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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真诚和行动赢得接纳与尊重
7 月 31 日， 我们一行 7 人怀着忐忑
的心情， 踏上了前往巨野佳和购物中心
学习的旅程， 目的是为生活广场负一楼
超市的升级改造做足准备工作。 前去取
经学习的巨野佳和购物中心位于山东省
菏泽市， 是近几年异军突起的零售行业
标杆。说到忐忑，此趟行程，能不能向同
行师傅学习到最实用、最完备的知识，取
得“真经”，我与负责面点、糕点、熟食的
3 位领班和 3 位师傅的心里真还没有底
儿。
初到佳和，果然不出我们所料，由于
我们的到来打扰了他们的正常工作，与
我方对接的现场加工师傅不太理睬我
们，甚至有些抵触。拜师学艺，初来乍到
吃个闭门羹， 我们理解， 也早有心理准
—如
备， 便及时调整了学习行动计划——
同在自己公司日常上班一样， 从打扫卫
生、清理加工间的细小工作做起，积极主
动加入到搬运油桶、整理货品的行列。其
实，前来学习的几位领班师傅，都是经过
公司选拔的、 有着多年丰富经验的操作
老师， 其综合能力技术并不比佳和的师
傅差，但“三人行必有我师”，虚怀若谷、
取长补短才是我们此行的目标。
为了赢得师傅们的接纳， 学习到所
需要知识和经验， 我们团队提出并一致
同意了“提早十五分钟上班， 清场后下
班”的作息时间安排，每天清晨我们 7 人
六点十五分就早早地赶到工作地点，等

待师傅们上班，忙碌到晚上，直到给师傅
帮忙到清场才下班离开， 这样致使我们
每日总结会结束时已近凌晨。慢慢的，我
们的诚心终于打动了佳和的师傅， 操作
中让我们打起了下手， 还传授一些加工
方式和操作方法。
记得 8 月 8 日下午临近下班时，我
们所在糕点区的仓库因消防验收， 需要
尽快转移放置在里面的四个大冷藏柜以
及大大小小的设备和货品。 我们糕点区
的十几位工作人员接受了这项紧急任
务，在持续近三个小时的转移过程中，我
们几个外来学习人员并没有因为自己不
是这里的员工而选择较轻的设备和货
品，反而是重活、累活抢先上，期间部分
佳和的员工因种种原因下班了， 但我们
七人一直坚持到了最后。任务完成后，糕
点区师傅特意请我们去会议室吃西瓜表
示感谢， 他说：“我们这里经常接待前来
学习的同行团队， 前几天青岛也来了一
支团队， 学习了七天， 但他们只是来学
学、看看、问问，从来没有一支团队像你
们新合作团队一样俯下身子真心实干。”
很快地， 糕点师傅对我们的赞扬认
可，经过大家的口耳相传，附近区域的员
工同事和卖场领导都对我们高高竖起了
大拇指。 卖场领导热心跟进我们学习进
展情况， 熟食师傅主动跟我们深入讲解
起了操作重点和注意事项， 面点师傅由
最初的只安排我们切菜， 到安排我们直

接加工商品， 连连称赞我们师傅手艺比
他们还要高……我们的关系越来越融
洽，学到的东西也越来越多。
转眼间，14 天的学习就要结束了，
得知我们即将离开的消息， 三个区域的
师傅都很不舍， 熟食师傅还主动加了我
的微信，跟我说：“小聂，我们佳和开新店
时我经常出去指导， 你们新合作重装开
业时有什么困难都可以问我， 我休班有
时间时会去看看你们的。” 此时此刻，我
感觉到了前所未有的温暖。
8 月 12 日的日志， 我是这样写的：
“我们团队一行 7 人肩负着生活广场升
级改造急训学习任务， 已有半月了。期
间，我们经历了太多的不容易，当努力找
不到方向时，当求知求学而不得时，当遭
遇碰壁还要强打起精神面对时， 我们从
来没有懈气，始终紧密地团结在一起，商
讨方法，积极应对。最终，我们用真诚和
实际行动获得了师傅以及佳和卖场领导
的接纳与好评。 我们时刻谨记自己是泰
山新合作人， 代表的是新合作的精神面
貌，体现的是新合作的企业精神。感谢公
司给了我们外出学习成长的机会， 在提
高自己的同时，我们会将学习到的知识、
经验传授给其他同事， 充分发挥传帮带
的作用，以点带面，为新合作的发展壮大
贡献力量。”
（泰山新合作生活广场超市现场加
工主管 聂雪梅）

Y 员工风采

带病坚守岗位 忘我敬业奉献
——
—新合作发展尤溪公司总经理张京平带病坚持工作记
7 月的福建尤溪，酷暑难耐，地表温
度超过 50 度，新合作发展尤溪分公司总
经理张京平正与尤溪县政府部门工作人
员在项目所在地街道上进行着实地勘察
和交流， 豆大的汗珠从他的脸颊不断滑
落，这在旁人看来稀松平常，但细心的同
事观察到张京平的表情略显难色， 每迈
一步似乎显得有些艰难， 上前询问才得
知他近些日子患了结石致使身体有所不
适。
“京平总，还是去医院看看吧，别耽
误了。 ”同事劝说道。
“没关系，我的病我自己最清楚，先
把眼前的工作做完再说。 ”话音未落，他
三步并作两步地向下一个勘察地点走
去。
次日，在尤溪县政府项目调度会上，
张京平除了脸色略显苍白， 在汇报工作
的时候，丝毫未让人感到任何异样。 会议
结束后，张京平回到车上，紧紧地攥着车
门把手说：“回公司，赶紧把政府的意见、
建议整理出来，明天做好工作对接。 ”
“先去医院吧， 这样下去会出问题
的。 ”同事们已经觉察到他已经疼痛难忍
了，心里都为他捏了一把汗。
“放心，男子汉大丈夫岂能让这点小
毛病难倒，撑得住，快走吧。 ”开车的同事
拗不过，只得径直向公司方向驶去。
当天夜里，几十页的会议要点、项目
交通组织方案以及招标文件资料整整齐
齐地摞在了办公桌上， 张京平却瘫坐在

