随时提出
整改意见。 儿童保健工会小组许
多成员便在其中。 “职工监督群
成立后， 食堂饭菜质量确实有了
明显改善， 价格降下来了， 服务
水平也提上去了 。 每天上午10
点， 食堂会将菜谱发到群里， 不
断增加菜品和质量， 满足职工需
求。” 李庆霞说。

为了畅通信息沟通渠道， 工
会小组还通过QQ群 、 微信群 、
公示栏等方式进行小组信息公
示。 职工有什么问题， 工会小组
会第一时间反映给院工会， 切实
保障职工民主管理权利。

凝心聚力 开创活力之家

针对女职工多 、 年轻职工
多、 非京籍职工多的 “三多” 特
点， 工会小组在开展活动时， 常
会组织一些贴心、 暖心的创意活
动。 通过母亲节DIY、 读书分享
会、 妇幼好声音、 圣诞化装舞会
等职工喜闻乐见的主题活动， 让
职工放松身心。

为了让女职工度过一个难忘
的节日，今年母亲节前夕，工会小
组专门组织女职工参加由院工会
开展的母亲节庆祝活动。随后，又
带领小组女职工去烘焙坊DIY蛋
糕。 女职工们有说有笑， 拿起手
中的材料认真制作自己喜欢的图
案， 现场一片欢乐的景象。

为了保护妇女和儿童身体健
康， 工会小组发挥专业特长， 开
展了一系列主题宣传活动。 面向
街道和社区， 开展母乳保健周宣
传 、 儿童肥胖症讲解 、 口腔保
健、 眼保健等知识宣讲， 提高妇
女儿童的自我保健意识。 在六一
儿童节 ， 还专门开展亲子运动
会， 增强家长与孩子的互动。

此外， 工会小组还积极组织
职工参加院工会的三八节主题活
动、 快乐健步走、 春季运动会、
户外拓展、 妇幼好声音、 秋天摄
影比赛、 圣诞化装舞会等一系列
活动 ， 积极营造欢乐活跃的气
氛， 让职工在紧张的工作之余彻
底放松身心。

谈起 “家” 这个字， 大兴妇幼保健院儿童保健工会小组的成
员们并不陌生， 因为自2006年开始， 大兴妇幼保健院便提出 “家
文化” 理念， 不断打造温暖之家、 育人之家、 民主之家、 活力之
家。 “在医院 ‘家文化’ 理念指导下， 儿童保健工会小组始终以
职工和患者利益为出发点， 努力营造家的氛围， 让职工切实感受
到家的温暖。” 大兴妇幼保健院工会主席李庆霞说。 2017年， 大兴
区妇幼保健院儿童保健工会小组被北京市总工会授予北京市模范
职工小家称号。

模范职工小家里的
浓浓“家”味儿

小组成员参加职工运动会

荩工会小组积极参加院工会开展的拓展训练

工会小组
开展母乳喂养
周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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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组成员参加医院工会主题生日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