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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会好书推荐

2022年9月15日 星期四

立典型 树新风

总公司

医养居公司

隆光工会 祝福家人们生日快乐祝福家人们生日快乐！！

物业公司

一荣俱荣，心细如尘彰显基层本色

近期，子公司隆光物业兴逸园项
目保洁员张冬琴和王敏琴在小区内收
运垃圾时，发现业主李女士家厨房位
置冒烟，立即上楼敲门预警，预警无果
后迅速报告项目负责人并挨家挨户通
知楼内邻居紧急撤离，同时积极联系
业主回家处理，消除了一场让人悬心
的火灾隐患。

常怀心中的善念和数十年如一日
的责任心，不仅让业主李女士将一面
写有“热情服务细致贴心，无私奉献关
心备至”的锦旗送到了隆光物业兴逸
园项目部，引起业主一片赞誉，更是在

8月12日登上了《银川晚报》第14版
发表题为《隆光物业兴逸园工作人员
紧急处理初期火情获盛赞》报道中，被
盛赞身为基层物业服务人员竟能如此
用心、贴心、暖心。那面烫金的大红色
锦旗不仅让张冬琴和王敏琴的脸上闪
烁着光彩，更是让“隆光”这块招牌熠
熠生辉。

然而，就在我们欣喜于员工个人
品德和企业品牌形象在这次没有燃起
的大火中获得了共同的滋养时，一段
不到10秒的监控视频，将顺手牵羊的
丑陋行径演绎的淋漓尽致。

一损俱损，偶生私欲人企共同蒙羞

前日，金萃芳庭小区业主将自己
的电动车充电器遗忘在了车棚单元门
口的车筐里，同是基层员工的西萃康
养中心护理员张洁，在到隆光老年病
医院办事之余，将业主放在车筐里的
充电器悄悄顺走。丢失充电器的业主
投诉至物业，经调取监控、医养居员工
指认，发现为“自己人”所为。护理护
工部主任及时联系张洁，与之沟通。
张洁表示：自己同业主一样丢了好几
个充电器，所以当时什么也没想，就带
走了。

如此尴尬的回答、事件和场景，让
人不禁想问：因为自己淋过雨就要把
别人的伞都拆了吗？无主之物尚且不
能心安理得的据为己有，何况是业主
的私人物品。虽然经过公司的教育批
评，张洁已经认识到错误，将充电器予

以归还。但对个人和公司名誉带来的
负面影响，必然还需要更多的善举来
弥补。

很多人可能会感慨如此上不得
台面的“小”事，不值得大动干戈，我
们也愿意相信张洁只是一念之差，但
就是这样一件件的“小”事，堆砌着企
业的品牌形象。人们常说：母校和故
乡是我们自己可以偶尔吐槽，但却容
不得他人诋毁半句的地方，因为它记
录着你成长的点滴时光。其实，公司
更是一个承载着你一路走来，努力、
沉淀、蜕变的地方。我们身在其中的
每一个人都在共享着企业品牌形象
带来的荣誉和安全感，它时刻提醒我
们要像爱护自己的脸面一样爱惜公
司的形象，毕竟雪崩时，没有一片雪
花是无辜的。 （工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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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养中心护理员张洁

不以恶小而为之，不以善小而不为，是刘备去世前写给儿
子刘禅遗诏中的话，目的是劝诫他要进德修业，有所作为。不
要因为好事小而不做，更不能因为坏事小而去做。小善积多了
就成为利天下的大善，而小恶积多了则足以祸乱国家。这样的
大道理总是被诟病充满说教的意味，然而现实生活中总有各种
让人唏嘘的画面，是非善恶，行在一念之间，果却千差万别。

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抗日战争
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7周年，公
司党总支结合“献礼二十大 喜迎党代
会 争创新业绩 奋进新征程”主题实践
活动，9月2日，组织全体党员（预备党
员），观看红色题材电影《悬崖之上》,
使党员接受思想洗礼,锤炼党性修养。

