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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本报报记记者者 白白莹莹

““好好大大一一个个家家””
———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模范职工之家建设纪实

在一个“三高人才”云集的地
方如何做好工会工作？

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
（以下简称阜外医院）工会用多年
的实践探索，趟出了一条新路子。
这条以建设“家文化”为核心的工
会工作思路， 赢得了医院广大医
护人员和患者的衷心点赞。

这里的工会干部就像燃灯者
那样 ， 先点燃自己 ， 再点亮他
人 。 他们长年累月为职工办实
事， 解实情， 从一点一滴入手，
像对待家人一样对待每一位职工
会员， 星星点点的心灯， 终于集
聚成了熊熊燃烧的火炬。 正如阜
外医院工会主席王峥说的那样：
其实， 我们并没有去刻意追求这
些成绩和荣誉， 一切都是水到渠
成。 建家要像家， 让职工有心里
话能讲、 有困难能求助、 有问题
能解决， 从而形成一种温暖的家
的氛围， 带动业务工作的开展，
这就是我们建家工作的初衷， 我
们也会一直坚持下去。

实践证明， 只要各级工会组

织坚守初心，走“暖新实”的工会
服务之路， 把职工会员当成亲人
和家人，给予充分的关爱和帮助，
不断以新的工作方式拓展工会服
务内容，包括“三高人才”在内的
职工群体的工会工作， 也一样可
以打开局面， 工会也一样可以成
为高级知识分子和专家学者的温
馨之家。

天之力莫大于日， 地之力莫
大于电，人之力莫大于心。阳气发
处，金石亦透，精神一到，何事不
成？

只要更多的工会干部能像阜
外医院工会那样， 时刻把职工会
员当成家人， 把职工会员的事当
成自家的事来办， 工会何愁不能
赢得人心？ 工会干部何需担心自
己的真心得不到回应？

念念不忘 ,必有回响 ,有一口
气,点一盏灯。 让我们一起为工会
干部的这颗燃烧的初心点赞，一
起去点亮更多的心灯， 凝聚更多
的职工，在建设“暖新实”的创新
型服务型工会道路上越走越宽！

继承一种好家风

提起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
院， 大家很容易和心血管疾病联
系起来。医院始建于1956年，是国
家级三级甲等心血管病专科医
院，也是国家心血管病中心、心血
管疾病国家重点实验室、 国家心
血管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所在
地，以诊治各种复杂、疑难和重症
心血管疾病而享誉国内外， 是世
界上最大的心血管疾病诊治中心
和集医疗、科研、预防和人才培养
于一体的国家级医学研究与教育
中心。在我国乃至世界，创造了心
血管病防治领域的诸多第一。

但除了这些骄人的专业成
绩， 阜外医院近三年内还荣获了
四个群团组织的最高荣誉： 2015
年 ， “全 国 模 范 职 工 之 家 ” ；
2016年 ， “全国工人先锋号 ”；
2017年 ， “全国巾帼文明岗 ”；
2017年， 北京市 “工人先锋号”。

要问荣誉缘何取得， 阜外医
院党委副书记、 工会主席王峥给
记者推荐了一部由医院普通职工
拍 摄 的 微 电 影 故 事 片———《传
承》。 该片是医工科医生李博文
一部自传体的作品， 讲述了两代
阜外人传承阜外医院文化———
“用心守护健康 ” 理念 ， 以及
“清白做人， 清正做事， 爱岗敬
业， 遵纪守法， 廉洁奉公” 的家
风。 这一作品获得了国家卫生计
生委家庭助廉行动评选 “最美家
庭” 活动二等奖。

王峥告诉记者， “用心守护
健康” 这一核心理念， 是她2004
年研究提出的， 在阜外医院至今
已践行了14年。 而这一理念的提
出， 也是对阜外60余年发展的传
承与凝练。

纵观历史， 阜外医院成为今
天 世 界 上 最 大 的 心 血 管 疾 病
诊 治 中心和集医疗 、 科研 、 预
防和人才培养于一体的国家级医
学研究与教育中心。 离不开一代
代阜外人的不懈努力， 更离不开
阜外这个 “家风” 对职工的凝聚
与引领。

