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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首语≡

董事长寄语：创业难，守业更难
----在11 月份月度管理扩大会上的讲话

听完各部门10月份的工作总结和11月份
的工作部署后我发现，我们的团队是个优秀
的团队，韩通目前正处在由创业到守业的这
样一个转型期，创业难，守业更难。
一、调整好心态，继续发扬艰苦奋斗的
精神。过去我们为了一个项目整日整夜的不
休息，使我们能够提前交船。船东评价我
们：放在这里造船放心，虽然是新厂，但有
一帮做事的人在这里。我们这里没有政治，
只有工作。正是不怕苦和累，敢拼敢干才赢
来今天的局面。我们要继续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
二、端正工作作风。企业风气是关系企业兴衰的大事。一个企业要
形成好的风气要十年八年，风气要变坏却很容易。只有讲操守、重品
行，形成生活正派、情趣健康的良好风气，企业才能发展更好。风气不
好绝不可能是一个好企业，对此公司决定加强管理，杜绝腐败风气发
生。
三、要有危机感。兵无常势，水无常形。在目前的造船形势下，我
们已经进入了一个“微利”甚至“零利”时代，企业员工要有危机感。
大家要继续勤俭节约，提高工作效率，有效控制成本。
四、注重人才培养。韩通公司在快速
发展，新韩通、海洋水建也在高速发展，
公司需要大量的管理人才，公司人才主要
以内部自行培养为主，所有管理人员和员
工要努力学习，逐步提升自己。人才培养
是公司当务之急，公司将通过培训来满足
企业发展人才需要。

—— 人和 诚信 敬业 拓展 ——

≡节点回顾≡

57000吨散货轮（HT064）上台

57000吨吨散货轮（HT062）顺利下水

我司为巴哈马船东Soraya Shipping Company Limited建造的57000吨散货轮（船体号
HT064）于2009年11月6日上午10:00在1号船台
举行上台仪式，该船入英国劳氏船级社。李继
念副总，格雷格驻厂项目经理Martin Adams，
英劳驻厂经理朱海鲲参加了该仪式。

万山秋韵，农忙丰收。在这忙碌的日子里，韩通
重工喜迎又一节点的到来——11月5日，为广州发展
航运有限公司建造的第一艘57000吨散货船（船体
号：HT062）命名并下水。
14：38，公司隆重举行该船命名及下水仪式，船
东广州发展航运代表、CCS船级社代表和公司领导出
席仪式。

PD系列第三艘57000吨散货轮圆满试航

15：18，经过两个多月的船台建造， HT062船在
众人的祝福祈祷声中顺利下水，缓缓入江。

2009 年 11 月 7 日，德国船东 PETER DOE
HLE 项目的第三艘 57000 吨散货轮（船体号： HT
018）完成了为期三天的试航任务后，于下午 1
9 ： 00 成功返回韩通重工码头。本次试航由副
总经理陈林军带队，在东海海域顺利完成各项测
试。

下水毕，三方代表共同签署该船下水的节点进度
文件。
该船总长189.99米，型宽32.26米，型深
18.00米，入CCS级。

我司为宝源国际有限公司建造的57000吨散货
轮（船体号HT067）于2009年11月9日早上10：00
在我司举行开工仪式，该船入BV船级社。武亦文
总经理，陈兴副总，宝源国际刘庚宝董事长一
行，BV船级社驻厂经理高翔等参加了该仪式。

—— 人和 诚信 敬业 拓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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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新闻≡

57000吨散货轮顺利交船
2009年11月16日上午，我公司为德国船东
建造的57000吨散货轮（HT018）在韩通码头举
行了交船仪式，该散货轮为PD系列船的第三
艘，2009年9月4日在韩通2号码头顺利下水，11
月7日圆满完成各项测试凯旋归来。

57000吨散货轮一艘顺利下水
（HT020）、一艘上台(HT022)
2009年11月18日，我司为建造的57000吨散货
轮（HT020）在韩通重工2号船台顺利下水，该船舶
是PD系列船舶的第五艘，德国船东代表、LR船级社
代表、代理公司中航技代表以及副总经理陈林军共同
迎接了这一激动人心的时刻。

72M铺排工程船（H034）顺利下水
11月13日新韩通重工现场却洋溢着一片
温暖和喜庆。历经1个多月的船台周期，为江苏
海宏公司建造的第二艘72M铺排工程船（船体
号：H034）将举行下水仪式。

