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习近平讲党故事：英雄母亲邓玉芬
北京密云县一位名叫邓玉芬的母亲，把丈夫和5个孩子送上前线，他们

全部战死沙场。华北平原上的一个庄户人家写下这样一副对联：“万众一心
保障国家独立，百折不挠争取民族解放”；横批是：“抗战到底”。这是中华儿
女同日本侵略者血战到底的怒吼，是中华民族抗战必胜的宣言。

——2014年7月7日，习近平在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七十七周
年仪式上的讲话

背景背景
故事故事

邓玉芬，1891年出生于北京市密云县水泉峪村，后嫁到密云县张
家坟村，一生务农。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她舍家纾难，数位亲人献
出了宝贵的生命，被当地人民誉为“当代的佘太君”。

《孤独六讲》
作者：蒋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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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拖延症患者自救手册》
作者：加兰·库尔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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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福家人们生日快乐祝福家人们生日快乐！！
隆光工会

红色记忆红色记忆··微党课微党课

■推荐理由：本书是美学大师
蒋勋的经典代表作,这本书要谈的不
是如何消除孤独，而是如何完成孤
独，如何给予孤独，如何尊重孤独。

■精彩书摘：我想，青春的美是
在于你决定除了青春之外，没有任
何东西了，也不管以后是不是继续
活着，是一种孤注一掷的挥霍。

孤独是一种沉淀，而孤独沉淀
后的思维是清明。静坐或冥想有助
于找回清明的心。因为不管在身体
里面或外面，杂质一定存在，我们没
办法让杂质消失，但可以让它沉淀，
杂质沉淀之后。就会浮现一种清明
的状态，此刻你会觉得头脑变得非
常清晰、非常冷静。

当你二十五岁的时候有过一个激
昂的梦想，一生不会太离谱，因为那是
一个乌托邦式的寄托；可是二十五岁
以后，你应该务实了，却还在相信遥远
的梦想，大概人生就没什么希望了。

孤独是不孤独的开始，当惧怕
孤独而被孤独驱使着去找不孤独的
原因时，是最孤独的时候。

■推荐理由：想做一件事，拿起
手机一看17:16，心里想那我凑个整
点 17:30 再去；洗澡需要半个小时，
准备去洗澡和洗澡需要三个半小
时；“一日事一日毕”计划永远明天
开始实行；任务拖到 Deadline 的最
后一晚，最后熬夜敷衍完成；是不
是每条都膝盖中枪？

拖延症已经成为现代人的群体
症候。哪怕我们的学习、工作、生活
已被严重干扰，却也难以摆脱。其
实，摆脱拖延症只需要把心态从想
尽办法如何避免做一件事转换为想
尽办法如何开始做一件事。

■内容简介：作者是从业20年
的时间管理专家，被称为“时间队
长”。他有着丰富的演讲经历，同时
承担多个国家企业和政府的培训工
作，其制作的相关视频总点击量上千
万。作者将20年的时间管理经验融
合成 100%可跟练的 5 周自我训练
法，从训练意念、构建上层结构、实现
时间自由、高效利用大脑以及形成完
整的动机链条5个层面入手，5周时
间，每天1个训练，每个训练20分钟，
终结拖延症。 （工会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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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延安到西柏坡：新中国从这里走来
1935年10月19日，毛泽东率领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胜利到达陕北吴

起镇。11月7日，中央机关到达瓦窑堡，1936年6月21日，迁往保安县城。
1937年1月10日又迁驻延安，13日毛泽东等中央领导进驻延安。从此延安
成为中国革命斗争的指导中心和总后方。1945年4月23日，中共七大在延安
杨家岭中央大礼堂开幕。这次大会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最重要、最成功的
一次代表大会，具有极其深远的历史意义。1948年5月至1949年3月，中共
中央在地处太行山东麓的河北平山县西柏坡办公，指挥了震惊中外的辽沈战
役、淮海战役、平津战役三大战役。1949年3月，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在西柏坡
召开。毛泽东在这次会议上告诫全党，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
第一步，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
1949年3月23日上午，毛泽东率领中共中央机关离开西柏坡，向北平进发。
临行前，毛泽东说，今天是进京的日子，进京“赶考”去。

为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公司党建工作，促进党
建工作持续提升、平衡发展。5月20日，隆光物业
党支部联合银川市物业管理协会党支部开展了

“党建交流、共促发展”交流座谈会。
活动中，银川市物业管理协会党支部全体

党员参观了解了隆光物业党建阵地建设及红色
物业工作开展情况。座谈会上，隆光物业支部
书记就党建工作的开展情况进行了介绍，随后
党员同志们畅所欲言，分享近期党史学习心得，
同时协会党务工作者就隆光物业在基础资料的
整理注意事项上进行了经验交流。