打造一种家文化

医院历任领导有着共同的认
知， 要想办好医院， 必须要有一
支 “立得住” 的团队。 这支团队
不仅要有 “听党指挥守纪律” 的
军队优良传统和 “治学严谨” 的
协和精神， 还要发扬认真严谨、
求真务实的 “科学精神”， 不畏
困难、 敢于攀登的 “创新精神”
和协作包容、 热爱集体的 “团队
精神” 这一阜外家文化。

如何团结带领职工， 凝聚人
心， 传承家风， 打造家文化？ 这
是摆在阜外医院历任领导面前的
一道课题。

2014年， 王峥当选为阜外医
院工会主席。 这是医院首次由院
领导当选工会主席， 也向外界发
出了明确的信号： 阜外医院坚持
业务、 行政两手抓的工作思路，

重视群团工作。
在王峥看来， 党的十九大对

工会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 面对
新时代职工的新需求， 工会在坚
持参与、维护、建设、教育这四项
基本职能的基础上， 要不断改革
创新，继承阜外家风，打造一种适
应新时代要求的家文化。 “职工之
家”建设无疑是重中之重。

“既然是家， 就得有家的温
暖。” 王峥告诉记者， “13年来，
医院坚持开展防癌普查、 讲座等
活动 ， 促进职工身心健康 。 此
外， 祝贺职工新婚、 生育， 慰问
患病职工、 家庭困难职工等送温
暖活动也在一直坚持， 各项福利
政策落实到位， 职工收入均衡、
个人利益和医院利益和谐统一。”

在职工的心里 ， 这并非虚
言。 因为每一句话， 都落实到了
细节上。 阜外医院工会积极开展
病重职工慰问、 困难职工慰问等
活动。 巩固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
践活动成果， 自2013年院工会还
牵头设立50万元的大病救助金，
加大病困关怀力度， 为职工雪中
送炭， 送去医院的关怀。 至今已
救 助 病 困 职 工 60 人 ， 合 计
652315.76元。

树立一种家模式

党委的高度重视，给“建家”
夯实了基础。但“家”是大家的，要
家庭和睦，需要每个成员出力。在
这方面， 王峥颇有感触：“院党委
统筹领导，发动和依靠广大职工，
逐渐形成了党政高度重视、 工会
全力实施、相关部门充分配合、小
家特色创建、 职工踊跃参与的工
作模式。”

在这个和谐的大家庭中， 没
有 “家长制”， 不搞 “一言堂”，
所有成员都是这个家庭的主人。
2016年， 有职工代表提出， 为本
院职工解决机动车停放问题。 院
工会积极与相关职能部门协调，
经过数十次的沟通， 制定了优惠
职工停车的系列解决方案， 解决
了职工们关注的停车问题。

这件事只是工会为职工解难
题的缩影。 仅2016年， 就有两份
关于 《建设后勤和保卫系统工作
平台》 的提案， 被院校提案委员
会立案并落实。 一些工作多年的
老阜外人听到有车位可以停车时
不禁感叹： “这才是家的感觉！”

“有关重大改革方案 、 涉及
职工切身利益的举措等内容都必
须经职代会代表审议、 表决通过
后实施， 充分尊重职工群众的民
主政治权益。 全院教职工代表大
会， 坚持在每年年初召开。 如有
需全院职工集体决策的事项， 我
们也会及时召开临时职代会， 今
年就已经召开了2次， 切实解决
了不少问题。” 王峥告诉记者。

在三年时间里， 阜外医院工
会还创新工作方式， 支持各科室
开展 “职工小家” 建设， 以各病
房、 各科室为单元， 通过病房内
“生活园地” “学习园地” 展板，
进行工会系列培训、 活动宣传、

小家展示。 为职工小家添置跑步
机等健身器材； 积极组织职工以
“职工小家” 为单位， 开展健步
走等活动， 使职工在紧张有序的
工作中， 愉悦身心。

“我们在‘职工小家 ’里 ，得到
了身边科室同事如同家人般的关
爱，在‘职工之家’里，得到了医院
同事如同亲人般的呵护， 真得太
幸福了。 ”医院护理部副主任、手
术室护士长马艳说。

