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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多年来，他一直耕耘在职工文化这
片沃土上，尤其是担任文化宫党政“一把
手”以来，始终以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座
谈会上的讲话》精神为引领，以繁荣新时期
职工文化为担当，刻苦学习，开拓进取，使
工人文化宫走出了一条摆脱窘境、快速发
展、重点突破、全面繁荣的新路子，得到了
各级组织和广大群众的赞誉和好评。文化宫
相继获得一面面奖牌，个人也先后被中华全
国总工会及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评为全国
工会系统先进工作者、市优秀党务工作者、
全国创建文明城市先进个人、模范市民、陕
西省职工艺术节优秀组织工作者等殊荣。

他，就是咸阳市工人文化宫（以下简称文
化宫）主任赵文华。

新主任的“三把火”

2012 年 3 月，刚担起
文化宫主任的重担时，面
对发不出工资、外债一大
堆、整日打官司的窘境，赵
文华紧紧依靠市总工会，

发动群众，集思广益，果敢地走出“三步棋”。
第一步，搁置争议、求同存异、充分挖潜，

恢复文化元气。在整整三个月里，他和大家
“泡”在一起，对文化宫的房屋、资产，乃至一
条走廊，都进行了重新规划。本着充分利用、
盘活资源、打文化品牌的理念，将向阳的、宽
敞的、人口流动密集的地方开辟为文化活动
项目，赵文华则把自己和行政勤杂人员的办
公等放置在临时建造的隔断里，并将文化宫
的牌子用霓虹灯高悬在楼顶，闪亮在人民路
上。他说，一切为复兴职工文化。

第二步，利用“两学一做”活动的热潮，提
高文化宫全员的整体素质。他带头学、带头
讲，并选取一种适合自己的文化专长——书
法、摄影进行研习。在他的带动下，文化宫员

工学有方向、学有所长，一个个工作人员逐步
成为职工文化管理的内行。

第三步，找项目、找活动、找支点。根据
文化宫地处中心区的优势，他带领职工完善
基础设施，合理盘活资产，与正兴集团联合打
造品牌文娱项目。在活动上，他坚持宫内外
互补、长短期结合，利用文化宫场地坚持搞书
法、文学、音乐舞蹈讲座等。节假日，则适时
送文化进厂矿、入社区。在长武、兴平、礼泉、
三原等文化下乡演出中，他忙前忙后……

在定期创办季刊《职工文化》上，一期不
落，恪守这方“文化宝地”，开出了一朵纯职
工文学的奇葩。陕西省作协副主席王海逢
人便夸：“文化宫的这本刊物是咸阳作家的

‘黄埔军校’，是文学爱好者的‘摇篮’。”特别
是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他还力排众议，在
职工文化大厦十楼建起了全省乃至西北堪
称一流的咸阳市职工美术馆，展览连连，免
费开放，活动被中央电视台和《工人日报》多
次专题报道。

这三步棋，走出了文化宫一汪活水，不仅
兑现了职工工资，还清了外债，更重要的是繁
荣了职工文化。

创新文化平台唱大戏

文化宫工作的灵魂是文化。赵文华时常
要求，一切职工文化活动的设计，要力求接地
气、合时代、有新意。譬如正月十五的灯谜
会，年年不一样，次次都新鲜；送演出到各县
厂矿，他每次都要吃透弄懂各地的风土民情，
对节目亲自把关，力求让职工群众倍感浓浓
的亲情和温情。如今，文化宫已经做到了“月
月小活动，季季大活动”。

文化宫里要有文化，这是他常挂嘴边的
一句话。夜深了，他敲开了年逾七旬的壁画
家的门；大雨中，他疾步上前，把伞为已退休
的职工词作家撑开……文化宫老作家石竹接
连推出《天命》《哑巴》两部鸿篇巨制；壁画家
文军连连在澳大利亚、土耳其举办画展，让咸
阳职工文化走向海外；词作家、少儿文学作家
徐宗德连续两届夺得陕西重点文艺作品扶持
奖，创作的《大树上的铃铛》用中英文、中日文
向海外发行；书画家李伟，创作出了《新二十
四孝》，获得全省公益广告唯一一等奖；杨秋
霞的职工秦剧团成了咸阳创建全国文明城市

的文化代言品牌。

让文化搭上“高速车”

