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市各界妇女姐妹：
春临盛世三月天，姹紫嫣红映红颜。值此第110个“三八”国

际劳动妇女节到来之际，景德镇市妇联向全市各界妇女姐妹致
以节日的问候和美好的祝愿！向所有辛勤耕耘、默默奉献的妇
女工作者以及关心支持妇女事业发展的各界人士表示衷心的感
谢和崇高的敬意!

瓷都人杰地灵，巾帼竞展英姿。在过去的一年里，全市各条
战线和各个岗位上的女同胞以“巾帼不让须眉”的姿态，紧紧围
绕市委市政府的各项战略工作部署，为促进经济发展、社会进
步、家庭和睦等各个方面发挥了“半边天”的作用，充分彰显了全
市广大女性锐意进取、开拓创新的奋斗精神，爱岗敬业、无私奉
献的高尚情操，风雨彩虹、铿锵玫瑰的时代魅力。

因为有了阳光，世界变得温暖；因为有了女性，一切变得美
丽绚烂。亲爱的姐妹们，你们用自己柔弱的肩膀，担起事业和家
庭两副重担。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型冠状病毒疫情，你们牢记总
书记嘱托，临危受命，或暂别亲人逆行驰援湖北、新余，或坚守岗
位守护着人民生命安全，奋战在疫情防控第一线，彰显了医务工
作者敬佑生命、救死扶伤、大爱无疆的职业操守；你们初心于怀，
使命在肩，在城市和农村，在交通路口和检测卡点，在网上网下
和村头巷尾，为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忘我工作，舍小家为大家，
涌现出许多可歌可泣的先进人物和感人至深的事迹，体现了敢
于担当、甘于奉献的无私精神，你们是最可敬的瓷都女儿，是最
勇敢的巾帼战士。在此向你们道一声：姐妹们辛苦了！感谢你
们在抗疫一线做出的突出贡献，感谢你们的家人、亲友给予的倾
情支持。

春暖花开、胜利在望！今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十三
五”规划收官之年，也是景德镇国家陶瓷文化传承创新试验区建
设的开局之年、关键之年。希望广大女同胞坚定信念、志存高
远，按照市委、市政府的部署和要求，结合本职工作，发挥妇女优
势，感恩奋进、真抓实干、久久为功，用理想、智慧、勤劳、美德，在

“全力实施‘三个五’战略行动，奋力打造与世界对话的国际瓷
都，建好景德镇国家陶瓷文化传承创新试验区，打造对外文化交
流新平台”的生动实践中，努力创造出无愧于人生、无愧于时代
的新业绩。让我们逐梦前行，努力奋斗，以坚如磐石的信心、只
争朝夕的劲头、坚韧不拔的毅力，一步一个脚印把我市妇女儿童
事业推向前进！

祝全市广大女同胞节日快乐、身体健康、工作顺利、阖家幸
福!

景德镇市妇女联合会
2020年3月6日

慰 问 信 一、全体驰援湖北、新余女性医务人员（30名）
丁一梅 占艳芳 冯 芳 冯美英 朱丹丹 朱慧敏 向 琴 刘文婷 许 娴 吴小华 吴白慧 吴庆飞 吴芷钦 吴璋萱 何 丽 余 丽
余素娟 沈 娟 张海容 范琦茜 郑丽琴 胡庆花 段云霞 高梅梅 程柚圆 赖文婧 詹勇慧 鲍燕芳 谭紫忆 熊 红

2019年度景德镇市三八红旗手（90名）（按姓氏笔画排序）

二、全市各条战线（60名）
王华华 王 铃 文双双 方 萍 方 霞 宁莲花 吕巧龄 朱明红 朱尚华 刘 奕 刘 莎 江卫芳 孙爱萍 李 曼 李彩云 李淑芳
李 静 李 静 吴丽凡 吴丽萍 吴怡莹 何伟珍 何明霞 余 凡 余 青 余 虹 余 娜 余 珺 邹云青 汪 霞 张 丽 张峥嵘
张雪文 张敏敏 陈莉芳 陈瑞玲 林春燕 林海媛 罗闻雯 罗海茜 罗琴英 金 红 金志玲 周 薇 郑艺清 郑 烨 拱梅英 钟新春
洪秀平 徐 露 徐 敏 曹小英 彭刘赟 蒋力弘 程如虹 程丽华 童 莹 曾丽萍 戴小林 戴 虹

