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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2022 年重庆市“最美养老工作者”
建议人选的公示

按照《关于开展 2022 年重庆市“最美养老工作者”学习宣

传活动的通知》（渝民〔2022〕102 号）要求，经申报推荐、资

格审查、遴选推荐、网络投票、专家评审等程序，拟推荐王丹等

10 名同志为 2022 年重庆市“最美养老工作者”建议人选，现予

以公示，接受社会监督。

公示时间：2022 年 9 月 6 日至 10 日

来信地址：重庆市渝北区民安大道 489 号

通信单位：重庆市民政局养老服务处、机关纪委

邮政编码：401121

联系电话：023-89188325、89188333

附件： 2022 年重庆市“最美养老工作者”建议人选名单

重庆市民政局

2022 年 9 月 6 日



— 2 —

附件

2022年重庆市“最美养老工作者”建议人选名单
（按姓氏笔画排序）

1. 王丹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青杠老年护养中心照

护主管

2. 石宗祥 奉节县永乐失能人员供养中心院长

3. 冉俊高 重庆市第一社会福利院餐饮服务科科长

4. 刘文芩 渝北区双龙湖街道民政与社会事务办主任

5. 张秋 梁平区老年护养中心护理员

6. 张通全 重庆市第二社会福利院护理员

7. 唐宇 重庆宏善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养老护理员

8. 黄珉彬 重庆德仁养老服务有限公司董事长

9. 曾宗芬 重庆聚恩实业有限公司（忠县博爱佳园老年公寓）

养老护理员

10. 雷文英 铜梁区土桥镇大磨村村民委员会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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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重庆市“最美养老工作者”建议人选简要事迹

一、王丹

女，1994.05，群众，重医一院青杠老年护养中心照护主管。

简要事迹：工作 7 年来，她照护过 300 余位老人，陪伴 20

余位老人走完生命的最后一程。她在 2017 年、2019 年、2021 年

均获全国养老护理职业技能竞赛“二等奖”, 分别获重庆市养老

护理职业技能竞赛“一等奖”、“二等奖”、“一等奖”。她先

后在休养区、半失能及重度失能区、安宁疗护专区、认知症照护

专区、整合照护部工作学习，参与了江津区、垫江县、南岸区组

织的失能失智家庭照护人员护理技能培训，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

验及理论基础。2020 年 11月，她曾被重庆广电故事人生栏目以

安宁疗护《和死亡握手》为主题进行媒体报道。在开展日常工作

的同时，她还多次参与实习同学带教、安宁疗护专科护士带教、

老年专科护士带教以及对外培训。2020 年她通过重庆护理职业

学院兼职教师考核，承担学校的老年健康照护、健康与社会照护

等课程的教学工作。在高校的教学工作中，她将一线的照护经验

及专业知识和国赛的思想与理念相结合，把专业的照护知识融入

一个个鲜活的案例，传递爱老、孝老、敬老、为老的照护理念。

二、石宗祥

男，1969.09，中共党员，奉节县永乐失能人员供养中心院

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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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要事迹：他从事养老工作 10 年，在他的带领下，奉节县

永乐失能人员供养中心获评 2018 年重庆市“民政系统先进集

体”；他在 2021 年荣获第二届“感动奉节十大人物”荣誉称号。

工作中，他坚持不断充电，努力学习“标准化”“规范化”管理，

并结合工作实际研究制定多项本机构管理制度，创新运用医养结

合模式提升失能人员健康指数，并在全县养老机构推行。奉节县

永乐失能人员供养中心现有 150 余名失能人员，他们有些腿脚不

便需要坐轮椅，有些因病半身瘫痪，还有些常年卧床不起……面

对这些特殊的服务对象，他始终奉行“给孤残老人当孝子，给失

能对象当亲人”的信条，坚持俯下身子助残纾困，服务于养老事

业。他会去常年卧床不起的老人身边，每日与他们聊天互动，关

心他们的精神状态；他会把老人们的喜好放在心上，并在力所能

及的范围内第一时间满足老人的需求。他是失能供养中心的大家

长，让 150 余个失能家庭成员都得到悉心呵护，残缺的生命因此

而圆满。

三、冉俊高

男，1981.09，中共党员，重庆市第一社会福利院餐饮服务

科科长。

简要事迹：他研究适老化餐饮、建立现代化食堂，他所管理

的食堂连续 9 年被市场监管部门评定为食品卫生 A 级单位，先

后被重庆市巴南区评为“健康食堂”“文明餐桌食品安全示范单

位”。他 2012 年被市民政局评为“先进个人”，2021 年被市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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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局评为“优秀共产党员”。他勤于钻研，带领团队上百次实验

