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匠心匠心 智慧智慧 魅力的魅力的““群英荟群英荟””
区总工会区总工会““寻找最美女职工寻找最美女职工””主题活动展示主题活动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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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冬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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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 玄

周 晴

黄倩倩

单 位

上海澳星照明电器制造有限公司

上海汀滢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德尔格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浦东新区规划设计研究院

高桥镇文化服务中心

东方医院

伟创力（上海）金属件有限公司

上海佳昌实业有限公司

上海外联发商务咨询有限公司

上海互联网软件集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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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燕功

王 歌

江 燕

杨小燕

张 艳

陆晓莉

邵 晶

金 晶

盛丽萍

潘建英

单 位

祝桥镇祝和苑居委会

上海美特斯邦威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浦东新区人才交流中心

高行镇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

上海浦东新区杨高公共交通有限公司

浦东新区农业技术推广中心

浦东新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花木街道万邦居委会

新场镇新南村民委员会

万祥镇集体资产管理事务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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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 楠

纪 红

李 萍

张 洁

张永红

陈宇荛

倪云华

韩晓辰

谢芳芳

阚叶青

单位

中科新松有限公司

东方希望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亚荣电梯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上海弘辉种业有限公司

浦东环园综合养护有限公司

明珠富想川沙（上海民宿文化有限公司）

潍坊新村街道办事处

霍尼韦尔（中国）有限公司

上海陆家嘴金融发展局有限公司

上海大联石油化工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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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高桥镇文化服务中心，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海派绒绣”的区

级代表性传承人、上海市工艺美术师绒绣师何冬梅以针代笔，展示着绒绣

的魅力。

一次偶然的机会，何冬梅看见邻居在家做绒绣，便对此产生了浓厚的

兴趣。经邻居介绍，她向上海绒绣的市级传承人汪振男、上海东岸绒绣艺

术研究中心顾问孙原丘拜师学艺，开始了自己的绣娘人生。

绒绣作品虽美，但制作过程却是比较枯燥的，很多绒绣学生都是因为

枯燥而转行。不过在何冬梅眼里，绒绣充满了乐趣，每个小色块都拥有无

限可能。何冬梅接触绒绣的时间相对晚一点，但她认真钻研，显示出了不

俗的天赋和悟性。她擅长绒绣传统技艺绣制，能通过绒绣传统的制样，把

油画、照片中的细节通过飞针走线层层覆盖揉进了绒绣作品中。此外，在

表现人物整体形象方面，何冬梅有较稳的掌控力，绣制的作品还原度高，色

彩过渡自然。

何冬梅的作品《鲁迅》2012年获“儒士儒家·百花杯”金奖；《孙中山》

2013年获“国信·百花杯”金奖；《蒙娜丽莎》2015年获中国工艺美术“百花

奖”金奖；《姐姐》2017年获全国手工艺产业博览会暨非物质文化遗产“国奖

杯”金项奖；《幸福指数》2018年获全国手工艺产业博览会暨非物质文化遗

产“国奖杯”金项奖……经过多年的历练，何冬梅的绒绣技艺厚积薄发。

何冬梅还致力于绒绣的保护创新和传承工作，担任高桥绒绣传习所、

高桥镇小学、高桥实验中学绒绣社团老师。她和同为区级传承人的金雯一

起办了绒绣传习班，希望将这门手艺传承下去。如今，她们加大了文创力

度，让绒绣既符合现代人的审美又独具匠心，吸引更多年轻人关注这门唯

美又寂寞的手艺。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浦东开发开放29周年。为展示浦东女职工在浦东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

立足岗位、奋力拼搏、开拓进取的时代风采，进一步激发广大女职工筑梦圆梦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