市税务局机关妇委会
市卫生学校
市妇幼保健院
乐平市疾控中心药械科
乐平市人民医院感染科
乐平市妇幼保健院
乐平市12345政府服务热线中心

乐平市镇桥镇孙家村妇联
浮梁县城市管理局
浮梁县妇幼保健院
浮梁县蛟潭镇外蒋村妇联
昌江区吕蒙乡梧桐小学
昌江区新枫街道韭菜园社区
市陶阳学校

2019年度景德镇市三八红旗集体（20个）

景德镇市巾帼建功标兵（32名）（按姓氏笔画排序）
马艳红 王 京 王秀丽 王燕霞 王红英 方秋云 朱保娟 朱锦红 刘 菊 刘思思 孙 辉 江 虹 沈玉娟 汪迎春
陈 娟 陈晓兰 陈慧芳 罗 娉 吴莉芳 张想华 张玲芳 杨冬金 周 瑜 郑丽琴 洪胜莲 施丽婷 聂 璠 陶晶晶
黄倩茹 曾 媛 程海兰 董冬香

景德镇市第三人民医院普外一科
景德镇市中医医院健康管理中心治未病科
景德镇市第六小学教研组
景德镇市珠山区新厂街道南河社区
景德镇市珠山区三宝村委会
景德镇市高新区市场监管局注册窗口
景德镇市移动公司林荫路营业厅
景德镇农商银行东郊支行

乐平市纪委监委组宣部
乐平市人民检察院第五检察部
乐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12315投诉举报中心
乐平市卫健委秘书股
乐平市十里岗镇丰源村巾帼志愿团队
浮梁县市政工程公司妇委会
浮梁县不动产登记中心
浮梁县大学生和新型农民创新创业协会

浮梁县浮梁镇城北社区
景德镇市昌南新区企业服务中心
景德镇市昌江区税务局第一税务分局
景德镇市昌江区吕蒙乡官庄村委会
金鼎实业发展有限公司金鼎女子读书协会
景德镇市金苹果幼教中心豪德分园

景德镇市巾帼文明岗（22个）

景德镇市女企业家协会
景德镇市珠山区审计局
浮梁县教育体育局
景德镇市昌南新区妇联

景德镇市人民政府驻上海妇女工作委员会
国家税务总局景德镇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税务局征收管理科
景德镇陶瓷大学中国陶瓷艺术设计研究中心

乐平市洎阳街道安平社区
乐平市涌山镇卫生院
景德镇市昌江区西郊街道黎明社区

景德镇市巾帼建功先进集体（10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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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珺，中共党员，景德镇日报社总编
室主任、新媒体中心负责人

一直奋斗在新闻一线，有较高的政
治理论水平和职业操守，能不断提升自
身的新闻业务技能，坚持思想政治上求

“正”、业务水平上求“精”，在新冠肺炎疫
情防控阻击战中，她意识到新媒体传播
的重要性，充分利用微信微博客户端等
平台，实行7×24小时不间断地滚动推
送，及时准确地传送疫情的第一信息，坚
持正确舆论导向，提高了党媒公信力和
权威性。同时她深入一线，采访联防联
控战“疫”中的感人事迹，带领团队制作
了一批影响力和传播力较高的微信、抖
音短视频等新闻产品，弘扬了正能量，营
造了良好的舆论氛围。

景德镇市三八红旗手(集体)、岗位建功先进集体(个人)名单

立足岗位立足岗位 争做最美巾帼奋斗者争做最美巾帼奋斗者

程如虹，乐平市人民医院感染科
副主任医师

治愈我市首个出院的新型冠状病
毒感染的肺炎确诊患者，该患者也是
全省县级二甲医院首个出院的确诊患
者。新冠肺炎肆虐之际，程如虹医生
为了更好的观察患者，应对突发事
件，从设立发热门诊起她便24小时驻
扎科室。为了腾出更大的空间用于发
热病人留观，她协同感染科人员将感
染科室整体搬迁，划分发热门诊和发
热留观区，用于更好地隔离和防控患
者的传染蔓延。