次日上午9：30，我司为德国船东建造又一艘
57000吨散货轮（HT022）在同一个船台举行了上
台仪式，入LR级，代理公司为中航技。

天气寒冷、寒风刺骨，作业比平时困
难，但工人们用热情和行动诠释着新韩通精
神。现场拉缆声、敲墩声与工人们的喊号声此
起彼伏，在寒风中尤为嘹亮。经过精心策划和
准备，在当地海事部门的大力协助下，10：28
分H034船满载着众人的祈祷和祝福顺利下水，
悠然入江。
该船总长72m，型宽18m，型深3.2m，入
CCS级。
新韩通 刘保春

—— 人和 诚信 敬业 拓展 ——

≡公司新闻≡

经过前期的精心策划，韩通管理
学堂成立了，并与国内一流的培训公
司——聚成企业管理顾问有限公司南
通分公司进行了合作，对公司大学生
及主管人员设置了以提升其职位素养
及个人素养的首期培训。以下是韩通
管理学堂成立及首期培训启动大会概
况。
首先由韩通管理学堂第一期培训
的合作伙伴——南通聚成锦华管理顾
问有限公司总经理王磊先生给我们做
了精彩的讲说，展现了聚成的精彩文
化理念。

励机制的宣讲，此次培训引入PK机
制，公司成立10000元奖励基金，对优
秀班级、优秀人员进行奖励，鼓励学
习进取。

下面是，参训代表——彭波，代
表参训人员进行精彩发言，慷慨激扬
的发言给我们带来蓬勃的士气，表达
出学员立志努力学习的信心！

和成立时间不长，但是我们已经迈开了第
一步，正如海尔张瑞敏所讲：“只要找到
了路，就不怕路远！” 大家通过这样的
典礼，进一步增强危机意识，牢固树立学
习的理念。公司正在逐步向国内一流的船
厂迈进，我们的管理也必须要向国内一流
的船厂迈进，摆在我们面前的只有一条
路，就是不断学习，不断提高，持之以
恒！
首期培训第一次大课：关注职场、发
展自我（培训讲师：博文）

积分排行榜
接下来是开学典礼的一个重要仪
式——参训授旗仪式，这是一支来自
韩通管理学堂首期培训是韩通公司
车间，部门以及新进厂的员工队伍， 和聚成公司精心策划的，按照国内一
并由陈林军副总对参训代表授旗。
流师资配备，按照职业经理人的要求
进行课程设置，确保预期效果。
最后在大家热烈的掌声中，韩通管
理学堂院长，韩通船舶重工执行董
事、总经理武亦文先生致辞。武总以
其个人的经历感悟，给大家进行了指
导。他着重指出，持续不断地学习对
我们每个员工、对企业，乃至对国家
这面旗帜会升起在行政大楼前的 都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应该有学习的
旗杆上，飘扬在韩通的上空，每每我 意识，并要将之赋予行动。目前，公
们从旗帜下面走过的时候，会感觉到 司给大家提供了学习的机会，希望大
努力学习是刻不容缓的事情，要时刻 家珍惜之、利用之、收益之！
保持危机感和学习的意识。正如我们
的学员所说：旗帜就是方向，旗帜就
是力量，旗帜就是信念。我们必须树
立终生学习的理念。
我们有理由相信，韩通管理学堂
是一支有组织，有纪律，能有胜任公
司要求的培训机构，希望我们的学员
韩通管理学堂是基于公司高管层打
牢记韩通管理学堂的校训、精神和目 造学习型组织的要求，应运而生。韩
标。
通管理学堂的成立，离不开公司高层
随后由陈林军副总经理进行了奖 领导的重要鼎力支持，虽然整个策划

为了更好地推进韩通管理学堂培
训工作有效开展，提高参训人员的职业
素养及个人素养，达到我司的培训目
标，公司根据激励机制，进行积分排
名，最终根据分数的高低实行优胜劣
汰，优奖劣罚。
以下是第一次课的得分排名情况
（我们将根据各培训项目积分进行阶段
性排名通报，并对第一名进行奖励）：
排名

