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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典型 树新风

：
总公司

隆光工会

红色记忆红色记忆··微党课微党课

红榜（正面典型及新风）

黑榜（反面典型及问题）

部室（子公司）

工程部

医养居公司

预算部

姓 名

安新华

赵振甲

杨兴平

典型或新风事迹

多年如一日的坚守岗位，具有高度的责任心，从无抱怨，立足岗位、用心用情的做
好每一件事。西萃芳庭康养中心下水堵塞，他想方设法解决疏通；西萃芳庭一期
供暖，他积极沟通，废寝忘食奔走忙碌。

坚持用部队的纪律，军人的品格要求自己，尽心做好后厨工作，精心对待每一道面
食。勤奋学习，努力研究新面点，为长者及员工家属和兄弟单位的同事们带来了
口福，他的面点外卖服务已为餐厅创收近万元。

每月按时提交学习计划，及时安排部门小课学习；课堂气氛轻松活跃，授课时能够
以结合工作案例与制度对应讲解，内容讲解通俗易懂；授课人思路清晰，理论知识
扎实，实践经验丰富；学习简报递交及时。

奖励形式

宣传+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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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员工发放价值100元以内的纪念品，子
公司员工奖励 100元；或者奖励相同价值的
医养居公司专项体检、理疗。并向员工家庭
寄送感谢信或喜报；
4.在公司宣传平台宣传；
5.在员工大会上通报表扬。

部室（子公司）

物业公司

医养居公司

姓 名

马秀霞
叶建国
李金荣
徐志勇
张 樊

尹慧娟

主要问题

马秀霞：作为管理中控室人员，将私家车乱停放至中控室门口石墩，最终导致业主投
诉，给公司带来负面影响，“知法犯法”，未能起到表率作用。
叶建国、李金荣：参加项目部组织的培训工作敷衍应付，面对重点客户时而不熟知，服
务工作不到位。
徐志勇：对门岗服务工作不敏感、缺乏创新意识，未落实公司要求的各项培训任务，工
作疲于应付；对于秩序维护员的管理松懈，考核不严，容易走“人情”路线；
张樊：作为五里水乡项目部负责人未能对团队进行规范化管理，导致近期车场、人员、
门岗服务管理失误较多；五里水乡项目部及员工整体对培训以及考核重视程度不够，
作为负责人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连续数月未能完成公司下达的任务指标；对公司的决策未能执行到位，不能发挥带头
作用，管理失职；多次且长时间利用工作时间忙个人事务，降岗后不服从工作安排，擅
休病假；不能积极转变观念，对自身问题认识不清；缺乏团队意识，“坐吃等靠”。

处罚形式

1.在月度员工“评优选差”或福利积分中
减10分；
2.在党员月度“评优选差”中减10分；
3.扣罚100元；
4.反面典型问题突出的，安排当事人进
行反省式讲课。

党史党史
故事故事

医养居公司

■推荐理由：在外部世界越来越
丰富、越来越多彩的时候，我们却发现
人类的“诗”与“思”都似乎越来越少
了。本书阐述诗意的哲学，包含无穷
的智慧，作者早我们许久完成了精神
和情感的长征，他们在前方呼唤我们：
过有思想的生活，过有诗意的生活。

■精彩书摘：要破坏一件事,最刁
钻的办法是：故意用歪理为这事辩护。

何为恶？侮辱他人便是恶。 何
为人性?不让任何人蒙羞便是人性。
何为人所能得到的自由？那便……

最大的痛苦乃精神的最后解放
者,由于这个痛苦，我们才得以了解事
物最后且最深的真理。

人们视需要为事物发生之“因”，
其实，它往往是事物发生之“果”。

我要做的绝不止此。我不是寻
求者。我要为自己创造一个属于自
己的太阳！

凡我们所为之事，从未被人理解；
一直是这样：要么被赞美，要么被指责。

■推荐理由：《活着》是作家余华
的代表作之一，讲述了在大时代背景
下，随着内战、三反五反，大跃进，文
化大革命等社会变革，徐福贵的人生
和家庭不断经受着苦难，到了最后所
有亲人都先后离他而去，仅剩下年老
的他和一头老牛相依为命。写人对
苦难的承受能力，对世界乐观的态
度。人是为活着本身而活着的，而不
是为了活着之外的任何事物所活着。