江卫芳，中共党员，景德镇市广
播电视台技术中心播控机房小组长

不论有多大的危险和困难，她都
一直坚守在岗位上。2月3日鄱阳出现
大面积新冠肺炎病例，同事无法抵达
岗位，得知这一情况后，江卫芳在完
成自己的班的同时完成同事齐海群的
班，连续工作四天。

江卫芳用她的实际行动践行了一
个共产党员的初心和使命。她用她无
言的行动，告诉了我们，不管岗位多
么平凡，只要用心用情去做，都能成
就一番事业。

曹小英，珠山区陶溪川社区党委书
记、主任

自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阻击战打响以
来，曹小英紧密团结带领社区党政班子，
始终把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放在首位，
身先士卒、靠前指挥、一线战“疫”，引领
党员干部、社区干部冲锋在第一线、战斗
在最前沿，夜以继日，忘我工作，为人民
群众生命健康保驾护航。

她联系群众，当好疫情防控“战斗
者”，加强引导，当好疫情防疫“服务员”，
确保家家户户有效应对。面对辖区里三
无老人等困难群众，社区主动了解主动
帮扶，切实解决群众的困难，保障好其日
常的生活需求。

戴小林，中共党员，景德镇市市场
监督管理局执法支队干部

新冠肺炎疫情突然来袭，她与市
场监管局抗疫前线的同事们共同扛起
守护市场安全的责任。她逆行穿梭于
农贸市场、商场超市、医院药店等人口
密集疫情风险点高的地方，力求将宣
传报道做到及时有效。

戴小林有着对工作使不完的劲和
市场监管铁军的责任和担当，她用自
己的方式与同事们共同努力守卫瓷都
百姓健康安全和市场秩序稳定。

金红，中共党员，景德镇市疾病
预防控制中心流行病科科长、副主任
医师

在这次抗击新冠肺炎的疫情中发
挥共产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第一时间
奔赴抗击疫情的一线。

大年三十起至今一直坚守岗位，
每天对疫情进行流行病学调查，完善
疑似病例流行病学调查报告。疫情期
间，深入县区、社区、医院指导病例
管理、密切接触者追踪管理、消杀等
疫情处置工作。给相关地区发协查
函，协查密切接触者。

刘奕，景德镇市第一人民医院感
染管理科科长、副主任护师

景德镇市第一人民医院院感科的
办公室里，5名感控人，在新冠肺炎抗
击的一线，连续数十天，他们穿梭于
会议室、感染性疾病科、发热门诊之
间。

从1月22日下午，医院留观了第
一名发热病人以来，刘奕就一直奋战
在疫情一线。1月30日一早，刘奕便去
到心心念念的感染性疾病科和发热门
诊。“31 号，改建一定要按照要求完
工，不仅是符合院感流程，更是对前
线医生护士的生命安全负责……”医
院里，她的身影又开始了忙碌。

余虹，中共党员，景德镇市第二人
民医院感控科科长

疫情期间，本院的防控任务很重，
她只能利用中午或者晚上尽可能的去帮
助兄弟医院。1月20日起，她先后举行
了28场培训，700余人在她的指导下进
行了防护服的穿脱。每天她及时了解和
掌握接诊和收治患者的最新情况；每天
都对临床科室进行督查，查看制度落实
情况、医护人员防护情况，每一个细节
都不容疏忽。

国家税务总局景德镇市珠山区税务局财务管理股
景德镇金品陶陶瓷有限公司手工手绘车间手绘班组
景德镇恩达陶瓷有限公司
市澐知味陶瓷文化公司
高新区城管执法局
昌汽公司质量检查科质量技术室

许娴，中共党员，景德镇市妇幼保
健院护理（重症）主管护师、护士长

主动请缨参加省卫健委组织的支
援湖北医疗队前往武汉抗疫一线驰
援，2月7日凌晨4点半到达室外温度
仅零下四摄氏度随州，稍作休整后做
分组开会，许娴被分在随州市中心医
院危重症护理组工作。

在这个重症病区里，许娴每日负
责一至两名重症病人的全部治疗与护
理工作，还要担起安抚患者情绪的工
作，一天下来往往需要工作将近十个
小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