得分情况

班级

第一名

160分

六班

125分

一班

第二名

125分

三班

第三名

105分

七班

95分

二班

第四名

95分

五班

第五名

70分

四班

此次排名第一的六班，奖品是博文老
师的讲课光盘。希望各班以此为榜样，
积极进取，下个第一就是你了！

—— 人和 诚信 敬业 拓展 ——

≡公司新闻≡

每年冬季是火灾高发季节，2009年11月9日是全国第十九届119消防活动日。
为了贯彻“预防为主、防消结合”的消防工作方针，提高新韩通重工全员的消防安全知识和灭火技
能，今天上午九点新韩通重工安环部在全厂开展消防日宣传活动。活动开展得丰富多彩，通过多媒体教
学与现场演练相结合、教员与学员互动等多种形式，广泛组织各车间、施工队人员进行消防知识、火场
逃生等培训讲解和灭火
实战演练。
通过本次活动的成功举
办，让广大员工增强了
消防安全意识，更关注
新韩通重工的消防安全
文化，积极投入到公司
消防安全管理工作中
去，为公司的消防安全
工作做出应有的贡献。
119消防活动油桶灭火演练现场
119消防活动多媒体培训、讲解
2009年11月中旬，海洋水建与龙源风电公司签订风机安装战略协议，2010—2012年将在江
苏如东，大丰沿海潮间带安装200台风机，同时将给韩通每年增加数万吨钢结构加工业务。
海洋将新造风力发电安装船及配套船舶6艘，同时加快外聘和培训管理技术人员步伐，以
满足该项目实施需要。

省经贸委、国防科工委秦雁主任一行来访
2009年11月19日，江苏省经贸委、国防科工办
秦雁主任一行来我司视察。韩通重工董事长孟成
君、执行董事武亦文、副总经理陈兴等陪同并分别
介绍了我司的基本情况、近期订单执行情况和公司
的发展规划。秦主任对我司船企评价的工作给予进
一步指导，促进了此项工作更好的开展。

丁
市
长
一
行
莅
临
我
司
指
导

2009年11月27日下午，南通市委副书
记、市长丁大卫在南通市委常委、通州区
委书记宋文辉等领导的陪同下莅临我司视
察、调研。韩通重工执行董事武亦文先
生、副总经理陈兴先生热情接待了到访的
各位领导并汇报了公司的发展状况和未来
发展规划。丁市长在听取了我司领导的工
作汇报后，对韩通近期来取得的成绩给以
充分的肯定，同时希望我司在以后的工作
中继续努力、再创佳绩，为南通船舶业发
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丁市长一行码头参观

—— 人和 诚信 敬业 拓展 ——

≡企业管理≡

----陈林军副总在第47周生产调度会上的讲话
为推进公司和谐稳步发展，努力构建良好的人文环境，今年以来，公司提出
“外包工本工化”的战略部署，企业人文环境建设取得长足进步，形成了本工和外
包工齐头并进的可喜局面。陈林军副总在公司第47周的生产调度会上指出：
一、外包工本工化，就是从“一把手”的态度转变做起。我们只有一个“韩
通”品牌，大家是一个共同体。不能再出现“外包工，不要紧”、“是外包队做
的，又不是我们做的”等类似的语言。没有好的质量，就没有好的周期，以后出现
了问题，各部门、车间一把手负连带责任，从参加会议开始，到明年延伸到安全、
质量、设备方面。
二、外包工本工化，就是从抓最基本的劳动纪律做起。人事行政部已经从10月
份开始重点检查。各用工车间也要支持人事行政部的工作，抓施工队的迟到早退、
人员出勤及会议情况，抓管理最基本的三要素，即晨会、劳动纪律、劳资管理。不
要坐、等、推，管好自己的人，办好自己的事。
三、外包工本工化，就是要全方位的将外包工纳入公司统一管理范畴。同监
管、同检查、同考核、同总结、同评比。定期为施工队组织技能、工艺、管理等方
面的培训。让员工有学习技能的机会，也为公司培养出优秀的员工，实现共赢。到
年底进行“优秀员工”、“优秀班组”、“优秀集体”的评选，表彰先进，树立典
型。
四、外包工本工化，就是要求各用工车间进一步加强自主管理，落实归口主管
制度。各归口主管要对所辖施工单位员工的思想动态、劳动纪律、劳资状况以及施
工单位的发展动态，人员配置是否合理，业务能力、内部管理等是否能适应公司发
展和生产需要有所了解，出现问题要及时协调解决。
五、外包工本工化，也是应公司发展的要求，是公司进一步推进自主管理的要
求。公司在迅速发展，迫切需要各施工队跟上公司的发展节奏，跟韩通一起成长。
这也是让施工队学会自主管理，提高员工素质，实现双赢、多赢的需要。
通过不断实践和探索，外包管理工作已渐渐步入制度化、规范化的良性运行轨
道，逐步形成了具有韩通造船鲜明特色的外包工管理模式，外包工从内心有了像本
工一样的归属感，增强了员工的凝聚力，充分体现了“企业得发展，员工得实惠”的
人本管理思想。
人事行政部 张红娟
整理
—— 人和 诚信 敬业 拓展 ——