座谈结束后，两个支部成员携带慰问品看望
了园区内的老党员。其中党龄
49年的杨明乾同志现任五里水
乡业委会主任，第二届业委会
在他的带领下，客观公正的处
理物业服务中存在的矛盾，引
导业主有效监督物业工作，把
业委会工作落到实处，得到了
业主的一致好评。

通过此次交流学习，进一步
加强了行业党支部和企业党支
部的共同联动，在建党一百年之
际，以党建引领进一步提升物业
服务水平，把为业主服务落到实
处。 （马艳芳）

6月1日，银川隆光置业公司党总支组织党员
代表20余人，前往宁夏儿童福利院开展“童心六
月、关爱帮扶”主题党日暨“六一”国际儿童节慰问
活动，向福利院的孩子们赠送价值近16000元的
生活、学习等慰问品，并致以节日的问候和祝福，
让孩子们真切感受到来自隆光置业公司的关怀与
温暖。

受疫情影响，儿童福利院仍实行半封闭式管
理，特殊时期虽然不能与孩子们面对面进行互动
交流，大家只能站在远处注视着他们在老师的带
领下做操、玩耍，孩子们的一举一动都深深牵动着
每一位在场隆光人的心头。活动中，公司领导徐
兴武、王淼与福利院工作人员进行深入地沟通交
流，详细询问了孩子们的生活和学习情况。在得

知福利院现有孩子在政府和社会各界的关心帮扶
下，虽然生活上得到极大提高和改善，但是孩子们
更需要精神上的关爱，如家人亲情般的陪伴。公
司领导表示，隆光置业党总支今后会发动更多隆
光人参与到关爱福利院孩子的队伍当中，让孩子
们在关爱中健康成长。

这不仅仅是一堂生动的社会实践课，更是“人
之初”的本性和“守初心”的党性的高度契合，让大
家更加坚定自己的理想信念，践行初心使命。隆
光置业的慈善公益没有停歇，始终坚持用爱心传
播企业正能量，以实际行动履行社会责任。隆光
人也会大力弘扬企业文化，树立良好企业形象，积
极主动投身到各项志愿活动中去。

（机关党支部）

爱是惦记 爱更是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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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榜（正面典型及新风）

黑榜（反面典型及问题）

部室（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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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里水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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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问题
作为公司窗口部门的窗口岗位，处理问题的方式方法没有秉承“用
户至上”的经营理念，给公司的品牌和声誉带来负面影响。

作为公司的“大管家”，对经济业务的往来监督管理失职失责，表现
出中层管理人员的担当和骨干员工的“用心用情用脑”存在“掩耳
盗铃”和“自欺欺人”。

园区的整体管理及管理团队状态松懈、服务松懈，导致各类问题层
出不穷。企业形象和口碑受到影响

处罚形式

1.在月度员工评优选差中扣5分；
2.在月度党员评优选差中扣5分；
3.在公司宣传平台通报；
4.员工大会上通报批评。

部室（子公司）

外协部

医养居公司

综合办公室

物业公司

姓 名

柴桂霞

毛文仙

钟 勇

袁宝芝
苏文芳

刘 娜

典型或新风事迹
面对并不熟悉的工作，提前做功课，谋划工作的处理方法、思路等，
并灵活有效运用公司对外公关理念。难啃的“硬骨头”逐个破解取
得了阶段性进展。

坚守信念迎难而上。全力以赴的争取政府无偿补贴资金共计80万元。

立身隆光14年，日复一日，踏实勤勉的默默做着一切放在他心上的
事情。
袁宝芝：家政服务、开荒保洁还是其他后勤服务工作，尽职尽责、善
始善终，糅合了一种使命感和责任感。
苏文芳：精通办公楼的保洁业务。面对日益增加的工作量和不断
出现的新问题，不找借口迎难而上。
从刚入驻新项目时的如履薄冰、百般“刁难”到顺利完成一次次考
验成功续签合同，是贵在坚持，“讲究”而不“将就”。

奖励形式
1.在同等条件下，优先推荐为公司
及上级党工系统的“先进”；
2.可直接评定为公司年度单项奖；
3.在公司宣传平台宣传；
4.在员工大会上通报表扬。

1.在月度员工评优选差中加10分；
2.在党员月度评优选差中加10分；
3.发放价值 500元以内的纪念品；
4.在公司宣传平台宣传；
5.在员工大会上通报表扬。

徐志勇 6.5
王晓英 6.6
齐 龙 6.6
王星磊 6.7

周 瑛 6.13
马永歆 6.22
张宝奇 6.25

他在平凡的岗位上，做着普通的事情，不贪求本分外
的钱财名利，不纠结生活和职场中阶段性的起伏高低，不
计较手中大大小小的事情是否能够在明面儿上彰显出“闪
亮的成绩”，只是日复一日，踏实勤勉的默默做着一切放在
他心上的事情。

