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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畏酷暑坚守岗位彰显奉献本色
情系员工精心呵护突出人文关怀
—陕西新合作领导班子慰问高温酷暑下坚守岗位的一线职工
——
炎炎烈日似火烧。 进入 7 月份以
来，西安市出现高温晴热天气，截止 27
日， 已连续数十日气温高达 40 摄氏度
以上， 午间地表温度曾一度达到 67 摄
氏度。 在这高温酷暑的天气里，新合作
门店以啤酒、水和饮料为主的销售大幅
攀升，不但来货量大 增 ，而且 要求 送 货
上门量激增，这可真辛苦了以女同志居
多的店员们，她们经常在一次次卸货搬
运后，汗水浸透全身衣 服；还 要顶 着 烈
日上门送货，一天几 趟 送货 ，用她 们 的
话说，口干舌燥腿抽 筋 事小 ，皮肤 变 得

D 店长风采

黝黑是真心痛。 配送中心库区的配货员
和库管在超高温下收货和配货，司机和
送货员每天都要装载满满整车的货物，
配送到门店后帮忙卸货，有时还要加班
送第二趟，特别是负责娃哈哈配送的司
机和送货员，每天要装卸上千件水。 就
是在这样的严酷环境和工作强度下，我
们新合作员工们没有任何怨言，牢固树
立大局意识， 冒着高温兢兢业业工作，
无怨无悔付出。
夏送清凉润心田。 7 月 19 日至 20
日， 公司总经理王玉琳带领公司领导班

子成 员分 成两 组 深入 配送 中 心及 各店
铺， 慰问高温天气下坚守岗位的一线员
工，他指出在夏季高温炎热季节，务必要
把防暑降温工作落到实处， 让职工了解
高温防暑的基本知识及方法， 提高自我
保护意识和防范能力， 避免中暑情况的
发生。 他强调在确保职工身体健康的前
提下，把本职工作做好，抓住销售旺季，
争取超额完成目标任务。 慰问组给一线
员工送来了冰糖、茶业、毛巾等防暑降温
物品，将关怀送到每一名员工心里。
（陕西新合作 裴利民）

超市里的“营养师”
—记山东新合作金铃店店长张霞
——

看到山东新合作公司金铃店店长张
霞时，她正脸色蜡黄、手按着肚子在店里
忙里忙外，一问周围的员工才得知，她这
几天胃溃疡病复发，刚从医院回来，没顾
得上休息，就直接投入到工作中去了。
张霞 2011 年入职山东新合作， 她从
一般理货员干起，先后担任过组长、主管
到现任店长， 每到一个新岗位她都兢兢
业业，刻苦钻研超市知识与管理，不断提
升自身业务能力， 以一个新合作人的责
任感和事业心，圆满完成各项任务指标，
被誉为“超市里的营养师”。
“在超市管理中，我是初学者，不会
就挤时间学，不懂就找行家问，自己首先
掌握好了，然后再去培训引导员工。 ”张
霞说。
面对零售行业销售不景气、 竞争激
烈的严峻形势，张霞勇挑重担，不断提升
服务质量，优化商品结构，提升卖点，把
一个 340 平米的小超市， 打理得井井有
条，销售额日均突破 5 万元，领先于同行
门店。
严谨、细致、脚踏实地、埋头苦干，自
入职山东新合作以来， 张霞严格要求自
己，把努力工作作为自己的准则，做到了
干一行、爱一行、钻一行。
为降低销售成本，缩短周转天数，张

（图左三为工作中的张霞）
霞对工作提出了更高要求， 她从每一种
商品的展示， 到所有商品的搭配都亲自
把关，像一个全面的营养师，科学安排、
合理搭配，实现视觉最完美的效果。
作为一名店长， 张霞对工作一丝不
苟，总是先掌握第一手资料。 她安排工作
雷厉风行，处事果断，遇事冷静。 经营中
遇到的各种难题，她总能运筹帷幄，提前
布局。 同时，她坚持制度约束和人文关怀

相结合，以人为本，了解全体员工的实际
情况， 对有困难的同事主动伸出援助之
手。“工作中她会严格要求你，可在生活
中她又会主动关心你， 有困难她会帮助
你，不会因为你工作没做好，在生活上就
和你有隔阂或者有看法。 ”同事崔芳说。
在同事们的口中， 张霞被亲切地称为霞
姐， 而她把事情做到完美的精神也深深
感染着同事们。 （山东新合作 陈军先）

