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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我在一线

收银员成长记
■集团投资管理部挂职学员

冯钰灏

站在 7 月的尾巴上回望这三十一
个日夜，我不得不感慨时间飞逝。 有这
样一句话，当你专注于某事时，时光总
是走的特别快。 这一个月，我们挂职培
训学习进入第三阶段，主要学习收银员
岗位工作。 这项责任重大的工作，让我
懂得了什么是细致和专注，我要将这一
阶段成长中的点点滴滴告诉大家。

银台，看是否有顾客遗忘的商品。 这一
切的细节要求 看 起来 繁琐 又 复杂 ，然
而，我们新合作人都将其内化为行动的
准则，一切细节为顾客考虑，默默地落
实到服务中的方方面面，让顾客体会到
我们细致周到热情的服务。 随着工作的
熟练，在装袋之余，我逐渐地替师傅做
一些别的工作，如确认备用金和新领取

脚乱的做好各项准备。 直到现在，我都
还能回想起那最初半个小时紧张慌乱
的情况，不夸张的说，在我们独立收银
的前半个小时，拿着撤销授权卡的组长
就没能离开我们这六个台。 由于学员们
的积极努力、用心动脑，收银工作很快
步入正轨， 虽然比老收银员慢了不少，
但也做到了稳定有序、认真细致。 起初，

为了让我们很快地掌握业务要领，
公司为每人安排了一位师傅，第一周我
们跟师学艺，第二周要求独立上机。 我
的师傅是郭亚伟，别看是一位青春靓丽
的美女，要求可是非常严格。 师傅教我
在成为一名好的收银员之前，要先成为
一名好的装袋员——
—如何有条理地、规
则地、安全地装出一个完美的袋子。 首
先，将硬与重的商品垫底装袋，正方形
或长方形的商品装入包装袋的两侧，作

塑料袋的数量、打扫收银台卫生、提前
询问顾客的会员卡号等等，师傅当然是
让我循序渐进地熟悉这些程序。
终于有一天，师傅允许我拿着商品
对着扫描器扫过条码了。“嘀”的一声，
序号、商品码、品名、价格等都迅速齐整
的显示在了屏幕上，我不由得有一点小
小的激动。 随后蒋主任还细心地拿来了
常用商品打成的练习小票，耐心地教我
们如何合成生鲜商品的 18 位码， 以确

我收银速度较慢， 只能延长工作时长，
中班收银时，经常在收银台前一站六个
小时。 有时发现顾客未能发现我的款
台，这时，我就会挥动双手，热情大方的
告诉顾客“这边也能结账”，既锻炼了收
银技能又克服了起初的胆怯羞涩。
7 月 29 日，在大卖场客服部的认真
筹备下，我们挂职学员进行了收银技能
比赛，各位评委老师就每个人的表现进
行了中肯的评价，让我认识到收银工作

为支撑；其次，瓶装或罐装的商品放在
中间，以免受外来压力或突发事件的冲
击，同时，两个及以上玻璃制品之间也
应当用其他商品隔开；易碎品或轻泡的
商品放置在袋中的上方；再次，冷冻品、
豆制品等容易出水的商品和肉、菜等易
流出汁液的商品，应当用塑料袋独立装
好， 放在袋子的一角以免污染其他商
品；最后，还应当细心认真地检查好收

保每日生鲜类商品销售对账准确。 我们
也掌握了基本礼貌用语，如何识别钞票
真伪，如何操作收银机以及向顾客提供
不同的支付方式等。
到了独立收银那天，手里拿着一沓
备用金，说实话，我从未觉得一千元人
民币是那样的沉甸甸，真的是紧张又期
盼。 初上收银台，一边回忆师傅所教的
内容、回想她们当时的举动，一边手忙

的精益求精和全面细致。
这一阶段的学习确实让我受益匪
浅。“沉下心来”、“脚踏实地”、“吃苦耐
劳”、“基本功扎实” 这些长辈们一遍遍
告诉我们的话语前所未有的在我心中
引起共鸣。 在今后的工作生活中，我也
会更深刻地理解收银员及其他基层员
工的工作。 而今天，我可以骄傲地说一
声：我是新合作一名合格的收银员了。

学做收银员
■集团超市管理部挂职学员
7 月份， 我们挂职学员进入第三阶
段收银员岗位学习。 以前， 我认为超
市收银工作是件很容易的事， 就是简
单的收钱。 其实不然， 要想成为一名
合格的收银员 其 实不 是件 容 易的 事。
起先师傅带我们学习，每天早晨我们要
先检查备用金和塑料袋、进行打扫卫生
等准备工作后，紧接着就开始一天的收
银工作了。刚开始，跟随在师傅旁，一边
帮顾客装袋子，一边学习师傅的操作要
领。慢慢地，在顾客少的时候，师傅让我
上台练习收银。起初，无论是装袋子还
是收银， 我都会犯一些错误， 师傅总
是耐心地指正与讲解， 在她身上我学
到了很多。 之后我们学习了点钞， 刘
主任以最严格的标准要求， 不厌其烦
地帮我们纠正动作。 一开始我有些不

Y 员工心语

记得西关店准备开业之时，我们大
店员工照例被委派去帮忙。 前后有将近
十天的加班，我们几乎每天从早晨八点
一直干到深夜十二点，大家忙得焦头烂
额、不可开交。
我感觉自己体质还好，但坚持不了
几天就有点些水土不服了，满嘴长起了
水泡，继而水泡蔓延成了溃疡，吃饭喝
水时感觉痛苦难耐。
“明天 跟部 长说 ，不 来了 ， 我 受 够
了！ ”有一次煎熬着吃饭时，我突然脱口