营造一种家气氛

2017年的一天下午三点多 ，
一台从早上8点就开始做的手术
刚刚结束， 上这台手术的医生护士
都没有赶上当天的午饭。 当大家
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到办公室休息时，
看到职工食堂的师傅把饭菜已经
留出来， 特意用便当盒盛好。

“这都是我们后勤保障的人
员应该做的。 医护人员认真地为
患者消除病痛， 我们一定为他们
做好服务。” 阜外医院后勤保障
处处长杨杰表示。

这样的事例还有很多。 每个
传统节日， 工会都会贴心地为会
员们准备过节慰问物资； 职工生
病住院， 工会第一时间将祝福和
慰问送到职工的病床旁； 在职工
痛失家人时，无论是何地，工会都
会奔赴吊唁慰问； 当女职工喜得
宝宝时， 工会与分工会也会第一
时间来到病房送上祝福； 职工生
日当天，也许自己都忙得忘了，但
是医院送上的蛋糕和贺卡， 总是
会提醒和温暖他们；春节前夕，退
休老干部、老领导、老专家和特困
职工， 都会收到工会暖暖的祝福
和慰问； 当单身职工面临婚恋问
题时，工会积极为他们搭建平台，
开展联系活动； 当职工子女就学
择校遇到困难时， 工会出面协调
解决，为他们解决后顾之忧；当职
工子弟金榜题名时， 工会也第一
时间为他们送上表彰和奖励……

在阜外医院后勤保障处还有
一个不成文的规定， “新来的后
勤员工一定要到工会帮一段时间
忙。” 杨杰告诉记者， 这个不成
文的规定已经坚持了近十年， 很
多新员工1个月的时间， 便可以
和院各科室的医生护士热络起
来， 成为 “一家人”。

“职工是医院发展的主题，
也是构建 ‘和谐阜外’ ‘幸福阜
外’ 的主力军， 情系群众、 心系

员工 ， 促进医院和员工和谐共
赢， 是我们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关爱职工， 才能营造阜外大家庭
的温馨氛围， 将全体阜外人紧紧
凝聚在一起。” 王峥表示。

“职工之家” 温暖大家

节假日加班安排值班表，在
阜外永远都不是难事。 因为此刻
工会一定会牵头在除夕开展由院
领导带队“年三十”送饺子慰问一
线职工活动。这样的暖心举动，阜
外医院工会已经坚持了十余年。

“现在这生活水平， 谁还吃
不上一盘饺子啊， 但你还就别小
看， 接过来冒着热气儿饺子， 心
里也生起暖意。” 经常值守年三
十的急诊室主任杨艳敏告诉记
者。 人心暖了， 大家就更知道付
出， 自觉地把这个大家庭的温暖
传递出去， 温暖大家。

随着 “建家像家” 的理念越
来越深入人心， 所有成员的思想
素质、 业务素质、 工作作风和精

神风貌得以提升， 锐意进取的氛
围愈加浓厚。

工会更是以表彰奖励为推
手， 努力打造高素质职工队伍，
激励阜外人提升个人能力， 为医
院发展作贡献。 包括从医院救死
扶伤、 治病救人的实际出发， 侧
重在临床基本理论和基本技能等
方面下功夫 ， 青教赛等业务比
赛， 成为提升阜外职工自身素质
的有效渠道。

“荣誉只是一种对过去的肯
定， 我们的目标是为所有阜外人
营造一个温暖的 ‘职工之家 ’，
让大家在工作生活中感受到医院
是家的港湾， 从而我们始终践行
‘用心守护健康’ 的理念。” 王峥
表示， “其实， 我们并没有去刻
意追求这些成绩， 一切都是水到
渠成。 建家像家， 让职工有心里
话能讲、 有困难能求助、 有问题
能解决， 从而形成良好的精神风
貌， 带动业务工作的开展， 这才
是我们建家工作的初衷， 我们也
会一直坚持下去。”

在阜外医院， 共有职工3240名， 全部都是工会会员，
其中副高级职称及以上374人。 为兼顾到每一位职工， 阜外
医院工会下设6个职工小家， 2名专职工会干部， 通过基层
组织切实开展工作， 让每一位职工找到在家的归属感。

像燃灯者那样点亮每位职工的心灯
□周兴旺

■短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