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吃饱肚子不想家”，这话是学生时代，每周离开家去
学校时父母常说的一句话，年少时心里只记着“不想家”三
个字。步入社会、走上工作岗位后再回味，心里满满的都
是安稳和安全感。

关于吃饭。吃什么，吃的好不好，营养搭配是否合理，
是我们生活里最基础的牵挂，于企业而言更是如此，让员
工吃饱穿暖也是企业给员工最温暖的保障。

公司的员工餐厅从开始设立到现在，近9个年来，一
直坚持定期调查菜品满意度、检查餐厅卫生，尽最大努力
让员工吃的舒心、满意，没有后顾之忧，全身心的投入到
工作中。

平日里偶尔听到身边同事对餐厅餐食提出建议时，我
们常会先入为主的以为是大家长时间吃惯了一个厨师做
的饭菜，味觉疲劳，从而忽略了饭菜品质本身的问题。但
是当我们真正尝到不同口味时，不由地开始反思，也许缩
短菜品的采购周期能让餐食本身得到改善。

想到这里，用心的李忠荣和代超开始认真琢磨起
来。9月份起自行到菜市场选菜、买菜。四季鲜菜品批发
市场、同心路菜市场、公司附近的菜市场、兴泾镇的肉店
他们几乎跑了个遍。货比三家后亲自动手挑选新鲜的食
材，即便屡遭食材店老板们的“嫌弃”，也始终坚持只选对
的不选贵的。

10月22日，银川市的疫情形势开始严峻起来，抢物
资、抢蔬菜、抢生活用品，恰逢公司当天停电，到处散布着

“封小区”的谣言，一时间，紧张的氛围让人手足无措。偏
偏疯狂“三抢”的也是公司当下需要的，惦记着工作的他们
没有选择抱怨，也没有乱了阵脚。而是有条不紊的安排着
每一件事情，先盯着计划单将全部防疫物资入库，又匆忙
到菜品批发市场买菜，即便晚去的菜市场几乎无货可选，
也依然努力想办法让需要的物品全部到位。

口味精细的伙伴会注意到，自9月份以来，餐厅的餐食
在色香味上都有了明显的提升。麻辣烫里有不仅有虾、味

道也更可口；烩肉泡馍里
不仅加了肉、馍也劲
道了；青菜的口感有
了原生的清香；就
连餐后的水果也
泛 着 新 鲜 的 光
泽。吃饱饭的幸
福感带给了我们
满满的温暖。

菜品品质提升
了，后厨的两位李师
傅也更加得心应手，从
早上6点开始，一头扎进厨房
精心制作着每一天的餐食。9年如
一日，不厌其烦的顶着众口难调的压力，默默无闻的为我
们做着可口的饭菜。让我们感受到饱食香辣可口、温润有
余饭菜后，内心深处的温暖。

“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
艰。”从生物链的产生顺序上来看，前半场我们要感谢农民
伯伯，后半场我们要感谢烹调美味的后勤师傅们，还有中
间的关键环节：为我们提供餐食保障的这个平台——隆光
公司。董事长曾多次在会议上强调，要让员工享受到公司
发展的红利，让员工的幸福感、荣誉感、归属感、获得感倍
增。后勤的师傅们作为最基层的践行者在读懂了公司的
企业文化后，努力做到了在保证公司核心利益、保障员工
切身受益后兼顾好了“岗位经济”和餐厅成本的优化。

“心若没有栖息的地方，到哪儿都是在流浪。”一日三
餐我们共进两餐，一天24小时我们共度10小时，和共事的
伙伴相处的时间远比和家人还要长、还要多……在隆光，
我们找到了家的许多元素，在这里共成长。那么对待“家”
里的事，我们也应该用心、用情、用脑子的去做好，把工作
当事业来做，互相成就。 （机关党支部）

《挪威的森林》
作者：村上春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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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典型 树新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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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学琴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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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廷佐 1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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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或新风事迹

英雄值得铭记, 平凡生活中的闪光点同样值得尊敬,近期疫情反弹，公司上下齐
心协力，共抗疫情。

立足平凡的岗位，他们或不分昼夜的为广大业主和被隔离居民服务，活跃在每个
被需要的地方，让安全和安心永不“放假”。或心系长者安危，主动封闭在康养中心全
天候照顾长者，及时填补了因疫情影响护理工作人手紧缺的问题，无私奉献、担当尽
责。或想尽办法、克服困难，积极复岗，保证各项工作不掉队。或全程坚守岗位，用身
体力行保障各项工作有条不紊的开展，默默承担起无闻的“孺子牛”精神。