制定出《米饭制作技术规程》等 20 余项企业标准和 1 项地方标

准，“一碗米饭的黄金比例”更受到《重庆新闻联播》等主流媒

体宣传报道；他善于探索，建立“4D+5S”食堂管理模式，有效

节约了近 20%的人力和设备成本，每道菜品做到了 100%质量、

安全双把控；他乐于助老，经常走访收集老人意见和需求，开展

老人个性化服务，累计探访老人 2000 余人次，如今老人膳食服

务满意度常年保持在 85%以上；他敢于担当，2020 年初疫情形

势严峻，重庆市第一社会福利院全封闭式管理，全体职工 21 天

大轮班，他带领同事多渠道联络供应商，买食材、谈运输、搬物

资，有序保障了全院 1200 余位老人和职工的就餐需求。

四、刘文芩

女，1982.07，中共党员，重庆市渝北区双龙湖街道民政与

社会事务办主任。

简要事迹：她聚焦老人最急、最盼、最愁的问题，采取措施

不断丰富老人医、食、乐、养等服务内容，努力推行失能老人居

家养老“家庭床位”，创新智慧养老手段，助推成立老人“家门

口”的社区老年大学，大力推进公共环境适老化改造，倾力打造

“15分钟养老服务圈”，交出了一份份成绩单：牵头建成 11 个

社区养老站和 6 个慢病康养站及 5 个养老助餐点，服务老人达

50000 余人次；在全国率先与重庆广电数字传媒公司合作，牵头

推动“智慧宝”进家庭，为老人提供助餐助医助洁助乐等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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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00 余次；协助建成康逸园、益寿园、怡乐园等 3 个适老化主

题公园，拓展老人公共活动空间；率先开办“线下+线上”老年

大学，打造老年大学空中课堂.....通过她三年的坚守和努力,双龙

湖街道养老工作多次被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焦点访谈》

报道，辖区飞湖路社区被命名为全国首批老年示范性友好社区，

街道养老工作获得 2021 年重庆市政府真抓实干成效明显地区激

励通报。

五、张秋

女，1999.08，群众，梁平区老年护养中心护理员。

简要事迹：她爱岗敬业、技能精湛，2021 年荣获明月山绿

色发展示范带乡村振兴职业技能大赛梁平区初赛养老护理组二

等奖。梁平区老年护养中心供养的是全区的失能特困人员，她坚

持真诚心、爱护心、同情心、关怀心、忍耐心的“五心服务”理

念，用实际行动赢得了老人们的交口称赞和同事们的一致好评。

在工作中她尽心尽力做好老人的生活照护和医疗护理；她针对不

同老人的特点制订周密的照护计划，及时发现病情变化并妥善处

置；她注重老人心理调节，及时纾解老人的焦虑情绪，让老人保

持乐观的心理状态；她把自己所掌握的医学知识运用到老年护理

工作中去，最大限度地提高老人的生活质量。她先后服务 100 余

名失能特困老人，在她的精心照料和护理下，3 名患有压疮的老

人完全恢复，5 名中度失能老人基本恢复生活自理能力，50 余名

慢性疾病患者病情得到有效控制。她用心用情用力做好养老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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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特困老人失能不失落、失能不失爱，充分感受爱的温暖，体验

生命的尊严。

六、张通全

男，1964.11，中共党员，重庆市第二社会福利院护理员。

简要事迹：他始终谨记重庆市第二社会福利院“孝亲”理念，

把二福当成自己的家，把老人们当成自己的家人，把护理工作当

作自己的“家务事”。38 年来，他无怨无悔地选择了护理员这

个最平凡却又最温暖的职业。他负责照顾的是 400 多名特困残疾

人。面对失能老人，他不嫌脏不嫌臭，寒冷的冬天即使双手长满

冻疮也要及时为他们清洗污垢；面对智力残疾人，他总是耐着性

子教他们吃饭、穿衣；面对精神残疾人，他强忍着被误打的疼痛

甚至误伤的危险，小心安抚他们的情绪……他数十年如一日地捧

着真心、爱心、耐心、细心、责任心，像照护家人一样精心护理

每一个服务对象。13800 多个日日夜夜，他每天要走 25000多步，

弯腰 200 多次，重复翻身、擦拭、清洗、按摩、喂饭、喝水等看

似简单的动作 200 多遍，在漫漫 38 个春秋里，他默默无闻地温

暖了老人孤独的心灵，用无私奉献的民政大爱之心守护了老人最

美的夕阳，他始终如一头默默耕耘的“老黄牛”，坚守初心，勤

勤恳恳，将自己的一生奉献给特困残疾人、老年人护理事业。

七、唐宇

女，1998.10，群众，重庆宏善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养老护理

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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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要事迹：她从学校毕业即扎根到养老行业，照顾过 130 余