区总工会以匠心、智慧、魅力三大类别为主线，在全区开展“寻找最美女职工”主题活动，充分挖掘奋斗在

技术创新一线、基层社会管理治理及各条战线上绽放魅力的女职工代表。最终，共有52名来自浦东各行

各业的女职工代表脱颖而出、绽放光彩。

何冬梅何冬梅

【点评词】
“海派绒绣”传承人，飞针走线绣春秋，一丝不苟出精品。

从一线操作人员成长为公司基层岗位女性领军人物，上海澳星照明电

器制造有限公司LED插焊班组工会组长王小丽一步一步走得踏实又坚定。

走上LED插焊的岗位，王小丽一直积极努力学习专业知识，不断提高

业务素质，先后从事 SMT操作、插件加工、生产组长、工会组长等工作，她

踏踏实实、勤勤恳恳，真正做到了干一行、爱一行、钻一行、精一行。

在任LED插件组生产组长时，王小丽总是要拿出操作规程和工艺流程

看看，以做到温故而知新，对此她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她说：“学习使人

进步，新职工进厂，我们要教他们学习，自己得比他们先学习，才能教给他

们全面的知识。”

正是有着对自己、对他人、对工作负责的精神，王小丽很快掌握了操作

工艺，不但能自己保质保量完成任务，还自创了一套有别于其他职工的操作

法——王小丽操作法，又名“311”工作法，即3个尽早、1个生产法、1个团队。

这一操作法还被评为“2013年度浦东新区职工科技创新先进操作法三

等奖”。其最大的创新点就在于，将插焊工作与新品开发工作相结合，在一

些重大市政项目中发挥独特效用，例如北京奥运会上海赛区交通改造工程

项目、上海世博会交通改造工程项目和上海进博会发光地砖系统等。

作为班组的领军人物，王小丽长期致力于道路交通领域产品的研究与

制造。她按照工会组长引领制、生产组长责任制、首席员工传承制要求，有

效地解决了企业生产中的生产难题，带动了智慧交通产业包括交通信号灯

产品特别是人行横道信号灯产品的技术创新。

除了在工作条线上建功立业，王小丽还在业余时间致力公益事业，她

在工作上的突出表现和在志愿服务工作中的满腔热诚，为助推公司发展和

员工素质提升发挥了极大的职业道德楷模的示范引领作用。

王小丽王小丽

【点评词】
干一行、钻一行，自创灵巧操作法，“智慧交通”护盛会。

1994年上海德尔格医疗器械有限公司成立之初，严粹人便加入了公

司，并一直致力于医疗设备的研发及创新，而她也从机械工程师、经理助

理、项目经理、产品生命周期部经理，成长为研发部项目群管理部经理。

刚进入公司，严粹人利用自己的外语和专业技术优势，去德国总部参

与研发当时国内最为领先的麻醉机。公司生产的首台麻醉机于1996年成

功投放市场，畅销中国和世界许多国家，为企业创造了巨大的经济效益。

1998年，当麻醉机的研发生产进入稳步期后，严粹人又开始了新一轮

的创新之举。她充分发挥其机械工程师的专业特长，为总部研发了氧气和

空气流量计。该产品除取得了CE和CFDA认证，还在中国专利局取得了

实用新型专利，至今仍是公司的出口主打产品之一。

2004年，严粹人在参与总公司呼吸机产品升级换代的项目过程中，研

发了气体管理模块，并利用这个机会积极参与了呼吸机国家行业标准的修

订工作，为国家医疗器械标准第三版的实施贡献了力量。

2007年，严粹人成为全球研发项目的项目经理，带领来自中国和德国