“我们还能看到天亮吗? ”
“我要你活着，看到天亮！”
影片中的“乌特拉”在俄语里的意

思是“黎明”，电影中的共产党人所做的
一切都是为了黎明。影片剧情跌宕起
伏、感人至深，彰显了那个时代共产党
特工组等一众革命先烈为了信仰而奋
斗，视死如归，正义豪迈的大无畏精气
神。革命先辈不求名利，为了信仰，为
了给后辈创造一个美好的明天，甘愿舍
弃一切，包括生命。观影过程中，党员

们专心致志、聚精会神、热血沸腾，老一
辈革命家们对党和国家的热爱，对理想
和信仰的执着，让观影党员心灵上受到
了震撼，精神上得到了洗礼。

观影结束后，在场党员同志们无
一不被影片中的场景所感动，纷纷表
示，在今后的工作中将继承发扬老一
辈共产党人顽强的革命意志和崇高的
信仰，为隆光的高质量发展助力。

（党总支贺凌霄）

黎明之前的守夜人 以生命赴使命
——隆光置业党总支组织观看红色电影《悬崖之上》

我们常说，生活会给予我们想要
的一切，但许多人憧憬的美好状态，需
要比别人多努力百倍、多付出百倍，甚
至是多折磨百倍，才可能拥有。

今年的三伏天，隆光五里水乡诊
所隆重推出此项理疗项目，得到了广
大客户的认可。一个相貌普通、中等
身材的理疗师格外出众，因为她手法
精湛，大家都争抢着让她服务，为了兼
顾上班不能来按摩的客户，她经常加
班到九、十点，有时都顾不得吃饭。她
就是刘苹丽，三伏天的艾灸让我们重
新认识了她。

刘苹丽2021年4月入职，刚来的
时候，聊起她从事保健按摩的初衷，她
总是憨憨的笑着说：“我挺喜欢这个职
业的，经过我的按摩能让病人的病痛
得到缓解，并且最终康复，我觉得很幸

福。”这样的话乍一听，让人觉得多少
有些“场面话”，但共事的时间久了，就
能发现她的话是发自肺腑的。在这一
年多的时间里，我们看到并感受到刘
苹丽专业的保健按摩手法，同时发现
她更具备和病患共情的慈悲心。

2021年6月，五里水乡诊所来了
一位患者，还记得这位患者刚来的时
候两只胳膊抬不起来，手也使不上劲，
这样的症状已经严重影响了患者的正
常生活，刘苹丽仔细诊断后判断患者
症状为肩周炎，便为患者制定了详细
的按摩治疗方案，经过两次按摩后，患
者的胳膊已经可以举过头顶，这样的
效果让患者对后边的治疗建立了信
心。按摩了5次以后，患者的胳膊不疼
了，恢复到了能够正常生活的状态。
为了感谢刘苹丽，患者将一面锦旗送
到了五里水乡诊所，赞誉刘苹丽“医术
精湛见奇效，医德高尚暖人心”。接到
锦旗的时候，刘苹丽羞涩的憨笑着说：

“这是我的工作职责，更是我的本
分”。古话说，酒香不怕巷子深，这话
也许只适合过去，在当今这个竞争激
烈的时代，酒香也怕巷子深，每个人都
在通过各种平台和多种方式尽情的展
现着自己优秀和美好的一面，但刘苹
丽却不为之所动，一如既往的坚持着
自己默默无闻、不求回报的高尚品质。

最近，五里水乡又来了一位头疼
了二十年的患者，二十年来，他尝试过
各种方法都未能彻底解决头疼的毛

病，患者说他头疼时不能听人说话，身
体不能接受任何碰触，脾气暴躁容易
发火，只有吃止疼药才能缓解。听说
五里水乡诊所的保健按摩效果不错，
抱着试试看的心态走进了诊所，刘苹
丽按摩了几次后症状就减轻了许多，
持续按摩十多次后，头疼的频次再也
没有以前那么频繁了，偶尔还能和邻
居们搓搓小麻将娱乐一下。