≡职场天地≡

piping flushing（一）
管路投油清洗（一）
2.1piping should be flushing with oil.
管系上船安装后必须经过投油处理。
2.2Flushing work to be use special equipment.
通常清洗用的液压泵、滤器和油箱等采用专门的
设备。
2.3 System’s equipment to be isolate and connect the inlet/outlet pipe with one temporary pipe.
应设置临时性的跨接管将管系短接成回路，而不
使清洗用的油流经液压泵、控制元件和执行元件
等。
2.4 The piping system to be separate as few loop
as far as practicable.
设置跨接管时，可以根据需要和方便将管系短接
成一个或数个回路。
2.5 For system of element that can not make
loop should be arranged necessary anti-defile
device.
对不构成回路的管件，如膨胀油柜、泄油管等，
应尽可能接成回路进行清洗。否则安装过程中应
采取有效的防污措施。
2.6 Temporary pipe should be treat same as the
system piping.
跨接管必须按照所在部位管系相同的要求进行液
压试验和化学清洗。
2.7 Flushing oil
清洗用油
2.7.1 The performance of Flushing oil and working oil should be same type.
清洗用油必须与工作用油具有相同的油基。
2.7.2 Flushing oil must be clean and anticorrosive type.
清洗用油必须清洁和防腐蚀。
2.7.3 Normally flushing oil to be low viscosity
清洗用油通常是低粘度的。
2.7.4 Normally the flushing oil shall not be use for
working oil.
如果用工作用油来清洗，清洗后一般不在作为工
作用油来使用。
2.7.5 Forbid use solubility chemistry cleaner as
flushing liquid.
不允许使用可溶性的化学清洁剂。
2.8 Flushing flow quantity must be bigger than
the system work flow quantity.
清洗泵组的流量应与液压系统工作流量相当或稍
大。

有一种小鸟叫寒号鸟。秋天到了，鸟们都各自
忙开了，有的结伴飞到南边过冬；有的留下来，整
天辛勤忙碌，积聚食物，修理窝巢，做好过冬的准
备。只有寒号鸟，即没有飞到南方去的本领，又不
愿劳动。
冬天终于来了，鸟们都归到自己温暖的窝巢
里。到了夜间，寒号鸟只有躲在石缝里，冻得浑身
直哆嗦，它不停地叫着：好冷啊，好冷啊，等天亮
了我一定造个窝。
等到天亮后，太阳
出来了，温暖的阳
光一照，它又忘记
了昨夜的寒冷。最
后，它没能混过寒
冷的冬天，终于冻
死在岩石缝里了。
安全警示：不能好了伤疤忘了痛。安全生产一
定要牢记“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的方针，决不能
敷衍了事，得过且过！

动物园的骆驼
在动物园里的小骆驼问妈妈：“妈妈妈妈，为什
么我们的睫毛那么的长？”骆驼妈妈说：“当风沙
来的时候，长长的睫毛可以让我们在风暴中都能看
得到方向。”小骆驼又问：“妈妈妈妈，为什么我
们的背那么驼，丑死了！”骆驼妈妈说：“这个叫
驼峰，可以帮我们储存大量的水和养分，让我们能
在沙漠里耐受十几天的无水无食条件。”小骆驼又
问：“妈妈妈妈，为什么我们的脚掌那么厚？”
骆驼妈妈说：“那可以让我们重重的身子不至
于陷在软软的沙子里，便于长途跋涉啊。”小骆驼
高兴坏了：“哗，原来我们这么有用啊！！可是妈
妈，为什么我们还在动物园里，不去沙漠远足
呢？”
无可质疑，每个人的潜能都是无限的，问
题的关键在于找到一个能充分发挥潜能的舞台。
好的管理者就是能为每一个员工提供这个合适
的舞台的人，我们需要细心观察，找到每一个员
工的特长，并尽可能地为他们提供适合他们发
展的舞台。
一个好领导不一定是业务能力最强的人，
但他一定是个懂得惜才、用才的人。