两地各个职能部门的项目组成员，克服了语言、文化、时差等重重困难，按

时按量地完成研发任务，使德尔格的新产品得以在全球成功上市。

2018年 4月，公司又成立了项目群部门，严粹人无私地与其他员工分

享她多年来积累的经验和知识，积极组织安排新员工的相关培训。严粹人

跨部门、跨国界的沟通与合作，引领着其他团队乃至整个德尔格公司共同

进步。为此，她当选为上海市新长征突击手；她参与研发的产品荣获上海

市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三等奖，上海市优秀产品三等奖，若干实用新

型、外观设计专利等，同时她也参与起草多份行业和国家标准，为行业发展

贡献智慧。

严粹人严粹人

【点评词】
从研发到培训，从国内到国际，精益求精，臻于至善。

纪红是上海东方希望企业服务有限公司（即东方希望集团总部）工会

主席。25年间，她从子公司一名普通的会计师，成长为集团总部管理人员，

无论是本职工作还是公益活动，她都以强烈的事业心和高度的责任感来对

待。25年的时光，她把人生最美好的年华奉献给了东方希望。

作为集团工会主席，纪红把高尚的职业道德标准内化于心，转化为

个人的内在品质，发扬东方希望“榜样、教师、教练”的企业文化，不断完

善职工职业道德建设机制。她帮助集团创建希望书园，打造职工精神

家园；她邀请名师为集团干部员工开展各种主题的培训，提升员工社会

公德、家庭美德、职业道德以及个人品德；她组织开展读书会交流和“朗

读者”活动，引导员工多读书、读好书，用文化感染员工、教育员工，上服

公司也因此被区总工会评为“职工教育培训示范点”和“职工书屋示范

点”。

纪红利用业余时间，组织志愿者广泛开展公益课堂、希望行动、希望助

学等公益活动。近两年，她组织集团志愿者开展公益活动近百次，受益者

达一万余人。作为集团“希望助学”项目负责人之一，纪红先后代表集团在

内蒙古包头、新疆昌吉、河南渑池、重庆等地开展助学活动，累计资助了360
名“东方希望生”。2017年 9月，纪红代表集团深入南疆，为浦东新区对口

支援的新疆喀什地区莎车县一中、三中共 20名成绩特优、家庭特困的“双

特”学生送去了援助款，帮助他们完成高中学业。

在纪红的带领下，上海东方希望服务有限公司构建了系统、规范的职

工职业道德建设体系，打造了集团经营发展与职工职业道德建设齐头并

进、职工与集团共同成长的和谐环境，有效地促进了集团高质量、健康发

展。

纪红纪红

【点评词】
学高为师，德高为范。情深义重，东方希望的爱心大使。

海派旗袍是上海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着上海女性的优雅仪态与动

人风采。浦东女性人才促进会海派旗袍联谊会会长、上海浦东海派旗袍文

化交流中心主任倪云华深深地热爱着它。

2009年，倪云华围绕上海世博会“城市，让生活更美好”主题，创立了浦

东花样年华旗袍艺术中心，短时间内打造了一支海派旗袍文化队伍。在世

博会期间，旗袍队与中外文化团队交流互动，获得了良好的社会反响。

2015年，她成立由潍坊社区女企业家组成的潍美联谊会，提升女企业家文

化艺术素养、丰富和美化生活，同时担任浦东女性人才促进会海派旗袍联

谊会会长，以海派旗袍为载体，倡导美好生活。

