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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会好书推荐

2022年11月15日 星期二

立典型 树新风

■推荐理由：
假期公司安排我们员工每

人读书并推荐一本好书，也许
是年龄已进入不惑之年，对历
史内容越来越感兴趣，于是从
朋友那里借来一本《贞观政
要》，自己有点粗略的体悟和大
家分享一下：

《贞观政要》是关于唐朝贞
观时期政治的摘要记录，主要
目的是总结唐太宗时“贞观之
治”的政治智慧和治国安邦的
一些经验，对执政者给予建议。

体悟一：战胜易，守胜难
贞观统治者们目睹了隋王

朝因穷兵黩武、横征暴敛、奢侈
无度而导致灭亡的命运，从中
悟出了一个深刻的道理，就是
得政权不易，但要长久拥有政
权更难。

贞观十年，唐太宗与群臣
们探讨一个问题：“草创与守成
孰难？”尚书房玄龄的看法是创
业难。因为群雄并起，相互争
斗，你死我活，胜者王侯败者
贼，所以认为“草创为难”。

魏徵的观点正好相反，他认
为一个新王朝的建立，必是在前
一个王朝混乱衰颓之时，他们已
经不得人心，失去了人民的拥
戴，没有存在价值了，因此一推
即倒；但是新政权建立之后，容
易出现腐败、骄奢淫逸的状况，
官官相护，与民争利，导致百姓
不满，逐渐失去民心，由此带来
国运衰微，魏征认为“斯而言，守
成则难”。太宗非常认同魏徵想
法，提出，创业的艰难已成历史，
现在就是守业这一大难事，需要
大家同心协力。

体悟二：善始易，善终难
《贞观政要》最后一章为“慎

终”，我觉得有两层用意，一是全
篇的终结，二是提醒统治者们要
善始慎终。本章提到，唐太宗曾
对公卿大臣们说：经过大家共同
努力，现在天下太平，国家和谐
稳定，民风淳朴，政治基础稳固，
当此时，需要认真思考如何才能
善始善终的问题。我们应该竭
尽全力，使大唐的江山社稷永远
稳固，一代一代延续下去。

因为本书内容有许多都是
文言文，看着特别费劲，因此只
看了不到二分之一，而且许多
内容没有看明白，看透彻，在这
里推荐大家有时间仔细研读，
你会有更多的体悟。
（推荐人：信息技术小组 钟勇）

《贞观政要》
作者：吴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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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榜（正面典型及新风）

黑榜（反面典型及问题）

部室（子公司）

置业公司

姓名

违反公司制度的反面问
题现象人员

主要问题
不能实事求是、责任心不强、“观望等靠”，重视反思改进不足，偷奸耍滑、
玩小聪明；钻空子、打擦边球等不良风气现象；用疫情当借口，给躺平找理
由的不良现象。

惩罚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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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业公司

医养居公司

姓名

何永侠

五里水乡项目部

胡玉琳

医养居公司抗疫员工

典型或新风事迹
她用四年如一日的坚守践行着自己的服务初心，在平淡的日子里发着温暖的光，成为了业主们心
中的好管家，成为了隆光物业五里水乡项目部的一面旗帜，成为了我们每个人应该学习的榜样。

10月5日，五里水乡项目部被紧急封控，物业公司全体员工立即行动起来，表现出了极强的团队
凝聚力和敬业奉献精神。他们在做好疫情防控工作的同时做好物业服务，确保了第三季度经营
指标的圆满完成。

面对疫情形势愈发严峻的状况，为了进一步加强社会防疫力量，她主动向公司请示，牵头组建了
一支抗疫志愿服务队，支援银川疫情防控工作。

疫情期间，医养居公司员工自愿发起捐款，为抗疫前线的20位志愿者购买生活物资。让一线的志
愿者们深深的感受到了来自团队伙伴们的关心和惦记，更让这个孩提阶段的团队面对一次又一
次的融入磨合时，在点滴小事上不断的衍生出了植根于心底的团结和凝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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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冬梅 11.05
张渭宁 11.06
王 珂 11.06
张艳芳 11.08
买德福 11.09
王永青 11.12
韩银生 11.13
曹 婧 11.15
张洪强 11.15