名老人，其中大部分都是失能或失智的老人。她运用专业知识和

技能挽救过长者的生命，她通过“海姆立克急救法”救助不慎食

物卡喉的老人，她用专业的心理疏导方法安抚情绪波动的老人。

日常护理中，她认真对待每一位服务对象，每餐前都以 2 种以上

方式检查戴鼻饲管老人的胃管，确保老人顺利进食；每天反复查

房 6 次，确保老人得到舒适的照料。同时，她累计为失能老人进

行康复训练 850 次，为失智老人进行认知训练 384 次，共得到家

属及老人赠予锦旗 7 面。唐宇不仅自身专业过硬，还积极协助团

队共同成长，累计主持开展团队技能培训 192次，让更多老人都

能获得更专业、更安全的照护。她曾荣获 2021 年全国养老护理

职业技能大赛重庆市赛区选拔赛一等奖，荣获 2021 年全国养老

护理职业技能比赛三等奖。

八、黄珉彬

男，1971.02，重庆市江北区民进区委会委员、江北区政协

委员, 重庆德仁养老服务有限公司董事长。

简要事迹：2014 年，他投资成立了重庆德仁养老服务有限

公司，打造全市首家民营医养结合养老机构——江北德仁失能老

人养护中心，设医疗床位 50 张、养老床位 200 张，为失能、失

智老年人提供医、养、康、护一体的养老服务。开业仅半年，入

住率就已经超过 50%。发展至今，德仁养老已实现品牌化、专业

化、规模化发展，旗下拥有养老机构 7 家、医院 4 家, 运营 7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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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老机构、16 个镇街养老服务中心、70 个社区（村）养老服务

站，运营总床位达到 2200 张，为重庆市养老事业和产业协同发

展贡献了力量。德仁院内收住的大多数为失能老年人，老人们在

专业的护理下有着幸福的晚年生活。日常工作中，他经常组织社

工因地制宜开展活动，积极做好老人们的心理疏导和回访工作，

不断提升养老服务质量和水平。他“爱老人如同爱父母”的服务

理念影响着每一位员工，他说：“家家有老人、人人都会老，我

们要将心比心，以心换心，做老人的贴心人和家人。”他在 2019

年荣获重庆市养老服务协会养老服务特别贡献奖，2020 年获评

重庆市养老服务协会“优秀工作者”。

九、曾宗芬

女，1974.02，群众，重庆聚恩实业有限公司（忠县博爱佳

园老年公寓）养老护理员。

简要事迹：她的工作职责是高龄老人护理，她先后护理高龄

老人 150 余人。许多高龄老人都是坐着轮椅进来，有的多年瘫痪

在床，有的身长褥疮，有的吃饭都不能张嘴。她按时给老人喂饭、

翻身擦拭，定时换洗衣服、清洁保养、喂药喂水，自费自学中医

按摩推拿，每天给 20 多位高龄老人免费作保健理疗。在她的精

心照料下，这些 80、90 多岁的老人身体状况都比进院时有明显

改善，有 12 人能离开轮椅、下床散步，她也成为公司服务老人

的最佳小能手。她将护理的老人当作自己的父亲、母亲，护理时

与老人聊天拉家常，护理后与老人下象棋、打纸牌，让老人感到



— 10 —

实在的快乐与真切的关怀。2020 年夏天，一位老人因家庭矛盾

要轻生，她及时帮助老人与其子女进行沟通，并一直守护陪伴在

老人身边直到老人打开心结露出笑容，而她自己的母亲当时却还

在生病住院。每当老人亲属送来锦旗，她总是说：“用细心、耐

心、爱心照顾老人，才能让老人安心、开心，让家属子女放心”。

她被所在单位评为 “优秀员工”“优秀工作者”“创新能手”。

十、雷文英

女，1973.11，中共党员，重庆市铜梁区土桥镇大磨村村民

委员会副主任。

简要事迹：2019 年，为鼓励每户家庭承担好自我监管职责，

共同做好老年人关爱服务工作，她按“一人一策”原则建立村级

应急处置机制。为壮大为老志愿服务队伍，做实志愿帮扶服务网

络，她全面推行积分制，带动党员、群众参与志愿为老、助老服

务。2020 年下半年，为实现农村留守老年人“离家不离村、离

亲不离情”，扎根院落就近养老，有效缓解农村养老难问题，她

依托“1+1+N”的养老服务体系，走村入户征求老年人的意见和

建议，足迹遍布所在镇每个村居。在她的组织带领下，每个村居

常态化开展关爱留守老人活动，留守老人的获得感、幸福感、安

全感不断增强。2021 年 1 月，铜梁区土桥镇大磨村苏家大院互

助养老点正式建成并投入使用，探索出了一种农村互助养老的新

模式，这离不开她的辛勤付出。特别是在疫情期间，她带领广大

为老助老服务志愿者，长年坚持奔走在特困老人、高龄老人、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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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老人等特殊群体之间，用实际行动默默践行着一个为老服务志

愿者“舍小家为大家、舍亲人为老人”的誓言。她多次荣获“优

秀专职干部”“优秀共产党员”荣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