2017年，上海浦东海派旗袍文化交流中心成立。倪云华以“传承中华

旗袍服饰文化，展示海派旗袍文化魅力”为初心，以旗袍为载体，推动女性

文明素养提升，促进海派旗袍文化在机关、企事业单位和社区基层的传承

与发扬，助力海派旗袍文化不断走向职业化、生活化、时尚化和国际化。

2017年，中心参与央视春晚上海分会场、第三届上海沪剧艺术节、上海

海派旗袍文化推广日、大世界非遗传承日、紫荆之夜——庆祝香港回归20
周年书画音乐展演等大型活动，高质量的节目、高素养的形象，赢得了良好

的社会声誉。2018年，倪云华开展原创非遗旗袍设计，以非遗元素为索引，

完成了12款体现浦东本土文化的非遗海派旗袍。

此外，依托“浦东海派旗袍文化公益行”项目，倪云华带领中心开展海派

旗袍文化推广活动，组织海派旗袍文化讲座，为浦东白领女性提供培训课程，

先后开设了朗诵、声乐、书法、舞蹈、瑜珈、古筝、茶艺、形体、手工、化妆等课

程，为打造浦东海派旗袍文化品牌迈出了坚实的第一步。

倪云华倪云华

【点评词】
婀娜的旗袍仙子，带着姐妹们靓丽前行，展东方之韵，秀浦江之美。

有人曾说过：“伟大的工作，并不是用力量而是用耐心去完成的。”用这

句话来形容张永红很贴切。21岁进入浦东环园综合养护有限公司，在清扫

保洁岗位上，她一干就是28年，寒来暑往，冷暖自知。

1991年 4月，21岁的张永红风华正茂，加入了环卫这一特殊的行业，

把美好的年华无私地奉献给了环卫事业，与街道清扫、垃圾收运结下了

不解之缘。在实际工作中，她亲身体会到了清扫工作的艰辛和其中的

酸甜苦辣，每天早出晚归，风雨无阻。一天作业下来，经常累得满头大

汗、腰酸背痛。她吃苦耐劳、踏实肯干，对工作认真负责，成长为一名清

扫组长。

张永红对工作任劳任怨，不计较报酬。她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工作

在清扫作业、管理一线，早晨第一个到岗，傍晚最后一个离岗，为了使所管

理路段的环境卫生保持整洁、干净，坚持每天巡查检查，一天至少来回三

至四趟。从事清扫工作 28年来，哪条路段最需要她，她就出现在哪条路

段上。

身为清扫组长，张永红以身作则，用真情实意、言传身教引导了一批批

的环卫新人。清扫保洁作业中，对组员严格要求，不讲私情；在生活、思想

上，像大姐一样予以关爱，用真诚把每个班组的成员紧紧联系在一起，让每

个职工自觉维护班组的荣誉，增强了单位凝聚力，也促使大家共同努力做

好张江镇的环卫工作。

为此，张永红多次获得浦东环园综合养护有限公司先进个人、张江镇

“群防群治”先进个人等荣誉。2016年，张永红还在张江镇开展的最美“张

江宁”评选活动中获得票数第一名。

张永红张永红

【点评词】
城市的美容师，不惧严寒酷暑，兢兢业业装点道路文明。

她是劳模，是服务明星，是标兵，她将公交车厢打造成了体现人生价值

的大舞台。先来看看她的光荣榜——2008年获得上海市公交行业第三届

“服务明星”；2009年被评为全国交通运输系统劳动模范；2010年获得上海

市公交行业第四届“服务明星”；2010年获得上海职工迎世博窗口服务行业

立功竞赛活动“世博服务明星奖”；2011年获得上海市公交行业第五届“服

务明星”……浦东新区杨高公共交通有限公司“张艳服务督导创新工作室”