■精彩书摘：
你千万别糊涂，死人都还想活过

来，你一个大活人可不能去死。
他们对自己的经历缺乏热情，仿

佛是道听途说般地只记得零星几点，
即便是这零星几点也都是自身之外
的记忆，用一、两句话表达了他们所
认为的一切。

我知道他不会和我拼命了，可他
说的话就像是一把钝刀子在割我的
脖子，脑袋掉不下来，倒是疼得死去
活来。

做人还是平常点好，争这个争那
个，争来争去赔了自己的命。像我这
样，说起来是越混越没出息，可寿命
长，我认识的人一个挨着一个死去，
我还活着。

（工会委员会）

《活着》
作者：余华

老兵炊事员
——医养居公司厨师赵振甲

何向武 10.1
丁 倩 10.5
杨亭亭 10.8
王 江 10.10
童建宽 10.11

饶永成 10.16
徐兴武 10.19
安新华 10.19
张 谦 10.26

许风芹 10.3
马春梅 10.5
雍瑞香 10.5
马 莲 10.15
罗小玲 10.15

张少帅 10.17
胡彦华 10.21
开海晶 10.24
杨永泉 10.27
黄 晶 10.31

物业公司

赵振甲，一名退伍老兵。在部队炊事班时练就了双手
揉馒头的技术，也从那时开始喜欢上了做面食。退伍之
后，从事过餐厅、酒店、单位食堂的面点工作，也自己开过
店，算是个老餐饮人。对于餐饮工作，赵振甲对自己要求
十分严格，毕竟食品安全无小事。

2020年4月，赵振甲入职隆光康养中心任面点师，他
被隆光的企业文化深深吸引了，这也督促着他不断学习，
努力成长，从开始的打工思维模式中逐渐转变出来，从干
活变成做事，精心的对待每一道餐食。用餐期间，他一有
空闲就到餐厅看看、问问老人和员工们吃的是否可口，有
什么好的建议。变着花样做可口的面食，让长者们吃的更
可口一些。

用心做事总会收获认可。文化程度不高的赵师傅每
个月都会买几本制作面点的相关书籍，每天下班后就会查
资料，找配方，研究新品，随之而来的变化是：餐厅面点花
样不断翻新，面点成为长者、员工一致好评且不能忘怀的
美食。也为长者及员工家属和兄弟单位的同事们带来了
口福，他的面点外卖服务已为餐厅创收近万元。

赵师傅的付出也换来了全院上下的高度评价，第三季
度还被公司评为“优秀员工”。“值得信任的从来不是说出
来的话，而是做出来的事。”这是赵师傅的座右铭，想到和
得到，中间还有两个字，那就是做到，他用自己的点滴努力

践行着这一点。
在生活中，赵振

甲是个外表随和、心
地善良的人，对于
力所能及的事他
都会伸手帮一把，
2005年赵振甲同
志救起了一个失
足落水的人；2018
年他签署了造血干
细胞捐赠书，这些年
他一直定期的无偿献
血、捐献血小板；2020年国
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国家红十字总
会、中央军委后勤保障部卫生局联名授予赵师傅2018～
2019年度“全国无偿献血奉献奖”铜奖。

他是一名普通军人，党和国家培育了他，他会随时等
待祖国的召唤，这是身为一名军人的使命感、荣誉感。他
是一名普通员工，努力工作，认真学习，收获公司的肯定，
同事们的信任，长者们的认可，就能让他每天都很开心，这
是一个老兵炊事员的初心。

（养老党支部）

祝福家人们生日快乐祝福家人们生日快乐！！

张玉明 10.2
张小莉 10.6
李 瑞 10.19
马晓燕 10.20

王青托 10.20
赵书宁 10.26
马小娟 10.28

历史历史1010月大事件月大事件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次阅兵。毛泽东主席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
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
●1909年10月2日，京张铁路正式通车。
●1948年10月5日，太原战役开始，此役共歼敌124000余人，俘敌太原防守司令王靖国、太
原绥署副主任孙楚等，结束了阎锡山在山西近40年的反动统治。
●1934年10月7日，中央红军开始长征。
●2015年10月9日，南京大屠杀档案“申遗”成功。
●1936年10月22日，三大主力红军胜利会师，长征结束。
●2012年10月11日，中国作家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1950年10月16日，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
●2016年10月17日，神舟十一号载人飞船发射成功。
●1992年10月30日(农历1992年10月5日)，两岸达成“九二共识”。
●2000年10月31日，中国首颗导航定位卫星“北斗导航试验卫星”发射成功。