“让文化宫的文化搭上‘高速车’。”这是赵
文华的口头禅，也是他领导大伙的实际行动。

近年来，他不断通过与中国现代文学研
究会、中国作协书画院、陕西省美协等一些具
有高水准的社团紧密联系，为职工文化拓宽
路子。

目前，已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中国作
协书画院、陕西省文联、西安美院等社团和单
位合作，联办了书画展、摄影展、个人讲座等
活动百余次，吸引了数以万计的职工群众参
加。文化宫先后被咸阳市委、市政府授予“市
级文明单位”，被省文化传播协会授予“文化
传播基地”，被市劳动竞赛委员会授予职工美
术馆“工人先锋号”“职工文化艺术创作创新
工作室”，被团咸阳市委授予“青年文明号”等
荣誉称号。 □徐宗德

让爱的温暖永恒传递
——省教科文卫体工会2019年护士节庆祝及慰问活动纪实

■职工之声■

护士节前夕，在西安交通大学口腔
医院学术报告厅举行的护士节庆祝慰
问活动上，护士长马秦等人凭借丰富的
知识储备和贴心的护理服务，一举拿下

“优质护理服务之星”“优秀护士长”两
项荣誉，光荣地从省教科文卫体工会主
席陈建树手中接过荣誉证书，拉开了省
教科文卫体工会 2019年护士节庆祝及
慰问活动的帷幕。

爱的温暖

5月 7日到 11日，省教科文卫体工
会有关领导先后走进交大口腔医院、交
大二附院、延大附属医院等9家医院慰
问广大护理工作者，与相关医院共同庆
祝属于白衣天使的节日。

“组织的关心让我异常开心快乐，
平时的委屈一下子都忘到脑后去了！”
在西安交大二附院护士节庆祝表彰大
会上，获得“陕西省优质护理服务先进
个人”称号的该院小儿外科护士长曹萍
一脸兴奋。

“有人理解的世界真好！”在整个慰
问活动中，多个医院不同岗位的护士们
发出了类似的声音。“平时的工作琐碎、
重复、辛苦且平淡，稍有疏忽就会有患
者家属提意见。”一年夜班总数超过
150个的急诊科护士朱瑾说，“慰问的
事虽小却很暖心，有一个理解你的声音

出现，所有的压力、不屑与委屈瞬间就
化为动力，让自己觉得一切都很值得。”

瞬间放松

5月 9日，在交大一附院的护士节
庆祝表彰大会前，一段沙画表演，融
中国画的渲染、油画的厚重等精髓于
一体，将绘画、音乐与光效结合，形象
生动地体现了护士职业的神圣与伟
大，也带给现场所有护士全方位的视
听享受。

一群白衣天使忙碌地穿梭在门诊
的各个角落，守护患者，服务医生、各窗
口，处理各种投诉、突发事件，搭建患者
和科室的桥梁，尽管遭受到患者的误解
甚至谩骂，却依然坚守岗位……5月 9
日下午，一场《西医二附院门诊部的一
天》情景再现了现场许多护理人员的

“常态”工作，真挚的演绎使在场的许多
护士潸然泪下，共鸣之余更是多了许多
自豪。

当天，西安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
颁奖仪式结束后，来自各科室的护理兄
弟姐妹们为大家进行了一场精彩纷呈
的文艺演出。演出现场精彩不断，高潮
迭起，广大护理工作者在繁忙工作之余
彻底放松了身心。

本次活动中，交大一附院、陕中大
一附院、陕中大二附院、西安医学院一

附院、西安医学院二附院、西安唐城医
院等医院形式多样的庆祝慰问环节让
广大护理工作者放松身心，享受到了短
暂的惬意。

暖的传导

5月 9日下午，参加完庆祝大会的
交大一附院护理部主任辛霞一回到办
公室，便埋头扎进一项临床护理质量与
安全管控活动方案之中。

辛霞说，每年的护士节庆祝活动，
只是全年忙碌工作中的一个短暂放松，
停顿片刻去回顾
和总结以往的工
作。接下来的日
子会越来越忙，临
床护理质量与安
全管控、教学、科
研，国内外的护理
学术交流活动等
等，虽然每天都很
有压力，但过得非
常充实。

“不好意思，
庆祝活动结束一
回到导管室，忙着
配合全院的各种
介入手术了！”5月
10 日 23 时 35 分，

陕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导管室护士
李希玲给记者发来一条信息。

“庆祝慰问活动只是一种形式，但
我们努力通过这种活动把组织的温暖
和关怀传递给每一位护理工作者！”省
教科文卫体工会副主席陈鹏说，“我们
拿出 13.5万元专项慰问资金，倡导系
统内各大医院结合自身实际开展各种
庆祝及慰问活动，给予一线护理工作
者最大的关心，激励大家不断创新、积
极提高服务意识，努力把这种爱的温
暖在她们的职业操守中永恒传递。”

