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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有个制造真正中

国好声音的配音演员被网民

们“挖”了出来。她就是曾给

电视剧《神雕侠侣》小龙女、

《甄嬛传》甄嬛，电影《变形金

刚》米卡拉，动画《三国演义》

貂蝉、《美人心计》窦漪房、《阿

凡达》奈蒂莉等众多影视剧

演员配音的女孩季冠霖。令

人意外的是，她作为一个被

掩藏在银幕背后的人，却仍

能穿越荧屏大放光芒，这不

得不说是配音圈里的奇迹。

其实，她走上这条路纯属不

得已。

1980 年，季冠霖出生在

天津一个京剧世家，从小受

家庭教育的影响练得了一副

得天独厚的嗓音。她从小的

梦想就是当主持人或播音

员。因此，高考时她选择了播

音主持专业，就读于天津师

范大学。

大学时，为了实现自己

的梦想，季冠霖不放过任何

一个可以磨练自己的机会。

她曾给企业录过小广告，也

曾被邀请去主持一个小晚

会，偶尔还会接到一些给影

视剧配音的活。临近毕业的

时候，她幸运地争取到一个

在天津交通台做主持人的实

习机会，主持一档从早晨 5 点

到 7 点的直播节目。她的嗓

音和主持风格很快得到听众

和台领导的肯定和欣赏，如

果继续这样做下去，跟台里

签约 终留下的希望非常

大，那么她的主持人梦想也

就能实现了。

但是，不巧的是，她因患

咳嗽不得不回家休养。病好

后，那个位置已经成了别人

的了。这时候已经过了毕业

季，再找工作已经很难了。季

冠霖看着同学们一个个地不

是在电视台就是在电台，甚

至有人还走上荧屏做起了演

员，她既羡慕又苦恼。此时，

一位资深配音老师知道情况

后主动打电话给她，邀请她

来北京发展，说她有配音的

天赋，建议她专职配音。

这倒是条出路，但心气

极高的季冠霖却很不甘心。

虽然她也喜欢给影视剧配

音，但一直是当做业余爱好

来看待的，从来没想到有朝

一日要把它作为自己的终身

事业来经营。而且，当前很多

影视剧演员表上不打配音演

员的名字已经成了行规，所

以配音演员实际上就是给别

人做嫁衣的隐形人。难道自

己一腔豪情的付出就只能成

为永不见光的影子吗？于是，

她又继续奔波在找工作的路

2018 年 11 月 1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主持

召开民营企业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为了领会讲

话精神，将党中央的政策与企业经营紧密结合，11

月 17 日上午，集团党总支组织学习了《习近平总书

记在民营企业座谈会上的讲话》。此次活动由组织委

员郑毅主持，所有党员、各单位负责人、集团机关所

有人员共同参加。

会议刚开始，郑毅总经理首先说到：近段时间总

能听到这样的声音，“民营企业的春天来了！”这是因

为在今年的 11 月 1 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民营

企业座谈会并发表了重要讲话。在讲话中，习总书记

充分肯定了民营经济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并明确提

出了要大力支持民营企业发展壮大，对于民营企业

来说更是深受鼓舞，增强了我们不断发展的信心和

决心。

接着，大家共同观看了讲话视频。

视频观看结束后，分别由组织委员郑毅、预备党

员牛娟、司晓

宁、李学娟带

领大家回顾了

《习近平总书

记在民营企业

座谈会上的讲

话》原文内容。

之后，大家关

于讲话内容进

行了热烈的讨

论。

紧 接 着 ，

部分党员、单

位、部室负责人进行了发言。

入党积极分子、财务部经理徐登岭说：通过学

习，增加了我很多层次上的理解。国家的很多政策都

在支持民营企业的发展，后期还会有更有利的政策

下达。

宣传委员、人力资源部业务总监李关青说：我们

不仅要埋头走路，还要抬头看天，也就是说我们要顺

应政策、调控经济、调整行政手段，减少行政手段对

经济的干预，我也相信企业未来会发展得更好！

党员、医院院长司海宁说：今天我们在此学习讲

话内容，可以发现国家大力支持民营企业的发展，这

也给集团医院指明了方向，医院要想做大做强，我们

必须一如既往地遵守各项政策，我也非常期待医院

的明天！

纪检委员、资产运营公司总经理闫蓓说：今天通

过学习，我想和大家分享的是信心。习近平总书记的

