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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别高薪，他为养老护理员建“家”
■ 李佳敏

殷行举办交友活动凝聚非公企业员工

说起这场“最美护理工匠”的
培训与比赛，就不得不提丛岩，这
位在培训时化身 “职业讲师”、在
比赛上充当“主持人”和“人肉模
特”的“80 后”，其实也是欧阳路街
道养老护理行业联合工会成立后

的首位工会主席。
他为何放弃高薪工作投身养

老护理行业？ 成立行业联合工会
后， 他又是如何履行工会主席的
职责、 带领养老护理人员实现职
业理想的？ 近日，记者就走近了这
位年轻的工会人和养老护理行业

从业者， 一探他在工作中的最美
瞬间。

放弃高薪投身养老照护

在欧阳社区蒋家桥长者照护

之家里， 有人亲切地叫丛岩 “家
长”，有人称呼他为 “领导 ”，而自
2017 年欧阳路街道成立养老护理
行业联合工会以来，丛岩的称呼又
多了一个，那就是“丛主席”。

这个长者照护之家， 是丛岩
在养老护理行业工作的 “起点”。
其实，丛岩并非科班出身，他大学
学习的专业是和养老护理 “风马
牛不相及”的信息工程。 毕业后，
丛岩从事硬件产品工程师工作长

达 8 年，这份工作虽然拿着高薪，
但丛岩还是迎来了瓶颈期， 他内
心有种想法呼之欲出：“我日常接

触的产品都是冷冰冰的， 非常想
要换一个人文关怀类的工作。 ”

一次， 丛岩家中一位长辈突
发疾病， 作为子女的他便请假陪
护了许多天， 后来甚至还特意从
老家找来一位亲戚帮忙， 可依旧
觉得力不从心。 由于缺乏专业护
理知识， 亲戚连同老人一起摔倒
了，造成二次伤害，这让丛岩既无
力又无奈。 通过这件事，丛岩深刻
体会到， 和他有相同困扰的独生
子女肯定不在少数， 为何不把养
老护理作为自己今后的职业发展

方向呢？
就这样， 机缘巧合下丛岩成

为“i 照护”公司的一名养老护理
员， 丛岩说：“选择这家机构的原
因，是因为它理念很新，不是传统
的‘临终关怀’养老院护理模式，
而是激发老人的动力， 从硬件和
软件入手，‘有效照护’ 让他们康
复起来，甚至回归社会。 这对从事
护理行业的员工来讲， 也更具有
工作动力，所以，吸引了不少和我
一样的年轻人。 ”

丛岩从一线做起， 从入住老
人的生活起居到日常评估、 出入
院等，他都事无巨细、任劳任怨冲
在最前面，充当起了“家长”角色。
即便已经离开一线， 还有不少人
惦记他， 许久不见的老人家属看
到丛岩都会开心地打招呼 ： “哎
呀，老领导来了。 ”同时，丛岩还不

断提升专业素养， 考出了养老护
理员职业资格证书。

从一人认同到集体认同

真正让丛岩有了 “带领养老
护理行业发展”责任意识的，是又
一次的身份转换。

丛岩说 ，在 2017 年前 ，他从
没接触过工会工作， 对养老护理
行业联合工会更是毫无概念。 除
了内在的茫然，还有外部的质疑，
他刚接手工会工作， 就时常听到
身边响起这样的声音：“你们工会
是干什么的？ 我加入后有什么好
处吗？ ”“养老护理行业联合工会
到底能为我们做些什么？ ”

丛岩说 ：“当时我意识到 ，以
前，养老护理员都是‘单打独斗’，

比较难团结起来，而且企业也分属
不同的机构和公司，这给工会工作
的开展出了大难题。 同时，几乎很
多护理员都对自己的职业认同感

太低，我成为工会主席，更要为他
们建立起更强的职业认同感。 ”

丛岩担任行业联合工会主席

一职后， 为了尽快熟悉工会日常
工作，会经常到其他街道调研“取
经 ”，随着工作深入，丛岩意识到
不能将工会工作当成任务来完

成，“我觉得我有义务也有责任去
做工会工作， 尤其是帮助护理人
员们建立职业认同感。 ”

在最近举行的寻找 “最美护
理工匠”比赛中，丛岩亲自制作教
程， 下班后还来到联合工会下属
的不同护理院（养老院 ），上门提
供“工匠精神培训”。 尽管很多人

认为“工匠”与“护理员”之间关系
不大，丛岩却认定，在一个平凡岗
位上认真耕耘、努力付出，就一定
可以获得不平凡的荣誉。 “我要告
诉他们‘工匠培训’的意义所在 ，
要让大家理解和认识到自己职业

的伟大。 ”
通过培训， 工会组织里的护

理员不仅获得专业技能提升 ，更
上好了“职业认同感”这一课。 丛
岩告诉记者， 他后续还将把欧阳
路街道养老护理行业联合工会打

造成一个品牌，在固定的时间，为
社区老人提供相应的服务， 进而
“反哺”社会。 “随着我们行业工会
职工自我认同感的提高， 一定能
更好地为老人服务，为社区服务。
而社会对于养老护理员的认识也