宁夏博物馆的红色文物：

一只手炉 一段历史
宁夏博物馆收藏的一件珍贵革命文物——毛泽民使用过的

铜手炉，它清晰地见证了发生在革命老区盐池的一段历史故事。
1936年6月21日，西征红军第十五军团七十八师解放了盐

池。1936年7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驻西北办事处国民经济部部
长毛泽民带领高登榜、钱希均等人，赶到刚解放的盐池帮助恢复
和发展生产。盐池县委的同志专门送给他一只铜手炉，里面装着
一点就着的碴子煤。握着铜手炉，毛泽民感慨地说：“在南方很少
见到这种东西，如果在红军长征翻越雪山时，有这样的铜手炉就
可以挽救许多红军战士的生命。”

毛泽民在这里工作了近半年之久，帮助盐池县建立消费合作
社，组织物资内购外销并换回军民急需物品，同时，他还组织建立
了三边贸易局、盐池县税务局等经贸机构，着手恢复当地经济，为
盐池当地经济建设打下了良好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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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萃芳庭地下车位实景图。

地下车位电梯直达方便快捷。

随着加强版“银八条”出台，政府对于住宅
市场的宏观调控进一步增强，以往通过炒房获
取丰厚回报已成为历史，如今越来越多的人将
投资眼光放到了车位上。一方面城市机动车保
有量不断增加，“车多位少”矛盾突出，另一方面
越来越多的家庭将车位视为生活不可或缺的部
分，对于他们而言买车位不是给车买窝，那么如
何正确选择地下车位，本期内刊小隆就为大家
支上两招：

●●买车位尺寸要看准买车位尺寸要看准，，距离是关键距离是关键

一般建筑规则中对室内停车位的法定尺寸
标准是：车位面积为16㎡左右，车位净高至少
2.2米，平面车位的标准长为6米、宽2.5米（小型
车位长为5.5米、宽2.5米）。选择心仪的地下车
位，一定要到项目现场看一下，否则车位尺寸不
足影响日后停车。同时选择车位时一定要考虑
距离电梯口及居住楼栋之间的距离，一般与电
梯口距离小于20米的车位属于上上之选。

●●买车位别忽视车位溢空买车位别忽视车位溢空

很多人选择车位时会忽视“车位溢空”，导
致日后使用过程中影响停车。所谓车位溢空，
是指车位周边可扩展的空间，包括左右溢空、后
侧溢空。车位后侧溢空较大，方便开启后备箱，
两侧溢空较大，便于停放及车门开启。

最后小隆提醒大家，买车位一定要选择地
下车位，一是能在日常用车时避免寒暑之苦；二
是能防止爱车老化及磕碰，毕竟省下的就是赚
到的！ （市场部 马文杰）

秋词二首
[唐] 刘禹锡

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
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霄。
山明水净夜来霜，数树深红出浅黄。
试上高楼清入骨，岂如春色嗾人狂。

小隆带领大家看看隆光置业开发的部分项目
的秋景，领略她别样的美。

译文：自古以来，世人都悲叹
秋天萧条、凄凉、空旷，我却说秋
天比那万物萌生，欣欣向荣的春
天更胜过一筹；秋高气爽，晴空万
里，我心中激荡澎湃的诗情也像
白鹤凌空一样勃发了出来；山明
水净，夜晚已经有霜，树叶也由绿
色转为浅黄色，更有几抹红色，在
浅黄色中格外耀眼，流露出高雅闲
淡的情韵，泠然如文质彬彬的君子
风度，令人敬肃；谓予不信，试上高
楼一望，便使人感到清澈入骨，思
想澄净，心情肃然深沉，不会像那
繁华浓艳的春色，教人轻浮若狂。

芳庭秋色芳庭秋色芳庭秋色看隆光风采隆光风采隆光风采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