康丽芳 11.19
张冬琴 11.28

马东旭 11.05
马 燕 11.06
刘含含 11.08
张 良 11.09
李淑琴 11.10
武莉红 11.17

孙健健 11.18
丁 聆 11.20
锁飞亚 11.21
陈艳玲 11.25
李 燕 11.25

贺凌霄 11.08
柴桂霞 11.18

何灏旻 11.25
赵廷佐 11.28

王子靖：只谈个人收入不谈岗位
效益。我相信没有一个组织和企业在
用人方面是不考虑岗位经济效益，除
非是福利机构。企业存在的核心价值
就盈利，并在盈利中创造新的价值。
公司的企业文化和本次视频学习中提
到有才无德者坚决不用。只有德才兼
备的干部和员工，才是企业的核心价
值。处处以个人利益为重的人只会是
企业发展的绊脚石。

何彦孝：检验学习效果的最好标准
是要做到学以致用，身心合一，提升个
人职业素养，发挥个人价值最大化是对
企业的最大贡献。面对各种工作考验
要有信心，有勇气，敢担当，发挥团队力
量共荣辱，同进退，实现个人与集体利
益双赢，推动公司事业稳步发展。

张 谦：通过对比，自身差距如下：
一、公关协调能力有待提高，思想倦怠，
本能的“自我免疫”，利用疫情、政策等
因素变化搪塞或找借口；二、闭环管理
粗糙，统筹谋划能力不足；三、学习创新
造血功能不足、成本管控抓手少。

武德生：在其位，谋其政。培训中
谈到了“在其位，谋其政”，感触很多。
每人的职责、工作如何？得过且过的、
强调客观的、左右推诿的……乱象与窃
者无异！请大家有则改之，无则加勉。

于 佳：一个人的责任心，往往不是
嘴上说出来的，而是通过具体的事表现
出来的。一个优秀员工，首要的不是能
力的高低，而是责任心的大小，是否有
担当精神？有责任心？我们每个人都
喜欢和有责任心的人相处，踏实、靠谱、
放心。当责任心成为一种习惯时，往往
也是一个人走向成功的开始。

杨兴平：现代企业管理最为关键
的首先不是技术、资金、资源、人脉等，
而是人才，企业为各式各样的人才提
供施展才华和本事的平台，那么人才
也要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为公司创造
价值，物尽其才，展现才华，通过公司
的平台去奉献自己，展现自己，实现人
生价值观和理想。

李学晋：作为一名管理者，应时刻
想着我们的责任是什么，如何把该做
的做好，把责任变成一种习惯，是责任
心的体现，是职业素养的体现，具有良

好责任心的人，也会受到他人和单位
的尊重，我们每一个人应努力成为这
样的人。

王维财：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角色，
每个角色都有自己的担当。在其位谋
其政，做好本职工作，才有能力去承担
本职工作之外的工作。只要自己尽
职、尽责、尽心，才能成为一个有责任，
有担当、有作为的隆光人。

王星磊：敬业才能安心，敬业就是
良知与自觉。要对得起公司给予的平
台，给予的工作，获得的收入，在工作
中要安身立命。工作中遇到的问题，
要有责任心，不推诿、找借口，不因害
怕承担责任而回避。

李 莺：包容、同情他人，你就会主
动地帮助你需要帮助的人；常感自身
知识的缺乏，你才知道学习是永无止
境的；你的言行举止要对你的家庭、单
位、社会负责和担当。不同的工作岗
位遵循：“身在其位、敬业其中、承诺其
职”的准则。

张莲华：有自知之明的人，对自己
会有清醒的认知，能够找准自己的位
置，不会把平台带来的光芒当作自己
的本事，这样的人往往谦和低调有担
当，能走得更远。别把运气当才华，别
把平台当本事。人不要高估自己，能
力再强，也只是平台给予的光环，所以

理性看待自己！
许风芹：“在其位谋其政”，在工作

岗位一天，就应该对自己的工作负责
任。作为部门负责人，更要对部门所
有的工作担责，不推诿，不逃避；对相
关部门及岗位要做到补台，不拆台。

马 辉：员工如果不被正向的、积
极的力量充满，就可能会被抱怨、消
极、牢骚所占据，或是被同事们的牢骚
或闲言碎语所影响。因此，我们可以
通过培训，引导员工，让他们拥有正向
积极的心态，再配备上熟练的技能，这
样公司才能无敌于市场。

徐红雁：对工作的精益求精，这不
仅是工作的态度，更是积极的人生态
度，是你对生活选择的一种方式。对
工作的负责也是对自己的负责，能主
动做到这点是不容易得，很多人说这
个叫职业病，相反我认为这是药，是让
你快乐幸福的良药，只是药效很长需
要坚持服用。

赵振甲：一个人在日常工作中，想
着不劳而获就是典型的乞丐思维，日
常工作中奸猾偷懒，拖拖拉拉，坐享其
成！这样的员工留着百害无一利，应
该尽早清除出团队，这样才能为团队
健康发展扫清障碍，铺平道路，对害群
之马的容忍就是对精英最大的伤害！