“知易行难，行胜于言”，他们是最美的逆行者，亦是勤恳的坚守人，大家面对困
难从未退缩，是大写的隆光人！

把一件简单的事重复做好就是不简单，也是不平凡。后勤师傅和餐厅的厨师，
他们作为最基层的践行者，在读懂了公司的企业文化后，努力做到了在保证公司核
心利益、保障员工餐食品质后，兼顾好了“岗位经济”和餐厅成本的优化。

工作虽然普通，但踏实坚持，赢得了客户的认可，执意手写感谢信，表扬她助人
之所困，帮人之所需的善举，是值得大家学习的小雷锋。

奖励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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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本》
作者：贾平凹

物业公司

祝福家人们生日快乐祝福家人们生日快乐！！

王 珂 11.6
张艳芳 11.8
买德福 11.9
袁宝芝 11.13

张洪强 11.15
陈晓昶 11.15
康丽芳 11.19
张冬琴 11.28

一、什么是中央全会？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由
中央政治局召集，每年至少举行一次。现在通常是
每一届（5年）召开七次全会。

二、历届六中全会都讨论了什么？改革开放以
来，共召开了8次六中全会。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十二届
六中全会，通过《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
针的决议》。十三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加强党同
人民群众联系的决定》。十四届六中全会，通过《关
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
议》。十五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加强和改进党的
作风建设的决定》。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构
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十七
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

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十
八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
若干准则》和《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明确习近
平总书记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

三、十九届六中全会为何要总结党的百年奋斗
的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因为这是在建党百年历
史条件下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
程、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需
要；是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
个维护”，确保全党步调一致向前进的需要；也是推
进党的自我革命、提高全党斗争本领和应对风险挑
战能力、永葆党的生机活力、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
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继续奋斗
的需要。

敲黑板，十九届六中全会知识点

“我和我的祖国”伴随着歌声响起，隆光康养中
心重阳节活动拉开了帷幕。党员、团员、志愿者50余
人，与中心入住近百位长者欢聚一堂。手语舞、保健
操、大合唱……精彩纷呈的节目接连不断，其中大多
数节目都是入住长者主动参与表演的。每一个画面
都旨为长者们送上真挚的祝福，温馨、喜乐。欢快的
节目和精心制作的美食，让入住的各位爷爷奶奶深
切的感受到了节日的幸福。清炖羊肉、秋葵鸡蛋羹、
重阳糕、多宝鱼等10多个美味菜肴依次陈列，以宴会

的形式共同庆祝
美好佳节。千言
不如一行，默默付
出，静静奉献。隆光
康养中心的员工们，用
朴素的行动践行着尊老、爱
老、敬老、助老的企业文化精神。

当日，还有来自银川科技职业学校团委的40名
团员志愿者，为长者打扫卫生、擦玻璃、捡垃圾、拖
地……想到能通过自己的双手为爷爷奶奶提供更加
清净舒适的居住环境，志愿者们干的更加起劲，一点
也不觉得累。志愿者们还用变卖自己废旧书籍的钱
亲自挑选买了拖鞋、毛巾和牛奶等暖心的礼物。一
份礼物就是一份牵挂。

《歌唱祖国》《唱支山歌给党听》《没有共产党就没
有新中国》，一首首红色经典歌曲在隆光康养中心的
楼道里响起，这是幸福的声音、动听的声音，更是爷爷
奶奶们的“红色”情怀，情到深处让他们热泪盈眶。

这是一次助老活动，爷爷奶奶们感受到了满满
的爱和关怀；更是一次让年轻学子体验生活的难得
机会，实现自我价值，厚植爱党爱国的情感！

你方唱罢我登场。由隆光物业、隆光养老联合
五里水乡社区共同建设运营的“五里水乡小区邻里
中心”在重阳节之际正式启用。

“哟，你们这环境真好，饭厅和厨房真是干净亮
堂！”

“饭菜价格挺合适，这以后就不用愁天天做饭
了！”

“吃完饭还能打棋牌啊？这么好？旁边还有理
发和裁缝铺？你们真是为民办了件大好事”。五里
水乡小区邻里中心的老人们一边参观一边称赞道。

邻里中心作为社区及隆光物业公司献给老年人
重阳节的礼物，不仅每天能为社区老年人提供餐食，
还提供家政保洁、美容美发等多种便民服务，并依托
隆光养老，构建集医养照护等功能为一体的15分钟
养老服务生活圈，真正做到助老、爱老。隆光置业公
司在产业转型的路上，将以更加稳固的步伐和用心
的态度回报社会，服务更多长者。

“助人为乐的好人好事”——致隆光医
疗诊所工作人员。这是由物业工作人员特
意转交到五里水乡诊所的一封特殊的感谢
信，信中虽寥寥数语，却质朴感人，没有过多
的修饰，全都是发自业主内心的真实想法。
收到感谢信后，五里水乡诊所工作人员内心
久久不能平静，思绪万千，感动不已，而伴随
着这封感谢信，还有这样一个故事。