—— 人和 诚信 敬业 拓展 ——

≡职场天地≡

文/生产管理部 唐传家

成功者找方法，失败者找借口。优秀的员工从不在工作中寻找任何借口，
他们总是出色地完成上级安排的任务；他们总是尽力配合同事的工作，对同事
提出的帮助要求，从不找任何借口推托或延迟。
如今，管理者可能在一天的工作中有很大一部分时间来区别借口和理由。
很多人都成了寻找借口这种心态的受害者。当遇到问题时，我们或许会说这件
事情的经历如何曲折、别人怎么不配合或抱怨公司管理制度不好等等借口。当
我们听到“我没有按时提交报告时因为……”“这个没有完成是因为……”这
些话时，会认为是一个借口还是一个理由，或者只关注结果？理由还是借口已
经不重要，重要的是养成了寻找借口的习惯！
“绝不找借口”做事情的人，他们身上所体现出来的是一种服从、诚实的
态度，一种负责、敬业的精神，一种完美的执行力。“绝不找借口”理念的核
心是敬业、责任、服从、诚实。这一理念是提升企业凝聚力、建设企业文化的
最重要的准则之一。 “绝不找借口”看似冷漠，缺乏人情味，但它却可以激
发一个人最大限度的潜力。在工作中，不要把太多的时间花费在寻找借口上，
失败了也罢，做错了也罢，再美妙的借口对于事情本身的改变没有丝毫作用。
找借口，还不如说不知道。所以，绝不要找借口！借口永远不属于成功的人！
眼前，作为一名船台主管建造师，我会要求我的组员无论在工作中还是生
活中都要实事求是，敢于负责。例如交验过程中，明明知道自己的产品存在问
题，如果还要强行交验，再解释一大堆，必定会让船东船检发火，甚至会遭到
投诉。相反，我们把存在的问题直接指出，反而得到了他们的好评，取得他们
的信任，从而接受我们的产品。
所以，任何时候，请你记住，你的答案只有4个（出自西点军校）：
1. Yes, Sir；
2. No, Sir；
3. Sorry, I don't know Sir；
4. No excuse!

—— 人和 诚信 敬业 拓展 ——

≡心得感悟≡
2009年11月14日，韩通管理学堂对公司大学生
及主管人员设置了以提升其职位素养及个人素养
的首期培训首期培训第一次培训，培训讲师博
文，主题：关注职场、发展自我。本篇是培训
文 /韩通管理学堂 七班

李爱凤

后心得感悟。

管理是一门边缘科学，人的行为科学，也是一门艺术。
我很幸运的是能成为新韩通一员进入韩通管理学堂学习企业管理，了解现代企业管理模式，体
会现代企业管理文化。
在当今职场上，如何在这个团队中尽快进入职业管理角色，尽到自己的职责，发展自我，提升
自我，实现人生目标？
下面是我在这次企业管理培训中的学习总结的心得：
一、企业理念的导入
企业的理念对企业员工的影响是不容忽视，非常重要的。企业倡导什么？排斥什么？立业的宗
旨是什么？目标是什么？在很大的程度上影响员工对其的选择。因为只有在认同了企业的价值观
后，他才能不会单纯的用功利心去看待眼前的行业、职业和工作岗位。建议这个环节要有专人（最
好是高管）组织讲授，内容可以是企业大事记、企业模范、企业核心理念的理解。在理论宣讲的同
时可以激发员工的进取心和凝聚力，开始就给他们灌输“团结一致，迎接挑战”的思维模式，让他
们通过不同的角度消化对公司文化理念理解，最终解答“为何做”的问题。
二、职业化的意识和基本行为的训练
在培训过程中我发现我们学员都是刚走出校门的年轻大学生们，工作经验缺乏，所以我们的职
业化意识比较淡薄，我们年轻的学员们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强化训练：
1、团队意识：认知团队，团队角色，团队配合等；
2、有效沟通：沟通原则，内部沟通技巧，健康的人际关系等，记得博文老师讲了他与他儿子
之间的代沟，从而进一步提倡企业领导要与时俱进，学习新的理念，了解我们这一代80后孩子的心
理，加强与我们的沟通，利用现代网络技术平台做好与下属员工的交流学习，节约企业资源，真正
实现办公自动化、快速化、现代化。
3、目标计划：理解目标，制定计划，效率意识，时间管理。态度决定一切，我们做好心态调
整，这是高品质的沟通需要。人者有利，自胜者强。当一个人有喜悦心的时候，你的注意力和结果
都是不一样的。意由心造，相随心生。世界上没有完善的个人，只有完美的团队。
一个团队要文化没有文化，要使命没有使命，要精神没有精神，要规则没有规则，要价值观没
有价值观，要信念没有信念，要系统没有系统，那只能是一个团伙。
最实用的团队文化，是为人处世的文化，最高级的团队文化是精神文化。企业管理也是一场革
命，是革落后的命，革旧观念、旧思想的命，革命是要流血牺牲的，那么还在乎一点吃苦耐劳的奉
献精神吗？没有吃苦耐劳的奉献精神就形成不了企业文化，企业没有良好的文化氛围，就谈不上有
成功的企业管理，同时企业员工也要有良好的职业素养，营造岗位之间的竞争，促使员工自主管
理，自主加压，企业员工主动地有竞争性地去接受管理。
认同别人，肯定自己。
感恩同事！感恩企业！带着感恩心和爱心去工作是我们前行的最大动力！
二十一世纪企业的唯一竞争力就是学习力。学历不等于学力，我们要不断学习，建立终身学习
制，为现代企业的发展是动力军！