“听说五里水乡诊所的保健按摩
水平不错，好些肩胛不舒服、关节有毛
病的都到那里去按摩，效果还挺好的
呢。”刘苹丽用自己耐心周到的服务、
精湛的推拿技术、与病患共情的爱心
赢得了良好的口碑，同时也为五里水
乡诊所带来了良好的声誉和人气。

不登高山，不知天之高，不临深
溪，不知地之厚。当刘苹丽的患者越
来越多的时候，为了让自己的按摩手
法逐步提高，结束一天的繁忙工作后，
她还购买一些专业按摩的书籍，看着
书上的穴位图在自己身上反复练习
着，心中唯愿技术精进，能够解除更多
人的痛苦。

“爱自己的岗位，就如爱自己的人
生”，“看到你无病无痛幸福的模样，我
则心安”。刘苹丽怀揣一颗对职业的
热爱脚踏实地的工作着，以慈悲的美
丽心灵共情着每一位病患，她不驰于
空想，不骛于虚声，惟愿付出能够换来
更多的健康祥和。

（物业党支部）

不驰于空想，不骛于虚声，惟愿健康祥和
——五里水乡诊所理疗师刘苹丽

■推荐理由：
该书共分导演世界的暗

手、恶搞中国的暗手、被偷窃的
自我意识、帝国的神殿等四部
分，共32篇文章，全部为散文、
杂文。边芹老师以独具风格的
文笔、犀利且睿智的观点，让人
耳目一新、醍醐灌顶，让人参悟
正确的思想观、行为观，客观审
视中西方的文化、文明差异，以
及文化封杀。

决 定 阅 读《谁 在 导 演 世
界》，只是因为书名吸引人的眼
球和神经，其他信息一无所
知。随着阅读的深入，我发现
这是一本难得的好书。面对国
内纷乱的文化和思想现状，让
人茅塞顿开，这是西方文化和
思想封杀的结果。让人冷静之
余，以睿智的思维看待东西方
的文明和文化。边芹老师旅法
廿载，以自己的感悟，意图唤醒
精神上的迷失者，着力弘扬五
千年的中华文明。只可惜许多
国人，尤其年轻人仍沉醉于西
方人所标榜的人权、自由、民主
中。殊不知，在西方人垒石头
的时候，中华文化的仁义、为民
已经广播天下。文明的起源，
文化的优劣无须争辩而公知。

近代西方的进步，是工业
文明击败了农业文明，而非文
化。现如今，裹着糖衣的西方
文化纷至沓来，如影视、新闻、
出版等。这是赤裸裸的文化侵
略，精神奴化。边芹老师以犀
利如刀子般的眼睛，雅致的语
言，深刻剖析了西方的文化霸
权和伪善的暗手，西方人超越
国界的霸权意识形态昭然天下
—欧洲是世界的文化中心。他
文明、他文化须舍弃本我，真诚
的顶礼膜拜西方。否则，不分
缘由的击杀之而后快。西方人
的野蛮如原始人，而非自我标
榜的充分民主、自由的文明。

纵览全文，警醒国人，振聋
发聩。让人叹服边芹老师的思
想，让人惊醒后冷眼看世界乱
象。为自己是中华文明的一员
而庆幸。现阶段，上至政府，下
至市民，已经开始自发地文化
觉醒，开始制度自信、文化自
信。幸哉，我中华文明；幸哉，
我的新中国母亲！
（推荐人：财务部－武德生）

《谁在导演世界》
作者：边芹

马秀凤 9.06
卢江革 9.06
梅凤起 9.06
卜彩红 9.13
何彦孝 9.19

马银花 9.20
邢建平 9.24
史振宏 9.27
刘訾娟 9.28
祖 林 9.30

陈立宁 9.04

徐托兄 9.01
任聪颖 9.04
罗玉娜 9.08
李琳霞 9.13
谢 彤 9.14
张俊霞 9.17
杨 雪 9.20
谯丽丽 9.20
耿正宏 9.25
刘茹勤 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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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份，隆光物业开展“红色

