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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记忆·微党课
党史
故事

焦裕禄:
“吃别人嚼过的馍没味道”

1962 年 12 月，焦裕禄调往河南兰考县任职。初到兰考，焦裕
禄看到的是一幅严重的灾荒景象：横贯全境的两条黄河故道，覆盖
着一眼望不到边的黄沙；片片内涝的洼窝里，结着青色的冰凌；白
茫茫的盐碱地上，枯草在寒风中抖动。治沙治水是大问题，单靠一
时的热情和主观愿望是办不成的。焦裕禄认为，
“没有调查就没有
发言权”。要想彻底战胜兰考的各种灾害，就必须实地考察，详尽
掌握灾害的底细，摸清来龙去脉，作出正确的判断和部署。他决定
亲自去掂一掂兰考的“三害”究竟有多大分量，去把兰考县 1800 平
方公里土地上的自然情况摸个透。
当时，许多同志考虑到焦裕禄的慢性肝病，担心在大风大雨中
奔波会使病情加重，都劝他不要亲自参加一线调研，到时听取专门
汇报就行了。但他拒绝了劝告，说:“吃别人嚼过的馍没味道。”

我们生活在一个最好的
时代，机会足够多，物质够富
裕。因为祖国与信仰不可辜
负，
所以才有感动中国的数万
人物。因为您给我们希望，
我
们将您当作信仰。
——王 淼
感谢您的强大，让我生
而无忧。
——王 静
我还是从前那个少年，
初心从未改变。 ——田艳芳
党是我人生的信仰和坚
定的目标 ，
我永远跟党走！
——杨兴平
何其有幸，生于华夏，见
证百年，愿山河无恙，祖国繁
荣昌盛。
——陈立宁
心中有信仰，脚下就有
力量。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下，我们一定会更加富裕，国
家一定会更加富强。
——于 佳
奋斗一百载，辉煌一百
载。愿党的未来更精彩，祖
国更美好！
——刘 剑
南湖水有您生命的摇
篮，井冈山有您奋斗的足迹，
历史见证了您不屈的坚强，
人民见证了您创造的繁荣，
谢谢您，
我们的党！
——朱雪娜

共产党人经过艰苦卓绝
的奋战，才有了我们今天的
幸福生活。我为我选择跟党
走而感到自豪，衷心祝愿我
们的祖国更加繁荣昌盛！
——祖秀智

形式多样的党史学习教育
物业党支部开展

我有话
对党说

新中国成立后，内蒙古创造了“齐心协力建包钢”、
“三千孤儿入内蒙”等历史佳话。在党
史学习教育中要用好这些红色资源，组织广大党员、干部重点学习党史，同时学习新中国史、
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做到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做到学党史、悟
思想、办实事、开新局，特别是要在坚持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正确道路、维护各民族大团
结、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重大问题上不断提高思想认识和工作水平。
——2021 年 3 月 5 日，
习近平在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内蒙古代表团审议时指出

1959 年到 1961 年，
上海、
江苏、
安徽等地灾荒频繁，育婴堂的米粮
眼看就要见底，政府收养的几千个
孩子怎么办？国家决定把他们送到食物相对
充足的内蒙古。消息像风一样迅速传遍草
原。3000 孤儿来到草原时，草原同样经济困
难，
但蒙古族群众主动担起这份国家责任。年

迈的额吉（蒙古语意为母亲）、中年妇女、新婚
夫妇，
有的骑着马、
有的赶着勒勒车、
有的步行
几百里，争先恐后收养这些孤儿。刚进草原
时，孩子们衣服上都别着一块小布条，上面的
数字编号是他们的代号。走进蒙古包，
草原额
吉给他们取了好听的名字——国秀梅、党育
宝、
格日勒、
娜仁花……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是我们党、国
家和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是中国共
产党人的教科书。按照公司党总支
要求，物业支部及时制定学习实施方
案及党史学习安排表，将党史学习教
育作为党员干部教育培训重点任务，
引导全体党员、积极分子在回顾和重
温党的光辉历史中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努力提高
物业服务水平及质量。
党史学习教育以来，物业支部先
后开展了支部书记及优秀党员讲党
课、观看《党史 100 讲》、书记带领个
别党员荐读《中国共产党简史》等形
式的党史学习教育，全体党员、积极
分子通过撰写心得体会、书面测试、
自学提问等方法达到真学、学深、学
实，从中领悟创业发展的精神内涵，

弘扬传承先进共产党员的优良作风，
结合自身工作特点，不断增长智慧，
砥砺品格，学以致用。学习中，一位
积极分子表示：作为积极分子，平时
接触到的党的知识很匮乏，通过这次
党史学习，从最基础的历史开始了
解，
能够促使我们很快融入党组织。
学史者不愚，知史者不慌，用史
者不乱。百年党史，既是固根涵源的
营养液、揽镜自照的清醒剂，更是鉴
往知来的航标灯。2021 年是公司的
深化管理年，公司各项管理都要从
严，首先要从观念和理念上积极转
变。通过党史的学习，让党员干部从
中汲取阔步新征程的磅礴力量，坚守
初心、砥砺奋进，发挥党员的先锋模
范带头作用，在“深化管理年”做表
率、起好步。
（马艳芳）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小
我的忠诚、干净、担当才能塑
造一个坚强的大我。
——王晓丽