—— 人和 诚信 敬业 拓展 ——

≡心得感悟≡

韩通管理学堂的成立，给企业每个员工一个学习的好机会，也是员工的一种福
利。2009年11月14日公司组织了第一期培训，经过第一期《关注职场、发展自我—管
理者职业素养提升培训》感觉收获良多。不仅更新了知识，开阔了视野，也学到了不
少东西。特别是那句：“我会做好这份工”深深触动了我，以下是我的一些感触，愿
与大家一起分享。
在经过了2年时间的工作锻炼，我自己认为我已经融入了角色，转化为了一个职
业人。但是在参加培训之后，我发现其实距离一个职业人的标准还有很长一段差距：
1、工作激情：聚成管理团队，是一支训练有素，很有激情的团队，而我们韩通
的大学生们就缺乏这份学习激情，不愿展现自己。当我们觉得工作乏味、无趣时，有
时不是因为工作本身出了问题，而是因为我们的易燃点不够低。我们必须点燃心中的
热情，在工作中不断发现乐趣和惊喜，从事业生涯中获得意义，在工作的激情中不断
创造属于自己的奇迹！
2、工作态度：时刻保持零心态，常怀着一颗谦虚的心去学习，在工作中不找任
何借口，我们应乐意接受任务，并按时、保质、保量地完成。在工作中，上司要看的
是结果，而不会去听你的各种借口，在他们眼里任何借口都是推卸责任，只有逮到老
鼠的猫才是好猫，一名合格的员工不会为未完成的任务去找任何借口，不仅没机会
找，即使找了也毫无意义，所以必须始终保持“我会做好这份工”的态度，想尽一切
办法努力把手中的工作做好。
3、责任意识：不管从事什么职业，处在什么岗位，每个人都有其担负的责任，
都有自己份内应做的事情。做好分内的事情是每个人的职业本分，既然你选择了这份
工作，你就应该承担起这份责任，因为工作就意味着责任。在工作中，只要我们在这
个团队一天，就应当对这个团队负一天的责任。一个对自己团队负责的人，其实也是
在对自己负责，因为他的利益是和团队密切相关的。每一个人都应有主人翁精神，把
公司的事情当作自己的事情来做，把每一项工作都当成事业去做。在今天这样一个
职业化的时代，虽然我们每个人所处的岗位可能不同，但有一点是相同的，那就是
尽职尽责。
人只有不断地学习，不断地充电，才不会被社会所淘汰。为了应付这个不断变
化的社会，所有的个人和团队都必须培养应变能力和创新能力，而学习培训则是培
养应变能力和创新能力最有效的手段。不管以后我的工作做的怎么样，最起码我会
用正确、良好的心态去面对它。
文/ 韩通管理学堂 四班
陈
艳

