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1 — 

 

 

 

 

 

 
 

 

 

关于公布“阅读强素质• 奋斗建新功” 

“非常时期  共克时艰”主题征文评审结果的 
通知 

 

 

各市（县）区、经开区总工会女职委，局（公司）、直属单位工会

女职委： 

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贯

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疫情防控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引导女

职工关注疫情，同心共渡难关，立足岗位，提素建功，在奋斗中

收获更多自信和勇气,市总工会女职委自 2 月起开展以“阅读强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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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奋斗建新功”“非常时期，共克时艰”为主题的读书征文和写

家书活动,活动开展以来，得到全市各级工会女职工组织的积极响

应和女职工的踊跃参加，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此次活动共收到征

文及家书 1292 篇，其中“阅读强素质•奋斗建新功”征文、家书

932篇，“非常时期，共克时艰”家书 361 篇。现经读书征文评审

小组评审，共评出获奖征文、家书 78 篇，组织工作奖 17 个。现

将评审结果予以公布，以示鼓励。 

希望获奖的女职工再接再厉，不断从书籍中吸取营养，提升

个人综合素质；希望各级工会女职工组织继续组织好女职工读书

活动，引导女职工爱上阅读，养成阅读的习惯，帮助女职工在奋

斗中播种希望，收获梦想，为夺取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双

胜利”作出积极贡献。 

 

附件：“阅读强素质•奋斗建新功”“非常时期，共克时艰”主

题征文、家书获奖名单 

 

 

无锡市总工会女职工委员会 

                            2020 年 10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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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阅读强素质• 奋斗建新功” 

“非常时期  共克时艰”主题征文、家书 
获奖名单 

 

一、组织工作奖名单（17 个） 

江阴市总工会女职工委员会 

宜兴市总工会女职工委员会 

无锡市梁溪区总工会女职工委员会 

无锡市锡山区总工会女职工委员会 

无锡市惠山区总工会女职工委员会 

无锡市滨湖区总工会女职工委员会 

无锡市新吴区总工会女职工委员会 

无锡市教育工会女职工委员会 

无锡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工会女职工委员会 

无锡市市级机关工会女职工委员会 

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第七 0 二研究所工会女职工委员会 

海鹰企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工会女职工委员会 

中船澄西船舶修造有限公司工会女职工委员会 

无锡工艺职业技术学院工会女职工委员会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无锡分公司工会女职工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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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江苏有限公司无锡分公司工会女职工委员会 

中国电子系统工程第二建设有限公司工会女职工委员会 

二、“阅读强素质•奋斗建新功”征文、家书获奖名单（58 篇） 

1.阅读短文类： 

一等奖（3 篇） 

《诗意地生活与栖居》 

作者：张盐兰   单位：无锡市立人高级中学 

《不忘初心 砥砺前行 让青春在奋进中闪光》 

作者：徐梦洁   单位：宜兴市公安局 

《手的温度》 

作者：赵斌     单位：无锡工艺职业技术学院 

二等奖（5篇） 

《我的寻根之旅》 

作者：陈婷     单位：无锡市滨湖中心小学 

读《习近平用典》有感 

作者：张琰     单位：无锡市锡山区云林街道总工会 

《一路清香，满树芬芳》 

作者：王伟红   单位：无锡工艺职业技术学院 

《怀揣赤子之心，践行中华家风》 

作者：王思琪   单位：无锡市青山高级中学 

读《血疫：埃博拉的故事》有感 

作者：马佳琰   单位：无锡市华昌特种铸造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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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等奖（10篇） 

《“悦”读人生，遇见更好的自己》 

作者：王堰焜   单位：无锡师范附属小学 

《扬帆起航，青春正当时》 

作者：丁玲     单位：无锡市陆区中心幼儿园 

《静待春来》 

作者：徐蕾     单位：中船澄西船舶修造有限公司 

《越简单越幸福》 

作者：刘培     单位：村田新能源（无锡）有限公司 

《书香润心灵，“悦”读促成长》 

作者：戴晴     单位：无锡崇宁路实验小学 

《家庭教育是幸福人生的基石》 

作者：张妤     单位：无锡工艺职业技术学院 

《腹有诗书气自华》 

作者：吉琳     单位：无锡市刘潭实验学校 

《激扬巾帼志  奋斗谱芳华 》   

——读《铿锵玫瑰——奋斗的女性最美》有感 

作者：陆烨     单位：无锡市委机要保密局 

《读过春，读过秋，读到云动和风来》 

作者：庄燕燕   单位：希捷国际科技（无锡）有限公司 

《腹有诗书幸自得》   

作者：沈瑾    单位：无锡市育红小学 



 — 6 — 

优秀奖（20篇） 

《好母亲就是好家风》 

作者：单银霞   单位：江阴市云亭街道办事处 

《守得初心即美好》 

作者：曹蕊     单位：无锡市育英实验小学 

《中国特色制度 托举生命之重》 

作者：顾蓓蓓   单位：无锡市锡山区锡北镇周家阁村民委员会 

《践行自身使命，静待春暖花开》 

作者：陈璐     单位：无锡市税务局 

《我们为什么会越来越好》 

作者：陈洁     单位：无锡市锡山区鹅湖镇彩桥村村民委员会 

《塑阅读型家风，精神上的寻根之路》 

作者：姚金娟   单位：无锡市育英实验小学 

《放下抱怨，学会感恩》 

作者：于青     单位：无锡市梁溪区水产行业工会联合会 

《静下来   一切都会好》 

作者：尤澜     单位：无锡市税务局 

《莫失孝道，谁无为人父母时》 

作者：陈佳韵   单位：无锡鹅湖不锈钢链条厂 

《慢下来，细赏“一路花开”》 

作者：沈雨聪   单位：无锡市滨湖区工信局 

《在平凡中绽放人生精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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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孙玲菲   单位：无锡市影剧公司和平电影院 