讲话给民营企业带来了信心，给民营企业家带来了

信心，更给我们民营企业的工作者带来了信心。作为

物业公司我们也要做出改变，为下一步工作创造条

件！

党总支副书记、总裁办主任张晋阳说：通过学习

报告，感觉为我们的企业吃了一颗定心丸。相信在今

后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会有更大的平台，所以我

们民营企业的春天真的要来了。

后，党总支书记杨肖峰作了总结讲话，他说：

通过学习习总书记的讲话我想分享的是“引领”。习

总书记已经在讲话中明确了要支持民营企业的发

展，作为民营企业，我们也要一步一个脚印，脚踏实

地的去做事，同时要改变管理思维、用人理念，必须

创新。

“引领市场，持续创新，为顾客和社会创造价

值”，公司的使命和愿景不仅仅是一句口头上的话，

而是我们所有员工为之奋斗的方向和目标。虽然学

习告一段落了，但集团公司引领市场的初心和使命

永远在路上！

集团党工办院于亚喃

———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民营企业座谈会上的讲话》

图为观看叶习近平总书记在民营企业座谈会上的讲话曳视频 图为杨书记作总结讲话

两元钱能做点什么？也许是坐一趟公交车，

也许是买一根雪糕，也许是喝一瓶水，也许看见

掉在地上，有的人都懒得弯腰去捡。看似不值钱

的两元钱，有时候却给我们带来无限的麻烦和不

可想象的后果。

近日，就由于处理不当的两元钱，医院的领

导和同事为此付出了很多努力和代价。据说是一

名患者在医院住院治疗完毕后要复印发票和清

单联，按照规定需要支付两元钱的费用。因微信

支付没有完全开放，工作人员就以简单的“不能

支付”回绝了患者。造成患者非常生气，不断找医

院的问题，向医保中心、卫计委、财政局、发改委

等上级部门上访反映问题，致使本该按期回款的

医保资金未能及时到账。医院领导不得不出面多

次往返于医保中心、财政局、发改委等部门之间，

找相关领导解释事情的经过， 终使事情圆满完

成。

从以上事件可以看出，仅仅两元钱的问题，

不仅造成了医保款项不能按时到账，除此之外，

要想解决，医院需要花费更多的人力物力去解决

这个问题。不仅造成了经济上的损失、时间上的

浪费；更给我们本该顺畅的工作带来了许多困

扰，甚至对医院的声誉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由此

可以看出此类事件造成的结果是非常严重的。在

这里，笔者不想过多的批评医院当事人的错误和

责任，只想通过此类事件告诫大家，我们如果能

够多站在对方的角度考虑一下问题，很多事情都

会迎刃而解。

试想，在微信支付没有完全开放的情况下，

如果医院当事人用微信收取患者两元钱，并拿

出自己的现金为患者支付两元钱，或者找其他

同事帮忙，亦或是境界更高一点，替患者支付

了这两元钱的复印费。结果会是怎样？患者不

仅会感谢医院当事人的付出，会对医院给予很

高的评价，还会介绍更多的患者来体验我们的

服务。看似简单的小动作，可能会给我们带来

意想不到的效果。

记得早在 2011 年，杨总就提出了首问负责

制的工作方法。首问负责制就是公司 先接受外

来人员和客户信息时，个人作为首问负责的人，

应当负责解答或指引到相关部门办事，使之迅

速、简捷地得到满意的服务；或公司上级领导对

下属部门和员工进行工作督办的事项须限时完

成。简言之，就是我们作为接待的第一个人就是

负责此项工作的主要负责人，不管发生任何的事

情，都有责任和义务帮助来访人员解决和处理问

题。使之满意的离开。然而在方法执行 7 年之后，

还出现此类问题。

作为集团公司的一员，我想我们每个人不得

不反思一下自己。我们工作的目的和意义是什

么？我们在工作岗位上为公司创造了多少价值，

我们在平凡的岗位上怎么比别人做得出色。其实

这些都体现在一些小事和细节方面。如果我们比

别人多想了一点点，比别人多付出了一点，真正

以岗位主人翁的精神严格要求自己，你都会比别

人做得出色，不仅会得到别人的认可，领导的赏

识，你也会在职业生涯中越走越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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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聚 30 年，感谢有你”大型庆典活动是合聚