□本报记者 王何军

■工会主席风采■

↓↓

“我将在郭杜街道总
工会的指导和公司领导的
大力支持下，继续努力，
让工会工作有声有色，使
工会活动载体多样，打造
有爱企业工会，让工会组
织在公司经营发展中彰显
更大价值。”在今年“五
一”节前的“郭杜街道十
佳工会主席表彰大会”
上，被授予“十佳工会主
席”的陕西南洋迪克家具
制造有限公司工会主席吴
山信心满满。

该工会成立于 2006年
3 月。13 年来，该公司工
会团结和依靠广大职工，
发挥工会组织的桥梁纽带
作用，该公司及企业工会
先后荣获西安市工人先锋
号、西安市集体协商先进
集体、西安市模范职工之
家、西安市基层工会规范
化建设样板工会、陕西省
劳动关系和谐企业等荣誉
称号，吴山也被评为陕西
省工会优秀积极分子、陕
西工会深入推进工资集体
协商工作三年行动计划先
进个人、西安市劳动竞赛
先进个人。

作为“中国十大实木家
具品牌”企业的工会主席，
吴山时时处处以企业发展
为核心，以员工利益为出发
点，精心设计活动载体，关
注职工安危冷暖，赢得了职
工的普遍赞誉。

近年来，在吴山的主
导下，为广泛倾听职工心
声，助推公司快速发展，
在公司行政的支持下，吴山组织
公司工会，以宣传栏、内部广
播、员工座谈会、微信群等多种
媒介，定期发布公司工作信息，
设立总裁专线和意见箱，把每月
16日定为“总裁接待日”，出台
《合理化建议管理办法》，做到件
件有回复，事事有人管，最大限
度畅通了公司与职工双向沟通、
互动交流的渠道，搭建起了公
司、工会和职工顺畅沟通的桥
梁，使劳动关系更加和谐。

围绕公司经营目标，组织开
展劳动竞赛，是完成经营指标、
履行工会四大职能的有效载体。
吴山带领公司工会，坚持每年开
展“优秀员工”“优秀团队”“非
凡工匠”评选活动，组织技能大
比武，树立典型和标兵，形成
比、学、赶、帮、超的良好工作
氛围。他还紧盯销售目标，在销

售系统各专卖店，开展
每月“冠军店长”“冠
军店面”“明星导购”
评选活动，增强了营销
人员的工作积极性和主
动性。

他连续 8年当选工
会主席，每年开展质量
月和安全生产月活动，
组织职工进行技能大比
武，强化职工业务技
能。形式多样的劳动竞
赛活动，使全公司累计
涌现出 596 名先进职
工，成为大家学习的典
型和楷模，有效提升了
工会组织在职工中的地
位和形象，为工会工作
的顺利开展，奠定了坚
实的基础。

该公司保安部副队
长陈忠印家庭贫困，身
患肝癌晚期，吴山了解
情况后，代表公司工
会向全体职工发出爱心
募捐倡议，组织举办了

“真情凝聚力量、爱心
托起希望”情系陈忠印
爱心募捐仪式，现场为
陈忠印筹得善款 6.1 万
元。2018 年 10 月，吴
山得知公司一名导购母
亲身患重病，积极组织
广大员工进行捐款献爱
心活动，共筹得善款 5
万余元，缓解了员工的
燃眉之急。

值 得 一 提 的 是 ，
2012年以来，该公司在
省内首家设立“父母赡
养金”制度，每月以公

司名义，通过邮政汇款的方式，
向每位职工的父母寄去 200 元，
替职工为其父母尽一份孝心。

吴山经常讲，“我愿打造有
爱的企业工会。”为了让爱传
递， 公司在工会的倡导下，十分
注重职工业余文化生活，在职工
活动中心，设立电影院、棋牌
室、阅览室、台球室、乒乓球
室，做到天天开放，人人共
享，为全体员工休闲娱乐提供
了良好的活动场所。在吴山的
组织下，仅职工篮球赛这一项
活动，就已成功举办了七届。

今年以来，吴山借鉴高校
社团管理模式，在公司组织成
立了艺术协会、球类协会、摄
影书画协会、经理人读书会等 7
个社团组织，通过社团组织，
开展形式多样的业余文化交流活
动，丰富了员工业余文化生活，

打造出职工的“有爱
家园”。

□张永峰

召开新时代意识形态工作宣讲会

——记咸阳市工人文化宫主任赵文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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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有媒体报道，广东某公司多名
工人患上白血病，经广东省和广州市职
业病诊断鉴定委员会鉴定结果证实，这5
名员工均为职业性肿瘤，也就是苯所致
白血病。（5月12日中国新闻网）