一定会有所改变。 ”丛岩憧憬道。

本报讯 （劳动报记者 郭
翼飞）日前，长征工业区第四
届第二次职工代表大会顺利

召开。 记者从会上了解到，四
届一次会议上共征集提案 6
件， 包括希望解决入驻企业
职工住宿难， 希望帮助解决
纳税大户企业职工子女就学

难等各类问题， 目前已全部
得到实施。

长征工业园区工会相关

负责人告诉记者， 四届一次
会议征集的 6 件提案分别为
希望解决入驻企业职工住宿

难问题； 希望在园区内建立
职工活动室， 丰富职工业余
生活， 增强各企业之间沟通
交流； 希望长征镇总工会和
园区工会联合会多组织职工

文体活动并扶持园区企业工

会独立开展各项职工活动 ，
在活动经费方面给予一定的

支持； 希望改善园区卫生环
境提升园区形象； 希望加强
园区企业职工各方面的培

训，提升职工素质，促进企业
和谐稳定发展问题等。 目前，
6 件提案中的诉求全部得到
实施。

其中，为了帮助解决入驻

企业职工住宿难问题，今年 5
月份， 园区管委会与上海地
产集团举办长征工业区城方

公租房推介会 ，38 家企业报
名参加会议，共有 17 家企业
向普陀区公租房中心递交了

申请， 申请馨越公寓公寓房
和职工宿舍，7 月 1 日起 ，获
得准入证的职工已开始陆续

选房入住， 目前已入住公寓
房 13 套。 同时，园区还帮助
一些企业申请金江实业公司

青年社区职工宿舍， 目前已
入住 26 套。

此外，园区管委会还建造
了长征工业区职工之家 ，内
有体育活动室、图书阅览室、
妈咪小屋、会议室、劳动关系
调解室等； 园区工会联合会
还落实园区工会服务 “月月
行”工作，组织开展职工文体
活动等 48 场次 ， 参加职工
4600 多人次， 镇总工会按照
非公企业工会改革方案对 12
家非公企业工会共返还专项

活动经费 17.75 万元。针对职
工关于希望改善园区卫生环

境提升园区形象问题 ，2018
年至今该园区共投入资金约

1725 万元， 对园区工业坊的

水电 、道路 、路灯 、绿化 、河
道、监控 、保洁等进行改建 、
维修和加强管理 ；为加强园
区企业职工各方面的培训 ，
提升职工素质 ，促进企业和
谐稳定发展 ，该园区工会相
继举办了健康 、礼仪 、心理
辅导 、法律知识等主题讲座
和安全知识 、 汽车行业技
能、工会干部业务等培训 11
场 ， 共有 8 家企业荣获 “上
海市和谐劳动关系达标企

业”称号。
职工有所呼， 工会有所

应。 长征工业区工会联合会
主席姚伟表示 ，在一年的提
案办理过程 ，我们深切体会
到 ：统一广大职工对民主管
理 、提案工作的认识 ，是增
加提案数量的基础 ；搞好各
方面的协调、联动，是提案实
施率的保障；提高提案质量，
是取得提案实施较好效果的

根本。
会上还听取了长征工业

区管理委员会的行政工作报

告，通报了 2018 年区域内和
谐劳动关系情况， 表决通过
《长征工业区区域性集体合
同》等。

本报讯（劳动报记者 赵竺安）
日前 ，一场主题为 “‘殷 ’缘小联
盟，‘行’行话鹊桥”交友联谊活动，
在杨浦区殷行街道举办， 该街道
非公企业工建联盟同时揭牌 ，街
道党工委书记邱红，街道党工委副
书记、工会主席胡琳等领导参加。

整场活动中，各单位单身男女
员工热情高涨。 分组竞赛将每个
成员的精气神调动起来， 环保游
戏进一步激发了大家的环保意

识。 男女嘉宾在“心动三分钟”中
有了深入接触。 进阶游戏中，三个
组分别制作队服， 演绎不同时期
的爱情故事。 最后，进行了最好小
组、最风趣和最活泼男女嘉宾的评
选，现场牵手的有情人悉数亮相。

由殷行街道总工会主办、“梅

园婚恋”协办的这次活动，以七夕
节、搭“鹊桥”为切入点，打造非公
企业单身员工择偶“脱单”的纽带，
同时构建起非公企业之间沟通发

展的桥梁。 该街道总工会为更好
地推进非公企业工会改革向纵深

发展，探索搞活非公企业工会工作
的路径，不断创新服务职工群众新
模式， 推动非公企业工会组建，还
成立了非公企业工建联盟。 据了
解，该联盟将作为组建工会的一个
平台， 发挥非公企业信息互通、优
势互补、相互学习交流的作用，并
以此激发非公企业工会改革。

此次活动吸引了来自街道辖

区中原护理院、小蝌蚪音乐园、劳
林人力资源等十余家企业的 50
名男女嘉宾参加。

长征工业区召开区域性职工代表大会

落实六件提案解决职工难题

随着上海城市老龄化程度

的加快，养老护理行业逐

渐成为人们较为关注的重点。

不论家庭养老还是社区养老，养老护理人才团队的建设，都被放在

了十分突出的位置。

近日，在虹口区欧阳路街道，6位养老护理员通过培训与层层比

拼脱颖而出，获得了“最美护理工匠”的称号。他们不仅在培训中获

得专业技能提升，同时，也对自己的职业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

工会搭““鹊桥””帮职工““脱单””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