《有一种幸福叫阅读》 

作者：刘萍     单位：无锡市东方娃实验幼儿园 

《珍惜生命，珍惜当下》 

作者：胡世英   单位：索尼数字产品（无锡）有限公司 

《轻轻走向完美》 

作者：李心怡   单位：无锡市锡山区鹅湖镇青荡村村民委员会 

《系好人生的第一颗扣子》 

作者：鲁佳丽   单位：无锡市税务局 

《不忘初心，不负韶华》 

作者：虞青     单位：无锡市机关幼儿园 

《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读后感 

作者：伍正云   单位：宜兴市红十字会血站 

《我的前半生》 

作者：徐慧娟   单位：江阴高新区实验幼儿园 

《读书滋味长》 

作者：华敏     单位：无锡机电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好家风带来正能量》 

——记祝塘中心小学副校长徐美娟 

作者：陈娟     单位：江阴市祝塘中心小学 

2.家书类： 

一等奖（2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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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封疫情期间的家书》 

作者：郑燕     单位：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江苏有限公司无锡分公司 

《“疫”封家书》 

作者：袁红霞   单位：无锡市太湖实验幼儿园 

二等奖（3篇） 

《给妈妈的一封信》 

作者：陈文文   单位：无锡市梁溪区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 

《我愿是风雨之后的那抹彩虹》 

作者：胡彩红   单位：江阴市澄江街道塔南社区居民委员会 

《给女儿的一封信》 

作者：陆辰     单位：无锡市锡山区安镇街道先锋村民委员会 

三等奖（5篇） 

《凛冬散尽,风暖春来》 

作者：汤艳     单位：江苏有线网络发展有限责任公司江阴分公司 

《给孩子的一封信》 

作者：程蕾     单位：江阴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给儿子的信》  

作者：胡慧敏   单位：无锡市第二人民医院 

《一封跨越寒冬与疫情的家书》 

作者：刘晓娟   单位：江苏长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我欲同君游，北国至南洲》 

作者：华平     单位：无锡市育英实验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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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秀奖（10篇） 

《晓澄吾儿，见字如面》 

作者：陆玉芳   单位：江阴顾山镇红豆村卫生院 

《勇敢是为了你更勇敢》 

作者：黄燕     单位：江阴市要塞中学 

《当爱情遇上疫情》 

作者：张硕     单位：江阴市南闸实验学校 

《与亲书：战役期间的一封家信》 

作者：陈睿     单位：国家统计局无锡调查队 

《泪目！无锡二年级学生与“火线妈妈”的两地书》 

作者：杨牡丹   单位：江南大学附属医院 

《写给女儿的家书》 

作者：王晓东   单位：无锡市通江实验幼儿园 

《写给女儿的一封信》 

作者：周洁     单位：江阴农商银行 

《写给亲爱的你》 

作者：冯佳轶   单位：无锡市玉祁中心小学 

《再“战”疫情  责无旁贷》 

作者：寇辉     单位：无锡市纪委监委 

《那时那刻的我们》 

作者：汪倩     单位：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淡水渔业研究中心 

三、非常时期，共克时艰——家书获奖名单（20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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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等奖（2篇） 

《给父母大人的一封家书》 

作者：朱旭涛   单位：宜兴市中医医院 

《为大家，舍小家，一家不圆万家圆》 

作者：何开霞   单位：无锡市滨湖区河埒街道协民社区 

二等奖（3篇） 

《愿你不负韶华，青春无悔》 

作者：时锋     单位：无锡市梁溪区崇安寺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你护国来我守家》 

作者：王一涵   单位：无锡市东璟幼儿园 

《写给驰援武汉防控新冠肺炎疫情一线老公的信》 

作者：沈雪玲   单位：无锡汽车工程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三等奖（5篇） 

《给女儿的一封信》 

作者：王菁晶   单位：宜兴市徐舍医院 

《在坚守中成长》 

作者：庄颖     单位：宜兴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并肩作战，你是我们的英雄》 

作者：王心怡   单位：无锡市天一实验学校 

《一封家书：坚守岗位 战疫情》 

作者：秦华     单位：无锡蠡园实验幼儿园 

《待到春暖花开时，我们一起去赏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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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孟星竹   单位：无锡滨湖实验幼儿园西园园区 

优秀奖（10篇） 

《隔离病房里的一封家书》 

作者：周岚     单位：宜兴市中医院 

《不负青春，砥砺前行》 

作者：殷世华   单位：宜兴市太华中学 

《志愿抗疫有担当》 

作者：邓秋萍   单位：江苏省锡山中等专业学校 

《凝心聚力，共克时艰》 

作者：薛宁波   单位：无锡市惠山区华锐实验小学 

《愿春早来，山河无恙，不见面，依然温暖》 

作者：陆钰     单位：无锡市滨湖中心小学 

《给孩子的一封家书》 

作者：张晨珺   单位：无锡市育红小学梅园分校 

《血脉同心，共盼春来》 

作者：须娴娜   单位：无锡市育红实验幼儿园 

《共克时艰家书情，“疫”无反顾砥砺行》 

作者：荣凌美   单位：无锡市滨湖区河埒街道河埒社区 

《一心一“疫”，共克时艰》 

作者：邹涟     单位：无锡市雅居乐实验幼儿园 

《给抗战在疫情一线的顾森祖一封家书》 

作者：陆辰     单位：无锡市妇联实验托幼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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