作者：
王志国

——浦发银行项目经理 刘娜
我们的语言丰富而多趣,在日常工作中,"讲究"与"将
就"使用频率都比较高,它们读音相近,但意义大不一样。
工作中应该多一点"讲究",少一点"将就"。所谓"讲究",就
是要认真研究工作的内在规律,重视环节设计和细节把
握,做到从难从严,努力使自己的工作不出现纰漏,不出现
失误,不留下遗憾。对工作"讲究"而不"将就",体现的是一
种认真负责的工作态度。
还记得在班组长以上管理人员的学习培训上，浦发银
行项目经理刘娜分享的《提升标准化服务》课程，让大家记
忆犹新，她对服务中的细节把控，真正做到了讲究。从那
以后，大家对这个 90 后的小姑娘便刮目相看，在浦发银行
的这段时间，她不负众望，喜讯频传，带领项目所有员工迎
来了属于他们的
“曙光”
。
4 月初，浦发银行经行内高层领导专会审批，一致表决
同意与隆光物业续签合同。这一好消息的传来，让大家深
知其中的不易，自去年 7 月底入驻浦发银行，几经周折，从
对方的不满意到现在的赞不绝口，离不开项目每一位员工
的不懈努力。刚入驻新项目，所有工作开展的都如履薄
冰，对方也是百般“刁难”，但是大家没有因此而放弃，忍着
委屈，顶着压力，迎难而上。在一次次的提醒中成长，在一
次次的挨骂声中总结经验，慢慢的，提醒变成了鼓励，挨骂
变成了表扬，
他们成功的扭转了局面。
在续签合同的同一时间，行内迎来了浦发总行一年一
度的历时一个月的大审查，行内从保洁到会议服务等工作
量明显增加，除每天的会议接待、会场布置外还增加了就
餐接待服务，每天从早上 7 点 20 到岗一直忙到晚上 7、8
点，中午也是轮岗值班，但是项目上的所有员工没有丝毫
抱怨，用他们“讲究”的细节服务打动了行内的每一个人,
一句句“谢谢”、
“你们太贴心了”让他们觉得所有的付出都

是值得的。
“讲究”的服务
是对客户、业主的
一种尊重，也是自
身价值的一种体
现 ，而 这 样 的 服
务贵在坚持，不是
三天打鱼两天晒网
的心血来潮与半途
而 废 ，因 为 有 时 101=0。
五里水乡项目作为总公司、
物业公司的办公聚集地，承受的压力不言而喻，一直以来，
在公司各级领导的监督指导下，在物业公司制度严格化、
管理规范化、服务标准化的三化管理模式下，所有工作有
序开展，但其中不乏瑕疵，总体来说是不断进步的。但是
近期，项目的管理犹如一盘散沙：保洁员着装不统一、园区
非机动车停放混乱、秩序维护服务意识下降等一系列问
题。从项目经理到管理员再到一线员工，你们岗位履职到
位了吗？今年的深化管理对于你们来说仅是一句“空洞口
号”吗？这样的“将就”服务只能让之前所有的努力和辛苦
付诸东流，基础的服务都做不好了，谈何细节服务，谈何服
务提升？作为项目经理，不能够转变观念，与时俱进，始终
在“刀尖上跳舞”，对各项工作疏于管理，敷衍应付，没有起
到带头作用。
讲究、将就，如果不带汉语音标（jiang jiu），他们就是
一模一样的，但是在物业服务中，这两者的区别却是偌大
的，是一种责任的体现，一种心态的象征，一种价值的升
华。
（物业党支部）

部室（子公司）

奖励形式
1.在同等条件下，优先推荐为公司及
自今年三月份入职以来，用她沉稳的工作作风和积极进取的工作态 上级党工系统的“先进”；
丛秀梅 度，解决了项目中的多项“疑难杂症”；不抱怨不埋怨，不怕脏不怕累，2.作为员工保岗升职的重要参考；
3.在公司宣传平台宣传；
在业主间也树立了良好的口碑。
4.在员工大会上通报表扬。
入职 4 年销冠卫冕，有市场时做业务，没有市场时练本事。不论是销 1.在月度员工评优选差中加 10 分；
售任务达成、企业文化答题或者是其他问题的处理，都表现出勇气和 2.发放价值 100 元以内的纪念品；
张 红
担当。以成果论英雄，用心做事、用情做事、用脑子做事，体现公司企 3.在公司宣传平台宣传；
4.在员工大会上通报表扬。
业价值观念。
姓名

典型或新风事迹

黑榜（反面典型及问题）
部室（子公司）

姓 名

医养居公司

郭俊发

***

主要问题
处罚形式
缺乏团队协作精神，在工作过程中不愿与他人合作，工作中挑肥拣瘦，1.在月度员工评优选差中扣 10 分；
并经常对同事大吼大叫，导致班组不和睦。人前人后两面性，面奉背贬 2.在公司宣传平台通报；
鼓弄唇。
3.员工大会上通报批评。
在一个相对人性化的工作空间和公司制度中，依然有形形色色、自私利
己的言论和行为出现——享受了公司带来的荣誉和收入，就应该承担
相应的责任和委屈。受人之托、忠人之事，工作有时也需要有点侠客行
走江湖的仗义才行。