人的一次盛宴，为了迎接庆典活动，各单位、部室都

在紧张地筹备前期准备工作。采供部作为活动的后

勤保障，主要负责活动物品的采购，除此之外还在

前段时间临时接到了拍摄《峥嵘合聚》纪录片的任

务。接下来我就纪录片的工作过程分享一下自己的

感受：

此次拍摄内容涉及到集团公司各单位、部室，

为了在有限的时间尽可能多的拍摄一些视频资料，

党工办成翠芳主任、采供部杨肖云经理帮助我理清

思路、做好计划，方便我与合作商有效的沟通、提高

工作效率。

在拍摄的过程中让我感动的是，医院所有人员

现在正为升等级医院做准备，而当我需要帮助的时

候，张雅丽副主任抽出时间全程陪同并协调各科室

配合，医生和护士在一遍遍的摆拍过程中也是不断

尝试，争取达到 好的效果；幼儿园的三位老师更

是利用紧张的课余时间积极配合我们完成拍摄；还

有，当我们提出需要采访与集团公司共同走过二十

多年的单位部室负责人时，所有人都是同一句话，

没问题，随时可以，他们总是以高度的热情投身到

拍摄和工作中。

从负责人讲述的跟随企业度过金融危机，克服

资金链断裂的困难，直到现在大家不离不弃、众志

成城、共抗风雨等事迹，以及医护、幼教、部室人员

工作中的点点滴滴，我看到了他们作为合聚人高度

的企业归属感和强烈的团队荣誉感，这就是合聚文

化的具体体现。

所有的拍摄场景之所以能在较短的时间完成

拍摄，中间离不开各单位部室领导的帮助、同事的

配合与支持。

通过此次拍摄工作我看到了、也听到了很多感

人的事迹，同时还体会到了团队的力量。只要我们

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没有什么是做不到的，也

让我真正明白了“一个人走，走的快，一群人走，走

得远”的哲理。

———拍摄《峥嵘合聚》纪录片有感 前几天，和家人一起观看了电影《摩天营救》。该

片讲述了退伍军人威尔在香港执行安保工作时，被人

陷害导致妻子、儿女遇到危险。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

为了解救自己的亲人，只有一条腿的他只身闯入火

海，攀爬 1000 多米摩天大楼，突破重重困难解救出被

困家人并找出潜藏罪犯，证明自己清白的故事。

电影的男

主角“威尔”是

由好莱坞巨星

强森扮演，强

壮的身体让他

可 以 无 所 畏

惧，面对突如

其来的危险，他拥有 大程度的胜算。而能够把自己

练成这样，又是一个男人自律和毅力超强的表现。他

总是能给人 大的安全感，正如他在《摩天营救》里对

妻子的爱和教给儿子的“为了足够勇敢，你得有一点

害怕”，谁都不是天生强大，只是比别人更多面对自己

的恐惧。

电影中，男主角在遇到这样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

务时，为了解救自己的家人、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义

无反顾地投身火海。虽然是电影，结局没有悬念，但是

这种不怕困难、迎难而上的品质与我们的企业文化也

是契合的，是值得我们每一个人去学习的。

在工作中，何尝不是如此，如果我们每一个人都

能有这种不怕困难、迎难而上的品质，再硬的骨头我

们也能一口一口的啃下来，再难的工作我们也能一步

一个脚印的完成。

就比如我们本草公司 近正在开展“走向市场”

的市场调查工作，本草公司的员工都是由采购人员转

型为销售人员。市场调查的主要对象是市区内各医

院，过程中经常会遭遇别人的冷嘲热讽、经常会吃闭

门羹、经常会找不到关键人物，这些都是工作中遇到

的困难，如果我们遇到困难就放弃的话，又谈何走向

市场。但是本草公司并没有因此而退缩，反而是发扬

这种不怕困难、迎难而上的品质， 终才能圆满的完

成市场调查的工作。相信不久的将来，本草公司定能

在医疗市场打下属于自己的一片天！

《摩天营救》观后感

偶然间，在网上看到这样一则小故事：三个工

人在建筑工地上砌墙。有人问他们在做什么。第一

个工人悻悻地说：“没看到吗?我在砌墙。”第二个

人认真地回答：“我在建大楼”。第三个人快乐地回

应：“我在建一座美丽的城市。”十年以后，第一个

工人还在砌墙，第二个工人成了建筑工地的管理

者，第三个工人则成了这个城市的领导者。

就像我们在工作中一样，如果都像第一个人，

愁苦地面对自己的工作，我想再好的工作也不会

有什么成效；而同样看似平凡的一份工作，枯燥无

味，有的人却能以乐观的心态去面对，在平凡中感

知不平凡，如此，我们还有什么困难克服不了呢？

在审计的过程中，经常需要统计大量的数据，

从数据中进行分类汇总，寻找对自己有用的信息，

一排排密密麻麻的数字，简单而枯燥，有时因为数

据异常，一直找不到答案，自己心里非常着急，但

是越急反而越找不到，进而产生了抵触情绪。当静

下心来转念一想时，想到了在总结报告中有这样

的一句话：把简单的事做好就是不简单。是的，领

导将工作交给我是对我的信任，作为工作的执行

者更不能因为一点小问题就打退堂鼓。换了一种

想法后，事情便有了不一样的结果，我开始静下心

来对待工作，认真查找，以积极地心态去面对，

终的结果也是令人欣喜的。

相同的处境，不同的心态，迥异的结局。在

同一条起跑线上，态度决定一切，让我们一起加

油吧！

集团审计部院陈 洁

集团采供部院王姣姣

集团本草公司院樊志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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