张圣

适应， 动作很僵硬， 但通过刻苦练习，
最终通过了考核。
在客服部的最后三天，我们每个人
拿到了自己的工号， 终于要独立收银
了，想想就是件令人激动的事情。 我们
被安排到西门收款台。 主要是考虑到西
门这边收款台较多，分散了客流，所以
每个台子不会有那么多人。 第一天，我
的收银成绩在 6 个人中排在第二位。 第
二天，我被分到了中间远台。 收银台有
远台近台之分，近台的顾客往往比远台
的多，尤其是在客流量少的时候，且两
头的顾客要比中间的顾客多。 在中间的
远台，基本就意味着没什么人光顾。 看
着别人都在忙碌着， 而自己却很闲，这
种心情很不是滋味。 一天下来，我只收
了 800 多元，在我们 6 个人中垫底。 晚

上回去，我总结了下，地理位置固然很
重要，但不是唯一要素。 我可以多向顾
客招手，加快收银速度等等，总之我可
以做的更多，我决定在新的一天打个翻
身仗。
第三天，我被分到了一个有利的位
置——
—最边上的一个近台。 既然位置不
错，就要对得起有利地位，要用成绩说
话。 那个下午，我一口水都没喝，最终收
了 5600 多元， 是前一天的足足 7 倍，在
我们 6 个人里排在第一位。
通过这半个多月的收银，我学到了
很多东西，不仅仅是业务方面的，还有
思想认识方面的。 有些事情，可能客观
因素占的成分比较大，比如收银台的位
置，但主观上，我们可以多做一些事情，
来弥补客观上的不足，不得怨天尤人。

成长的故事
■兖州新合作曲阜百意安保部

S 摄影欣赏

张玉峰

而出，是当时内心压抑到极点的爆发。
话虽如此，可冷静下来，我却陷入
了深深的纠结之中。 你工作完成了吗？
一个大男子汉，如此怜惜自己这小小的
身躯，未免太娇柔做作了吧！ 况且周围
忙碌的身影中大多是女同志，大家吃一
样的饭，干一样的活，个个巾帼不让须
眉，岂不羞愧？ 更重要的是，一个人心中
应该始终怀揣一个衡量自己人生价值
的标准——
—积极、努力、上进，才能立足
于社会，即使你所做的事是那么的微不

足道。 经过短时间的思想斗争，我说服
了自己，无论如何，一定要坚持到底！ 终
于到了西关店开业那天，看着店里灯火
通明、人山人海的场面，以及整齐划一
的货架和琳琅满目的商品，顿时感觉自
己当时的付出与坚持是值得的。
时过境迁，每每想起在西关店忙禄
的那几天，便感到有一种莫名的力量在
催我奋进。 正是通过这样的经历和锻
炼，我渐渐摆脱了浮躁与稚气，从阅历
中汲取丰富的营养，得以快速的成长！

绽放

集团超市管理部

王聪 / 摄

深入学习十八大
党风廉政建设工作思想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做出了“落实
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党委负主体责任，
纪委负监督责任”的重大决定。 如何理解
党委的主体责任？ 党委如何履行主体责
任？ 关键要把握以下方面：
党委主体责任， 就是党委要切实加
强对党风廉政建设和反 腐败 工 作的 领
导，党委书记是第一责任人。 落实党委主
体责任，主要包括五个方面：一是加强领
导，选好用好干部，防止出现选人用人上
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 二是坚决纠正
损害群众利益的行为； 三是强化对权力
运行的制约和监督，从源头上防治腐败；
四是领导和支持执纪执法机关查处违纪
违法问题； 五是党委主要负责同志要管
好班子，带好队伍，管好自己，当好廉洁
从政的表率。
作为一级党组织， 如何落实党委主
体责任？ 重点是要做好四方面工作：一是
提高责任意识。 切实把思想统一到上级
部署要求上来， 自觉地肩负起党风廉政
建设政治责任。 对党风廉政建设要常研
究、常部署、抓领导、抓具体，种好自己的
“责任田”；二是明确责任分工。 一把手是
第一责任人， 必须对党风廉政建设负总
责；班子其他成员要履行“一岗双责”，对
分管领域党风廉政建设 负 主要 领导 责
任。 要完善工作机制，逐级逐层传导主体
责任， 下级党委要定期向上一级党委和
纪委报告履行主体责任情况； 三是加大
对纪委工作的指导、支持力度，经常听取
同级纪委的工作汇报， 帮助解决实际问
题； 四是上级党委要加强对下级党委落
实主体责任情况的监督检查， 完善考核
机制，强化结果运用，确保主体责任“落
地”，防止制度“失灵”、“空转”。
纪委要协助党委加强党风建设和组
织协调反腐败工作， 督促检查相关部门
落实惩治和预防腐败工作任务， 更多地
担负起惩治腐败方面的责任， 组织协调
有关力量，加大办案力度。 要认真落实中
央关于党的纪律检查工作双重领导体制
具体化、程序化、制度化要求，保证纪委
监督权的相对独立性和权威性。 强化上
级纪委对下级纪委的领导， 落实好报告
工作、定期述职、约谈汇报等制度。 坚持
查办腐败案件以上级纪委领导为主，线
索处置和案件查办在向同级党委报告的
同时必须向上级纪委报告。
（纪检督察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