***

专业学习正当时
为提高财务核算水平，增强财务业务能
力，近日，公司财务部邀请中税网宁夏税务
师事务所高级会计师、高级经济师及注册税
务师徐冬花老师为部门全体员工进行了一
场关于“房地产公司涉税相关政策”的财务
专业授课。
授课中，徐老师针对房地产行业账务处
理中有争议的难点问题，结合税法和各地税
收文件以及具体实例逐一进行解析，定向突
破；对于金税四期的多部门联网趋势进行了
专业的预测。大家认真聆听并记录要点内
容，对于热点问题，大家争先发言，与徐老师
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学术氛围十分浓厚。临
近尾声时，徐老师对隆光置业的账务处理水
平给与了高度的评价和积极的肯定。
财务税收政策在不断更新，日新月异，

隆光工会
祝福家人们生日快乐！
祝福家人们生日快乐
！
总公司
武德生

只有不断地学习，才能跟上时代的脚步。在
今后的财务核算和财务管理中，财务部将积
极履职，早日实现由“账房先生”向“经营参
谋”的转变，为隆光公司的长远发展保驾护
航。
（财务部 朱雪娜）

7.20

医养居公司
贾 蕊 7.10
孟文贤 7.23
黄廷丁 7.24
王 军 7.24
赵燕萍 7.31

■推荐理由：王继才夫妇是全
国时代楷模，他们以海岛为家，与孤
独相伴，在条件艰苦的开山岛上默
默坚守了 30 多年，把青春年华全部
献给了祖国的海防事业。
本书由王继才之子王志国撰
写，以作者第一人称叙述，深情回忆
三十多年来父亲王继才、母亲王仕
花夫妇开荒守护开山岛、以岛为家
守海域的酸甜苦辣，用无怨无悔的
坚守和付出，在平凡的岗位上书写
了不平凡的人生华章。
■内容简介：
《家在开山岛》是
一本非常独特的书，全书以孩子们
看得懂的语言，描写了一个有血有
肉、生动具体的王继才。他执行上
级命令，在一个与世隔绝的孤岛值
守，一待就是 32 年。岛外的世界斗
转星移，而岛上的他 32 年如一日，
用一生的时间来完成党交给的使
命，用忠诚践行了一个共产党员的
信念和坚定。读完这本书，好似完
成了一次心灵的旅程，内心得到感
染，
思想得以升华。

《我们仨》

红榜（正面典型及新风）

市场部

跨越百年，是您的无私
奉献、艰苦奋斗才有今日的
国富民强，感谢您让我们有
幸在这个时代沐浴党的春风
向上生长。
——马文杰

一直觉得”
共产党
“高不可
攀、
离我很远，
直到成为积极分
子以后，
经过了不断的学习，
了
解他认识他，
其实他一直都在
我们身边，
为我们的工作生活
提供保障。
——赵 洁

《家在开山岛》

工作不应该是将就，而是讲究

物业公司

百年恰风华，我党正青
春。作为一名中国共产党
员，我要牢记“不忘初心 ，砥
砺前进”，干好本职工作，为
党的发展贡献力量！
——陈 媛

100 周年，承载了无数党
员的光荣与梦想，
有太多的话
想对党说，
一张
“告白卡”
又怎
能装载得下我心中的热爱，
初
心不变，
情怀永远。
——马艳芳

工会好书推荐

立典型 树新风

三千孤儿入内蒙

背景
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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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业公司
李 娟 7.01
刘 娜 7.15
丛秀梅 7.15

张丽萍
刘建萍

7.18
7.23

作者：
杨绛

■内容简介：
《我们仨》是一部
由杨绛先生创作的散文，于 2003 年
首次出版，是作者与钱钟书的家庭
生活回忆录。作者以虚实相生的写
法描述了 63 年间这个家庭鲜为人
知的坎坷历程。
第一部分中，杨先生以其一贯
的慧心、独特的笔法，用梦境的形式
讲述了最后几年中一家三口相依为
命的情感体验。
第二部分，以平实感人的文字
记录了自 1935 年伉俪二人赴英国留
学，
并在牛津喜得爱女，
直至 1998 年
钱先生逝世 63 年间这个家庭鲜为人
知的坎坷历程。他们的足迹跨过半
个地球，穿越风云多变的半个世纪：
战火、
疾病、
政治风暴，
生离死别……
不论暴风骤雨，他们相濡以沫，美好
的家庭已经成为杨先生一家人生最
安全的庇护所。作为老派知识分
子，她的文字含蓄节制，那难以言表
的亲情和忧伤弥漫在字里行间，令
读者无不动容。生命的意义，不会
因为躯体的生灭而有所改变，那安
定于无常世事之上的温暖亲情已经
把他们仨永远联结在一起，家的意
义也在先生的书中得到了尽情的阐
释。
（工会委员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