办公区的每天或严肃紧张或活力飞扬，但只要大家开
始工作，四面八方传来的“求助信号”就有“三面七方”带着
他的名字：“我的OA上不去了”“我的网络用不了了”“这个
打印机怎么扫描”“过来帮我看一下手机”……诸如此类的
画面，像世纪连载的电视剧一样岁岁年年，有他在的地方，
大家总会有着满满的安心。他是我们隆光的信息技术主
管、是综合办公室的中流砥柱、是年会后台的导播“钟师
傅”、是工作之余，大家口中嬉笑玩闹的“小熊维尼”，他是
钟勇，一个憨憨的大男孩。

迎着朝阳，向着星光。办公区搬迁时他匆忙的脚步、
隆冬天里额头上的汗珠、“委屈”蜷缩在局促空间里接线的
高大块头、二月阴冷的天气里被汗水浸湿衣服的“格格不
入”、疲惫奔忙中毫无埋怨又憨厚爽朗的笑容，那段骑着电
动车、迎着凌冽的风、伴着漆黑夜的时光我们都还历历在
目，转眼就又是一段新的征程。

台上看的是真热闹，台下练的是硬功夫。今年的团拜
会虽然姗姗来迟但依然精彩芬呈，盛大如激昂恢宏的开场
舞，精巧如传承纪念的小牛徽章。联欢会上，大家欣赏着
精彩的节目，玩着趣智游戏享受欢乐时，有一个宽厚踏实
的背影一直稳稳定在导播台的位置，不停的切换着各个环
节的小程序、大屏背景、音乐音效，只为大家能够看得开
心，玩的热闹。让节目添彩离不开精美的舞台背景和严丝
合缝的音效，让游戏欢乐离不开新鲜的玩法和精心准备的
礼物，让抽奖惊喜离不开巧妙的设计和别出心裁的创意
……这背后大量的基础准备工作，是全体后勤人员的努

力，更是我们可敬可爱的导播“钟师傅”的得意作品。这桩
桩件件的故事并没有太华丽的辞藻和冗长的文字去“歌
颂”宏伟，亦如钟勇从不夸夸其谈，只是勤勤恳恳的做事。

纵有三十六难，看我七十二变。钟勇日常负责的工作
千丝万缕纵横交错，严肃如行政督察通报、投诉单等规章
制度的检核，活泼如“掷地有声”“典型事迹”系列宣传视频
的拍摄制作、更有大家每天摩拳擦掌、欢欣踊跃参与的“PK
答题”。站在不同的角色上，或铁面无私、或独出心裁，纵
然有再周全的考虑也难免遭到质疑，钟勇并不介意，他还
是秉承着“坦坦荡荡做事，清清白白做人”的原则，刚正不
阿的检核、点滴努力的创新。工作中，看到有用的知识点
会主动分享给需要的同事，生活里，自己能帮上忙的也从
不推脱躲避，全心全意的爱着隆光的点点滴滴。

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用心、尽情、竭力，钟勇用实
际行动对这三个词做了最好的诠释。一步步的攀登让回
望来路时会心一笑；眺望前方，依然默默而努力的继续前
行在路上。今天，我们欣慰在17年前的某一个晴空万里，
隆光选用了钟勇，钟勇也选择了隆光。我们更庆幸8年前
的又一个风和日丽，钟勇回归了隆光，隆光也接纳了钟
勇。立身隆光14年，他全心全意，乐于奉献，将自己的青春
和心血付诸在隆光这个大家庭中。纵使岁月的沉淀让他
褪去了当年的青
涩，心中丝毫
未 减 的
那 份 信
念，让他
依 然 是
从 前 那
个少年。
（工会委员会）

活动开始，由物业工作人员为现场的业主普及端
午小知识，让大家了解端午节的来历和风俗习惯，感
受传统节日折射出的浓郁文化气息。随后大家将提
前准备好的糯米、红枣、葡萄干、红豆、粽叶等摆上桌
开始了精细的手工包粽子活动。前来参加的业主络
绎不绝，各个都是包粽子能手,都想借此机会一展身
手，她们精神饱满、劲头十足，粽叶在他们灵巧的手中
翻转飞舞，三两下就变成了一个个美味的粽子。大家
还一起分享包粽子小故事，听着老一辈的趣事大家不
由自主的投入其中，瞬间浓浓的节日氛围弥漫整个包
粽子现场。

活动结束后，大家将包好的粽子带回家和家人共
同品尝，同时物业工作人员将香甜的粽子送到小区孤
寡老人及行动不便的业主家中，为他们送上节日的关
怀和祝福。

此次端午节活动不仅丰富了小区业主的业余文化
生活，还拉近了物业与业主之间的和谐关系，烘托了节
日氛围，更是达到了邻里暖、邻里亲、邻里乐的效果。

（物业公司 马小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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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午节是我国
重要的传统节日之
一，在端午佳节临近
之际，为弘扬社区文
化，提升物业服务品
质，体现业主、物业
一家亲，6月11日上
午，隆光物业所管辖
各项目部举办了主
题为“粽叶飘香迎端
午 幸福协调邻里情”
端午节包粽子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