负责人张艳在平凡岗位上不断发光发热。

2014年，“张艳服务督导创新工作室”成立，张艳领头的工作室致力

于提升公司整体服务水平，围绕公交营运中的服务顽疾和短板问题积极

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劳模工作室平台展现了劳模精神、展示了劳模技

能，以“明星”带“优秀”、“优秀”成“群星”，为公交营运一线挖掘和培育了

一批又一批的上海市公交系统的“三优”人员（优秀驾驶员、乘务员和调度

员）。

工作室还组建了由服务明星，优秀司、售、调等先进人员组成的“啄木

鸟”志愿者队伍，利用休息时间不定期开展跳车巡查，发现服务问题及时反

馈到车队，并建立跟踪管理机制，确保整改成效，形成服务巡诊新模式。张

艳服务工作室作出的服务短评，内容不仅有涉及“安全行车”“规范停站”等

重点项目，也有针对空调使用、儿童免票线、破损纸币等营运过程中的点滴

小事。这种一事一议的小言论，它们“简明扼要，针对性强，便于操作”的特

点得到了营运一线员工们的好评。

张艳服务工作室的这些“服务门诊”很有针对性和操作性，为此公司编

撰出版了全市首本《公交服务“法典”》在全公司推广，使得公司营运一线员

工规范服务意识和规范操作执行力较之前有了较大的提升。

张艳张艳

【点评词】
以劳模精神示范，让每一辆公交车里，都充满艳阳春光。

昔日的贫困村，如今跃升为“上海市美丽乡村示范村”。这个华丽“变

身”背后，新场镇新南村党总支书记盛丽萍倾注了很多。

新南村位于新场镇西南角，地理位置相对比较偏，以农业经济为主。

传统的观念和劳动力的转移成了新南村发展的瓶颈。身为村党总支书记，

盛丽萍需要当好这个“班长”，带领村民致富成了她的首要目标。

她和村两委成员积极探索新形势下农业发展模式，积极发展合作社等新

型农业经营主体15家，发挥“能人”引领作用。其中，御郊合作社与上海交通大

学建立了农业科研合作关系，成立了教授工作站，研发及创新现代农业生产技

术，并成为农业知识科普基地；南德农庄以有机、观光等特色，让游客感受乡土

风情。新型农业的不断创新与发展给村民带来了切实的利益保障。

盛丽萍还不忘党员使命。为了将联系群众、服务百姓工作做深做实，

她组建村干部与党员结合的服务团队，在全村通过划块管理、组建团队、分

组负责、亮牌承诺、入户联系等方式，开展多形式、全覆盖的走访，录下1215
户村民家庭生活情况，建立“民情档案”。由此，她先后推出了 1.0版的“民

情联系卡”、2.0版的“便民服务卡”和3.0版的“民情气象站”，畅通了为民服

务的通道，服务群众零距离，服务群众心连心。

镇领导评价盛丽萍：她是一个坚强的女同志。面对瘫痪的丈夫、尚在弱冠

之年的儿子，盛丽萍独自扛起了家庭的重担。可是，工作中的盛丽萍乐观开

朗，认真对待每一项工作。她说：“我必须坚强，只要我到村里工作一天，就要

对得起村里老百姓的信任。既然做了，就要对得起自己手里的工作。”

如今，乡村振兴战略又在她心中点燃，新南村乡创中心的成立，为回乡

青年提供了创业的平台。她说，不仅要做“追梦人”，更愿成为那些“追梦

人”的“助梦人”。

盛丽萍盛丽萍

【点评词】
察民情，聚民智，连民心。合作社里同致富，美丽乡村追梦人。

她是一位在人社系统拥有19年工作经验的青年骨干，她秉持着“我承

诺，做更好”的服务理念，努力做浦东新区企业和高层次人才的贴心人。她

就是浦东人才交流中心高层次人才服务部部长江燕。

只说“Yes”不说“No”，服务人才有温度。高层次专家的需求涉及到各方

面，比如健康管理、人才公寓、居留和出入境等。面对这些问题，江燕带领团

队以饱满的工作热情，做好企业和人才的娘家人。

开拓进取求突破，服务企业成效显。江燕一直认为，人才项目推荐不

仅仅是推荐，更是为留学生企业服务的重要手段。为此，她将人才项目推

荐作为服务留学生企业的重要切入点，推荐企业参评合适的人才项目，助

力企业走上发展的快车道。据统计，2018年，人才中心共受理、推荐7大类

118人次申报国家及市级人才项目，推荐率和入选率均创新高。

勇于创新挑重担，服务发展新动能。江燕发现，自己团队服务的专家

企业有大量的高科技科研项目，非常适合博士后人才的培养。为此，她们

加强了博士后科研工作站的政策宣传和推广，曾在一周内走访了18家博士

后分站企业，推荐它们申报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分站，使得2018年共获批博

士后科研工作站分站10家，通过专家评审并向市博管办申报企业16家，达

历年之最。

江燕和团队一起，以高端人才健康管理为切入点，创建“e通卡”服务平

台，升级服务功能，拓展服务对象，扩大服务内容，以满足各类专家的个性

化需求。在做实张江留创园方面，服务部携手张江管委会，将张江留创园

孵化基地的牌子挂进了生命健康、低碳环保、先进制造等行业领先的重量

级孵化器，为张江留创园的留创企业提供了入孵承载平台，并且探索整合

双方资源，为留学生创业企业提供贯穿全生命周期的深度服务。

江燕江燕

【点评词】
用自己的青春芳华，守护“深度服务”的铿锵诺言。遍栽浦东“梧

桐树”，引来园区“金凤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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