刘 斌：敬业爱岗源自对工作的信

赖。通过老师讲述的一个乞丐的故
事，说明只有不断的投入工作，才有活
力，人生才有价值，才能获得自己想要
的生活。珍惜自己的工作，抱着一颗
感恩，踏实工作，让自己的生命过得有
意义，有价值。

王 静：敬业才能心安，而不是工
作才能心安。代表了对工作的一种态
度，是一种责任感的体现。切实履行
好自己的工作职责，对每一份工作，领
导交办的任务都要认真对待，才能让
自己心安，优秀的员工也是首先是敬
业的，要成就事业首先也要敬业。

张 红：在其位谋其政，不要懈怠
自己。一个人应该努力去扮演好自己
的角色，在家要扮演好自己的家庭角
色，在社会上则应该扮演好自己的社
会角色。这样的人，才是一个称职的
人，才能走向成功。不管你现在处在
哪个职位上，把自己的工作做到位，是
你义不容辞的责任。

马文杰：对于企业员工而言我们
就是为工作而生的，只有把工作当成
生命的信仰、敬畏工作，在其位谋其
职，才能实现自己存在的意义和追求
的目标。守住自己的岗位就像守住做
人的底线，对待工作同样要心存敬畏
与责任，履行好自己的岗位职责，让责
任成为自己工作的习惯。

何向武：看不到问题就是企业最
大的问题，对个人也是，正视问题是
态度、是方法，更是担当。我们干工
作、做事情，就是要在化解矛盾、消除
问题中完成。如果看不见问题甚至
掩盖问题，导致决策失误或事态失
控，于个人而言是失职、失责，更是对
企业的不负责。

陈立宁：爱岗敬业是最普遍的奉献
精神，看似平凡，实则伟大，一份职业，一
个工作岗位，是一个人赖以生存和发展
的基础和保障，对工作负责，守住岗位，
守住饭碗，就是守住自己生存的底线。

安新华：当责任成为自己的工作
态度和习惯时，其意义就不仅仅是赚
钱那么简单，少一些抱怨，少一些牢
骚，少一些理由，多一份认真，多一份
责任，拥有这些习惯会让你变得更加
优秀。

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以来，银川
隆光置业党总支及各支部持续掀起学
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热潮，以
饱满的热情和昂扬的状态，踔厉奋发、
勇毅前行，埋头苦干、奋勇争先，以实
际行动推动党的二十大精神落地生
根，开花结果。

观看二十大开幕盛况，交流心得
体会。10月16日，银川隆光置业党总
支全体党员、积极分子及入党申请人
共计66名，通过电视、手机、电脑等线
上方式收看党的二十大开幕盛况，聆
听习近平总书记所作党的二十大报
告，大家心情振奋、倍受鼓舞、倍增动
力。观看结束后，各支部党员积极提
交心得体会。党员们纷纷表示，要更
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伟大旗帜，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
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
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
护”，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团结奋斗。

奋进新征程，做新时代合格党员。
机关党支部为进一步增强入党积极分子
学习氛围，激发学习热情，在主题党日上
邀请党总支书记特意为入党积极分子们
发放党员学习笔记本。每个笔记本上都
有机关党支部对各位的寄语，希望各积
极分子在思想上不断进步，早日成为一
名合格党员。机关党支部还开展了以

“学习二十大、奋进新征程，做新时代合
格党员”为题的第三季度党课学习，教育
党员们要永远保持忠诚、干净、担当的好
样子，树立历史亲历者与参与者的自觉，
以敢为天下先的姿态，做一名合格党员，
发挥出党员先锋作用，在工作中干出新
成绩，体现新作为，在新时代新征程奋力

谱写隆光文化建设新华章。
砥砺初心展本色，以实际行动践行

党的二十大精神。疫情期间各支部结
合实际情况，投身于疫情防控工作，党
员们在这过程中积极发挥先锋带头作
用。机关党支部积极响应行业党委关
于“党员干部下沉社区一线”的号召，组
织5名党员奔赴防疫一线，与聚丰苑社
区对接防疫工作，坚守小区进出口，查
验健康码、行程码，对于外地牌照车辆
进行详细问询并且记录，不漏一车、不
漏一人。物业党支部在五里水乡被封
控期间，积极组织党员及工作人员不舍
昼夜，攻坚克难，坚守在工作岗位上，为
业主筑起安全屏障，同时结合疫情防控
工作在不同平台发布献礼二十大系列
稿件，并开展以“红色物业显担当，同心
抗疫守家园—致敬战友，献给最美的你
们”支部主题党日。养老党支部主动担