八月”系列便民活动，发挥红色物

业联动机制，共建和谐美好家园。

垃圾分类宣传进万家

为了进一步推进垃圾分类宣传，
项目部组成垃圾分类宣传志愿队，开
展以“垃圾分类人人做，做好分类为
人人”为主题的垃圾分类知识普及活
动。他们深入业主家中，发放宣传
册，宣传普及垃圾分类知识，耐心向
居民讲解垃圾分类的好处，手把手指

导业主进行垃圾分类。同时，安排专
人在垃圾投放点指导居民分类投放，
从思想、行为等各方面引导业主养成
垃圾分类的习惯，营造垃圾分类的生
活氛围，从生活的一点一滴筑起生态
环境保护防线，造福子孙后代，共建
美好家园。

大手牵小手、学习消防知识保平安

暑期小区里的孩子明显增多，家
里大人上班后，留下孩子居家，总会有
不少调皮捣蛋的行为让家长们担心。
为了保证孩子们的暑期安全，隆光物
业联合辖区消防部门，组织辖区孩子
们开展了以“普及消防知识，强化消防
宣传”为主题的消防安全教育社会实
践活动。

在辖区消防队，消防队员向孩子
们耐心讲解专业的消防安全知识，带
孩子们观看了消防救火演练，了解消
防车的功能和各类消防用具的使用方

法，了解消防队员的日常训练学习和
工作。孩子们进入消防员生活区域，
体验消防员的生活日常，听消防员叔
叔讲故事，和消防员叔叔们一起做游
戏并合影留念，轻松的学习过程让孩
子们学习到了许多在课堂上学不到的
知识。

主题实践活动的开展，让孩子们
的暑期生活更加的安全、充实而有意
义。孩子们在学习消防安全知识的同
时，进一步树立了正确的价值观，为孩
子的成长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反诈、禁毒宣传人人有责，“送戏下乡”惠及人人

为保业主平安，隆光物业联合辖
区文化、公安等主管部门开展“送戏下
乡”惠民文艺演出，通过文艺演出进行
全民反诈、禁毒宣传，丰富小区居民业
余文化生活，营造全民反诈、禁毒氛
围，增强全民安全意识。

文艺演出节目紧扣反诈、禁毒主
题，用发生在身边的真实案例，向现场
观众传递诈骗、吸毒的危害性，提高全
民反诈、禁毒的认识。在演出现场，警
务工作者和志愿者还向广大业主分发
反诈、禁毒宣传单，介绍了诈骗、毒品
的种类、危害，以及防范方法，让业主

在欣赏节目的同时，学习到如何防范
诈骗，认识并抵制毒品侵害，编织出一
张警民共建安全的“法网”。

系列活动的开展，是隆光物业“四
位一体”综合服务模式的集中体现，是
践行“以人为本”服务理念的具体表
现，在红色物业的阵地上，始终有党员
冲锋在前。作为隆光物业人，我们“规
范管理，提升服务”的脚步从未停歇。
我们将不断追求卓越，以提升业主满
意度为服务宗旨，以饱满的热情和积
极的态度，献礼党的二十大！

（物业公司 赵小会）

红榜（正面典型及新风）

黑榜（反面典型及问题）

部室（子公司）

物业公司

医养居公司

姓名

刘苹丽

吴欢欢

典型或新风事迹

怀揣着对职业的热爱脚踏实地的工作着，以慈悲的美丽心灵共情着每一位病患，用精湛的
按摩手法为患者解除病痛、重获健康的体魄。

对工作从不挑拣、不怕困难、没有怨言，将全部精力用在工作上，对长者有耐心、有爱心，以
阳光心态对待工作，将长者生活打理得井井有条，让长者家属的满意放心。

奖励形式

1.在公司宣传平台宣传；
2.在员工大会上通报表扬；
3.其他奖励按照《立典型树新风
活动实施办法》相关要求执行。

部室（子公司）

医养居公司

姓名

胡晶亭

张 洁

主要问题

对抗公司决定，利用公司资源牟私利；职业道德败坏，挖公司墙脚；
以怨报德，丧失职业底线。

到公司办事之余私自拿走业主物品，遭到业主投诉，对企业品牌形象产生不良影响。

惩罚形式

按照《立典型树新风活动实施
办法》相关要求执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