这 5 名员工经过与华生电机有限公
司长期博弈，终于将白血病鉴定为职业
性肿瘤，如今，他们终于有可能拿到足额
的赔偿。

5 位员工都表示，多年来工厂从未
道歉，也没有对后续的员工进行应有的
防护培训 。尽管从情感上讲，公司方应
当给这些员工一个正式道歉，这种朴素
诉求，并不过分，但是，笔者觉得，令
人震惊是，倘若厂家没有对员工进行职
业防护培训，仍旧在沿着原有生产操作
模式，今后难免会有更多的工人患上职
业性肿瘤。

从某种意义上讲，职业病，预防为
先，“防”甚至比“治”更重要。但问题是，
从当地政府有关部门到相关企业，“防”
的工作做得不到位，对职业病的防治或
不愿执行，或执行不力，这正是现阶段职
业病的“病灶”。这个“病灶”不铲除，职
业病就会在各个薄弱环节蔓延开来，从
而让职业病难以做到标本兼治。

正因为如此，近年来，我国新发职业
病病例数呈高速增长态势。尤其是2010
年以来，我国职业病报告病例数持续高
位波动，2016 年全国职业病报告例数首
次超过3万例，每年因职业病造成的死亡
人数已超过生产安全事故死亡人数。

至于如何预防职业病，《职业病防治
法》第二十二条规定：用人单位必须采用
有效的职业病防护设施，并为劳动者提供个人使用的职
业病防护用品。然而，这些法律条款并没有得到很好的
落实，导致许多企业员工，付出健康甚至生命的代价。
究其根源，法律的执行不力，是造成职业病增长的首要
病因。与此同时，在职业病防治监管上，各职能部门没
有形成拳头，存在着监管真空。一些地方政府只顾追求
经济发展，而忽视职业病防治，几乎没有向职业病预防
领域投入公共资金，结果导致了在经济发展的同时，也
引发了职业病的蔓延。

显然，铲除职业病“病灶”，一方面要增强现法律的
执行力，督促企业做好职业病预防工作。对漠视职工健
康，轻视预防造成职业病危害的企业，要给予严惩。与
此同时，将职业病防治与各级政府官员的“官帽”挂起钩
来，以调动地方政府预防职业
病的主观能动性。 □吴睿鸫

5 月 11 日上午，西安市机械冶金建材工会
“中联西北院杯”职工男子篮球赛在中联西北院
有限公司综合体育馆开赛。本次比赛将历时13

天共16场比赛。中联西北工程设计研究院有限
公司、中国重型机械研究院股份公司等12家单
位参赛。 □本报记者 刘强 摄

5月10日，陕建八建集团
工 程 五 部 洋 溢 着 喜 庆 的 气
氛，阵阵书香扑面而来。经
过改造闲余空间，通过倡导

职工捐赠家中闲余书籍和外
购的方式，“职工书屋”正式
揭牌开放。
□米西峰 李莉 陈玺龙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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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崔巧玉）
近日，咸阳市秦都区总
工会为辖区内 3名贫困
人员发放赔付金 2250
元，并对其他5名贫困人
员上报的赔付资料进行
审核，审核通过后将发放
赔付金5000余元。

此次赔付是该工会
落实全省“精准扶贫”工
作有关会议精神，筹集
资金 10 万元为辖区内
1258名建档立卡贫困人
员办理“津贴+重疾”互
助保障后的首次赔付。
该项工作的实施，有效降低了贫困人
员医疗压力，增强了贫困家庭成员抵
御疾病、因病返贫的能力，有力地提
升了全区脱贫攻坚工作的成效。

本报讯（白工宣）5 月 7
日，渭南市白水县总工会召
开白水县总工会新时代意识
形态工作宣讲会，白水县县
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总工会
主席刘杰，以及全体工会领
导干部、基层工会主席参加
了会议。

会上，刘杰向参会成员
传达了文件精神，要求大家
对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
要高度重视。党历来十分重
视意识形态领域的相关工
作，尤其自党的十九大以来

不断加强这方面的工作力
度，作为工会干部职工，要
认真学习意识形态工作内
容，领会会议精神，落实好
意识形态责任制相关工作。

白水县总工会认真贯彻
县委、县政府关于意识形态工
作的决策部署及指示精神，分
析了工会在意识形态凝聚方
面的不足并作出具体安排，巩
固了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
领域的指导地位，增强了工会
团结奋斗的思想基础，为工会
的不断前进增添动力。

白水县总工会 秦
都
区
总
工
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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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在慰问活动结束后，交大二附院的医护人
员到社区进行科普义诊。

■在工会工作岗位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