“我是五里水乡小区16号楼的高阿姨，
今年9月腿部做了个手术，行动不便无法出
门，儿子儿媳白天上班晚上才回来，我每天
的早饭和午饭都成了问题，请问你们食堂能
不能帮我把饭送到家里？”在接到高阿姨的
电话后，五里水乡诊所工作人员第一时间向
负责人马主任请示，看是否能从员工餐厅帮
高阿姨买一份午餐送到家里，因为诊所餐厅
属于员工餐厅，平时主要针对员工用餐。马
主任听完立即就同意了，并特意安排工作人
员每天负责高阿姨的送餐任务，就这样高阿
姨的吃饭问题解决了。

金秋10月，是敬老爱老月。看似这样
的一件送饭的小事，却是五里水乡诊所每
名工作人员主动担当、认真负责的体现。
当需要他们去送餐时，大家没有一人推脱
敷衍，总是会面带微笑将餐食准时送达，然
后再回诊所吃饭。也正有了这种精神品
质，所以五里水乡诊所每月业绩才会名列
前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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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封特别的手写信

登高望远沐秋风，
且看人间亲情重。又
到了传统佳节——重
阳，重阳是思念的节
日，更是敬老爱老的节
日。10 月 14 日，隆光
置业公司旗下的两个
子公司隆光物业和隆
光医养居公司分别开
展了丰富多彩且有意
义的敬老活动。一样
的重阳，不一样的温
暖，让我们一起来共同
观赏。

吾 心 安 处 即 是 家
——李忠荣、代超、李爱民、李明玲

■推荐理由：《山本》是我国陕西
作家贾平凹于 2018 年所著的长篇小
说。本书讲述20世纪二三十年代，秦
岭大山里一个叫涡镇的地方，在军阀
混战、“城头变幻大王旗”的乱世里，
其顽强自保却最终毁灭的命运。作
者对秦岭一代的草木鸟兽有着详尽
的描述，篇幅之多足以称得上一部秦
岭地方志。

■精彩书摘：瓜熟了蒂不落也得
落，水到了没渠也流成了渠。喜欢一
个人，其实是喜欢自己。把自己想多
了，就有了压力。把自己放下，就会
知道怎样对待自己的日子，对待要做
的事和做事中的所有人。买书不要
买豪华本，豪华本的书那是卖给不读
书的人的。读书也不必只读纸做的
书，山水可以读，云雨可以读，官场可
以读，商界可以读。只在家读书本，
读了书还是读书，无异于整日喝酒、
打牌和吸烟土，于社会、家人有什么
好处？

什么叫快乐？就是掩饰自己的
悲伤对每个人微笑。（工会委员会）

■推荐理由：《挪威的森林》是日
本作家村上春树于 1987 年所著的一
部长篇爱情小说。

20世纪60年代，日本已经进入高
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在快
速发展，人们的精神危机也与日俱
增。物质生活的丰富与人的欲求膨
胀，造成了精神世界的严重失衡。人
与人之间的交流减少，心理距离拉
大。生活在都市的人们像无根的浮
萍，孤独、虚无、失落，却又无力面对
强大的社会压力。都市的繁华，掩饰
不了人们内心的焦虑。

■精彩书摘：哪会有人喜欢孤独，
只不过不想失望罢了。人与人可以爱
的那么深，实在很美妙。世上没有喜
欢孤独的人，我只是不想勉强交朋友，
这最终只会落得失望。不要同情自
己，同情自己是卑劣懦夫干的勾当。
有时候身边就像被浓雾紧紧包围，那
种迷茫和无助只有自己能懂。尽管有
点孤独，尽管带着迷茫和无奈，但我依
然勇敢的面对。因为这就是我的青
春，不是别人的，只属于我的。

世上是有这种人的：尽管有卓越
的天赋才华，却承受不住系统训练，
而终归将才华支离破碎地挥霍掉。

●1931年11月25日成立以朱德为主席，王稼祥、彭德
怀为副主席的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简称中革军委）

●1948年11月2日 人民解放军攻占“东北剿匪总司
令部”大楼，沈阳解放。

●1949年11月1日起，人民解放军向西南进军。

●1990年11月26日 上海证券交易所正式成立。

●1995年11月13日至17日，国家主席江泽民对韩国
进行国事访问，中国国家元首首次出访韩国。

●1999年11月20日，我国第一艘载人航天实验飞船
神舟号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

●2018年11月5日 习近平出席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
览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

五里水乡业主高女士手写信。

中国历史上的中国历史上的1111月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