图为手术后不久的张京平（左一）在
工地”。
一旁的沙发上，喘着粗气。
为了让地勘单位能够早日进场施
工，为了加快推进项目建设进度，随后的
一个星期， 张京平一如既往地奔波于政
府与项目现场之间，所有事务亲力亲为，
各个环节牢牢紧盯， 白天政府、 中午工
地、 晚上办公室， 三点一线成为了他工
作、生活的场所。
看着忍痛工作、日渐消瘦的张京平，
办公室的同事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在多
次劝说无果的情况下， 偷偷代他办理了

住院手续，预约了手术时间。 在等待手术
的这段时间里，意外却突如其来。 7 月 14
日，张京平因结石掉落，病情加重，被紧
急送往尤溪县总医院进行手术治疗。 进
入手术室前张京平还对员工说：“尤溪项
目是公司首个湖南省外的平战结合人防
工程，公司领导的信任，同事们期盼，我
们都不能辜负，不要都在这，赶紧回去工
作。 ”几个小时后，主治医生手里拿着一
个透明袋子从手术室走出， 大家清晰地
看到了一粒粒如葡萄籽大小的结石很多
个， 心里也清楚了他这段时间在忍受着
怎样的病痛折磨！
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
张京平用一种近乎“疯狂”的工作状态诠
释着他对“一张蓝图绘到底、撸起袖子加
油干”的理解和认同，忘我奉献的职业素
养也带动了员工将“勠力同心、 奋斗前
行”的工作精神扎扎实实地落到实处。
功夫不负有心人， 在张京平和尤溪
公司全体员工的努力下， 尤溪县政府七
五路平战结合人防工程建设前期工作协
调领导小组正式成立，7 月 26 日县政府
住建、国土、电力、电信、移动、联通、广电
网络、 自来水等单位技术负责人来到项
目现场进行地质勘察布孔工作， 这标志
着尤溪项目前期工作取得阶段性进展。
手术后不久的张京平在现场长长地舒了
一口气，但表情比以往更加严肃，因为他
心里很清楚真正的挑战才刚刚开始。
（新合作发展公司 欧阳宪章）

“当 局 者 迷 ， 旁 观 者
清。 ”在很多事情上，当事
人往往因为对利害得失
考虑得太多， 认识不全
面， 反而不及局外人、旁
观者看得清楚。 党员干部
在工作中，不能因身处一
隅而只虑一隅。 有时候，
要把自己当成“局外人”，
多看看工作中还有没有
问题、多想想怎样才能把
工作做得更好，以旁观者
的角度来清醒地把握事
业全局。
从事 任何 工作 、干 任
何事情， 都要眼光放长
远、视野放开阔。 只为小
局中的得失所迷惑、所牵
绊， 就不可能得到更大、
更长远的收获。 一些党员
干部在工作中总是认为
自己事情干多了就吃亏
了，这就是把自己限制在
某一件工作的小局之中，
把自己一时的得失看得
太重。 其实，干事的过程
就是积累经验、增长才干
的过程， 干的事情越多 ，
自己成长得就越快。 若是能突破某一件
工作的小局，从自己成长的大局看工作、
看问 题，就 会 明 白 干 工 作 越 多 、 越 勤 ， 对
自己是百利而无一害的， 更不应该有吃
亏上当的心理。
还有一些党员干部在干事的过程
中，遇到困难的事情就让别人来办，碰见
麻烦就让别人来处理， 自以为自己只干
一些简单的工作是得了便宜， 殊不知这
其实是有害的。 干事创业难免会有困难、
有麻 烦，现 在 不 直 面 问 题 、 不 攻 坚 克 难 ，
后面的困难可能会更大、 麻烦可能会更
多。 从“局外人”的角度看问题，就要辩证
地、客观地、全面地看待困难与麻烦，要看
到挑战背后的机遇， 而不是一味地躲着避
着。 直面困难，动手解决问题、处理麻烦一
时确实要花费很多时间精力， 但却能让党
员干部增长本领，再遇到困难就不用怕、也
不用躲，以后的工作中也会越干越顺。
“一着不慎，满盘皆输。 ”围棋对弈的
过程中，必须要对整个棋局通盘考虑，不
能只顾一处的厮杀， 也不能只顾一子的
得失，这就要求弈者必须能身在棋中、心
在局外，俯瞰棋盘、看透全局。 干工作亦
是如此，不能只盯着一项任务，也不能孤
立地分析某个情形，而要长远地看、辩证
地看。 广大党员干部身处党的事业大局
之中，不能只站在自己的岗位、自己的层
级看待工作、处理问题，不能只顾着自己
的得失前程、职位待遇，而是要站在自己
的“一 亩三 分地 ”之 外，举 头看 、 放 眼 望 ，
将自己置身于党和人民事业大局之中，
把自己的利益与党的事业、 人民利益结
合起来，把事业大局放在突出位置。
在党的事业大局之中， 广大党员干
部一方面要以强烈的主人翁意识， 干好
手 中 的 事 ， 守 好 自 己 的“责 任 田 ”； 另 一
方面，研究工作、思考问题，也不能“当局
者迷”，要学会以“局外人”的角度认真审
视、 仔细考量， 提
高观大势、 察大局、
谋大事的能力和水
平。
（来源：中国纪检
监察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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