—— 人和 诚信 敬业 拓展 ——

≡人生感悟≡

有一些日常的水果、蔬菜和副食品在秋冬时节食用也非
常有益身体健康，尤其对肺部而言。单独选择下面的食物或
者搭配一些其他的食物一起食用，潜移默化中，你的肺部会
更加健康。
蜜枣
性味甘、平。能够益气生津，润肺。 平时煲汤或者煮
糖水的时候可以放入几粒蜜枣。
蜂蜜
性味甘、平。功能补中，润燥，解毒。常用于治疗肺燥
咳嗽。《药品化义》记载“如怯弱咳嗽不止，精血枯槁，肺
焦叶举，致成肺燥之症，寒热均非，诸药鲜效，用老蜜日服
两许，约月，未有不应者，是燥者润之之义也”。 其实估
计很多人都知道蜂蜜是一种百利而无一害的绝佳食品。每天
清晨起床的时候倒1到2调羹，用温水冲开，空腹饮用，长此
以往不仅能润肺，而且可以解毒养颜。
白萝卜
《日华子本草》说它“能消痰止咳，治肺痿吐血”。
《四声本草》认为它“亦主肺嗽吐血”。《随息居饮食谱》
则记载它有“治咳嗽失音，咽喉诸痛”的功能。性味辛甘、
凉，入肺、胃经。含葡萄糖、蔗糖、果糖、维生素C、莱菔
甙等。江浙沪一带民间有“冬天萝卜赛人参”之说法，就是
这个道理。平时可以煲小排萝卜汤喝。
柚子
性味甘、寒。含柚皮甙、枳属甙、新橙皮甙、胡萝卜
素、维生素C、B1、B2、烟酸、钙、磷、铁、糖类和挥发油
等。功能下气，快膈，化痰，止咳，益肺。 不过由于柚子
性寒，所以也不能过量食用。吃2到3块即适可而止。
金橘
性味甘酸、平温、无毒。入肺、胃经。甘甜润肺，开胃
健食，止渴生津。桔子都有此功效，不过最有益身体的是水
果摊上售的小金橘，完全应该把它纳入自己的日常水果单
中。
莲藕
入肺、心、脾经。熟莲藕性味甘、温、无毒。食用熟的
莲藕可以补心生血，健胃开脾，滋养强壮，莲藕汤利小便，
清热润肺。平时可以用猪瘦肉或者猪骨头和莲藕再加入适量
绿豆一起煲汤喝。

打拼多年，忽然有了一些心得，愿意与大家一起
分享，毕竟，人除了追求爱情，还要工作与生活，所
以，请您一定看完，算是对我的尊重。
一、 态度决定思想，思想决定行为，行为决定结
果。
每个人做事情前，根据事情的性质，均抱有自己
的态度，或认真或懒散或认为走走过场，而影响到相
应的行为，由于行为的不同产生结果的不同。
所以，如果想要一个好结果，先要有一个好态
度。
二、 付出十分努力，并不一定得到高于十分的回
报。
这和努力的方式及技巧有直接关系，一味蛮干也
许不如不干,不要老想着有多少付出,就有多少回报,
总有收获的那一天。
三、 发现问题是水平，解决问题是能力。
能够看到事情的根源，只能叫水平高，而能够办
别人所无法办理的事情，才是有能力。
四、 与上司的最佳距离是2－5米。
太近了容易暴露自己的缺点，太远了无法展示自
己的优点，这个距离从心里角度和实际的座位角度讲
无可厚非,距离产生美嘛。
五、 情场得意事业必定得意，而得意指数成正比。
情场得意的话,必然给自己的事业增加新的亮
点。因为那是最大的动力。
六、 面对挑战自己的极限的事情，接下来一定正
确。
多年的工作生活经验告诉我，超越一个极限的难
度远远不如每天打发无聊时间的难度，因为极限可以
激发创造力。
七、 有个性的人必有一样过人之处。
一个人非常另类或有个性，不论你怎样讨厌他，
如果仔细观察，你会发现他必有一项过人之处，过人
之处不是一般优点，而是大优点。
八、 在你不知道怎样解决一件棘手事情时，有两个
选择，一是什么也不做，二是去请教你的父母。
什么也不做事情的最坏结果是到达你自己所预料
的最坏结果，请教父母的结果是朝着你自己预料的最
好结果发展，因为每个父母都很爱自己的孩子,他们
都是自己的良师益友。
九、 成大事的秘诀只有一个，就是干别人没干过的
或别人不敢干的。
只要你干，成功的希望有50％，不干希望就是0。
十、任何情况下一定要尊重任何人。
这是一张成功通行证。我还没有做到，所以我没
有成功，但是希望大家可以做到。

—— 人和 诚信 敬业 拓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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