Y 员工心得

学会“三做”
作为刚刚踏入社会的一名大学生，
我有幸成为十堰新合作大家庭中的一
员。 在近三个月的实习、培训中，我了解
公司的发展历程， 看到了公司未来的发
展前景，也感受到了我们肩负的责任。 三
个月的时间我学习到的不仅是知识的积
累，更是对工作生活的态度。 那就是，在
做好每一件事情的同时， 首先要学会做
人， 即要有强烈的责任感和为企业奉献
的精神，认认真真地做事，端端正正地做
人。
学会做一个抢事干的“傻子”。 工作
中应该积极奉献， 主动去做别人不愿意
做的事情。 这正如父亲常常教导我的：一
是别人不愿意做的事情你去做； 二是别
人可以做的事情你可以做的更好； 三是
别人做不了的事情你能做。 只有这样才
能不断进步，不断取得新的成绩。
学会做一个抓细节的“疯子”。 细节
决定成败，不注重细节很容易出现失误，
超市行业更是细节决定经营成果。 就拿
陈列打比方， 如果在工作中我们不注重
细节， 那么在布局及陈列当中就不能抓
住顾客的购物动向，激发购买欲，巨大磁
石点将达不到理想的效果。 如需要利用
好货架的每一层， 从而创造出更大的价
值; 色彩的对比也能很大程度点亮顾客
的眼睛，吸引并留住顾客的脚步。
学会做一个很用心的“呆子”。 责任
心是决定所做事情质量的重要因素。 一
个人工作的时候要怀揣一颗高度的责任
心，要尽力把它做到更好。 而且，要不分
分内分外，不计较个人得失，甚至有时候
要主动延长工作时间， 善始善终地做好
每一件事情， 这是对企业负责也是对自
己负责。
另外，以一名预备党员的身份来说，
我要从点滴做起，吃苦在先，享乐在后，
时刻发挥先锋模范作用。 树立正确的世
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践行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努力做到“爱国、敬业、诚信、
友善”，全心全意的为人民服务，为新合
（十堰新合作 李佳晋）
作服务。

S 摄影欣赏

能挑重担才敢啃硬骨头
有位抗战时期入伍的老参谋长， 文化
程度不高，但干练果断、勇于担当。 他常对
部下说：
“
凡是上级研究决定的事项， 你们
尽可放开手脚去干，出了问题我担着。不用
事事请示、束手束脚，贻误了工作。”时至今
日，老参谋长的话依旧发人深省。
当前，一些党员干部不愿干事，被质问
时还振振有词：
“
领导说什么，我做什么。 ”
他们要么以文件落实文件、 以讲话落实讲
话、以会议落实会议；要么对经办事项只管
走程序，不管误事不误事，个人绝不担责；
敷衍塞责、疲沓应付
……细究其因，都是
缺乏担当、怕担责任
造成的。
中国共产党历
经 96 年 的 风 风 雨

雨，从小到大、从弱到强，无不是一代又
一代革命先驱前仆后继、攻坚克难、开拓
进取换来的。 淮海战役前夕，粟裕原准备
在 11 月 8 日发起战斗，但随后发现敌军
新的动向。 粟裕当机立断，将进攻时间提
前了两天。 他一面将作战部署上报党组
织，一面下令部队执行。 次日，中央军委
复 电：“由 你们 机 断专 行， 不 要 事事 请
示！ ”正是这种敢于决断、勇于担当的精
神，为淮海战役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服从指挥固然重要，但不等于像陀螺一
样
“
拨一拨动一动，指一指转一转”，没有了
上级指示与指挥就工作停摆、尸位素餐。 纵
观古往今来的政治家、军事家，之所以能够
成就事业，无不是使命在肩、勇于担当、机断
专行使然。 而那些唯唯诺诺、推一推动一动，
不动脑子、不担责任的人，终将一事无成。

中国已经进入改革的深水区， 前进
途中难免要啃硬骨头、涉险滩。 党员干部
要想为党、为人民干出一番事业，就必须
经得起磨砺、受得住考验，勇挑重担子、
敢啃硬骨头，直面矛盾和问题，敢于接受
困难和挑战，做到平常时候看得出来，关
键时刻站得出来，危急关头豁得出来。
当然，积极担当、勇于负责的干事创
业精神， 离不开山清水秀的政治生态涵
养， 离不开鲜明的选人用人导向和有效
的奖惩措施。 要以正向激励激发干部勇
于担当的积极性；同时用好问责利器，层
层压实责任， 以责任追究倒逼干部担当
精神。 如此，党员干部才会拥有源源不断
的内生动力，更愿意主动担当，为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不懈奋斗。
（源自《中国纪检监察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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