当，成立“隆光医院志愿者团队”，连续
在各生产企业、小区等地点组织开展核
酸采样工作，并组织在康养中心的党员
及职工为83位长者提供专业的照护服
务，与长者同吃住，封控管理。隆光党
总支引导广大党员在疫情防控斗争中
挺身而出英勇奋斗，进一步发挥党员先
锋带头作用，以实际行动践行党的二十
大精神。 （党总支贺凌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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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学习引导 提升素质能力
——2022年10月员工大课学习心得体会节选

为提升公司员工职业技能素质，汲取正能量的职业心态，公司工
会于2022年10月大课学习时，以《员工职业素质能力提升》为主题安
排培训，教育引导全员养成良好的工作心态、提升工作效率。现将本
次学习心得体会节选分享如下，望大家对照参考，互相学习。

响起的疫情“警报”是再次拉响的“集结号”
——物业公司五里水乡项目部

自9月20日，疫情在全区多点散
发。国庆假期还没有过完，五里水乡
项目突如其来的封控消息让所有员工
及业主有些措手不及，物业公司全体
员工立即行动起来。经营班子审时度
势安排部署各阶段工作，适时调整抗
疫措施策略，提出工作要求；职能部门
克服困难全力保障封控区内、外各项
目的员工生活和抗疫工作；封控区外
各项目间遥相呼应坚守岗位落实责
任；封控区内紧张忙碌战“疫”激烈。

疫情“警报”响起，项目部员工与
党员闻“召”即回。10月5日中午12:
40分，五里水乡小区被紧急封控。项
目经理赵小会立即对留守在小区内的
人员进行安排，同时向封控前离开小
区的员工发出了“召回令”。不到2个
小时，项目部人员全部到岗，一支包括
经营管理部1人、五里水乡诊所2人在
内的47人“应急抗疫团队”迅速组建，
同时由党员黄小玲、买路路、薛飞、胡
玉梅、徐志勇自发组成了一支“党员先
锋队”。两支队伍迅速并入疫情防控
指挥小组的建制中，按照疫情防控工
作整体安排开启工作模式。

各岗位员工众志成城，共克时
艰。封控第一天，大家的工作任务就
是哪里需要我们就在哪里。他们全力
协助社区张贴封控公告、封闭大门、劝
导业主回家、帮助运送重点人群、为业
主买药送餐、听候工作安排、制定工作
方案直至深夜。

维修班组及绿化班组共计8人，封
控期间除了保证日常业主报修及绿化
工作外，还负责公共区域及楼道的环
境消杀工作，随时都能看到他们身着

防护服工作的身影。客服人员除了坚
持开展正常的物业服务外，还增加了
为业主配送各类生活物资、协助医护
人员核酸采集、入户登记信息、处置突
发情况等职责。期间配合入户登记业
主信息 1953 户、统计收集特殊人群
115户。

紧急时刻我们都是妈妈。10月11
日晚23时，26号楼一名11个月大的幼
儿误食了十几颗速效救心丸，孩子的
生命健康受到威胁，家长的情绪接近
崩溃。紧急时刻，片区管理员帮助业
主联系120、110，客服人员黄小玲，夏
永红快速上报资料、联系车辆、安抚业
主情绪，她们和时间赛跑，在30分钟内
将孩子送到了医院并帮助照顾到第二
天早上才回到小区。事后她们说，业
主和我们本就是一家人，孩子的安危
是我们大家的事情，我们都是妈妈！

奔跑在“红色防疫阵地上”的党员
先锋队。封控区里，党员先锋队的旗

帜一直在飘扬。买路路、黄小玲、胡玉
梅、徐志勇，他们坚守岗位、任劳任怨、
忠诚奉献、舍小家为大家，因为他们有
一个身份叫共产党员。

在这期间，公司各职能部门及兄弟
项目和五里水乡遥相互助，表达慰问，
加油鼓劲。公司董事长、党总支、物业
公司经营班子成员都在时刻牵挂着封
控区内外员工的生活冷暖，对坚守岗位
的员工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和奖励。

事实证明我们能够经得起考验，未
来很远，还有太多的不确定，但隆光人
坚强勇敢、坚韧不拔、敬业奉献、互助友
爱的精神和面对疫情时表现出的强烈
的团队凝聚力和战斗精神，是我们面对
未来的思想保障和力量源泉。在整个
疫情期间，令人动容的瞬间还有许多，
我们不能一一道来，但我们要把今天的
战“疫”精神坚持、发扬和传承，以“业未
就、身不倦”的姿态迎接未来。

（物业党支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