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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人品出精品为人民美好生活奉献智慧与情感

企业文化4

管理课堂

□董事长 苏瑞广

(113)

宁晋党史故事

子曰：“‘善人为邦百年，亦可以胜残去杀

矣。’诚哉是言也！”

一个国家，如果能够连续一百年，由玩得转

的政治高手掌管治理，那这个国家一定能够发展

成为社会安定、经济发达的强国。这是个硬道理

啊！

曹伍疃位于县城西北 15 华里处。“五一

扫荡”时，敌人在这里安下了据点，岗楼建在
村中地势较高的一家地主院内，周围筑有高

墙，还有铁丝网环绕。该据点驻有伪军一个中

队。敌人凭借其坚固的堡垒，并依仗离县城较

近的优势，经常在附近几个村庄抓人，实施酷
刑，妄图将我抗日工作人员一网打尽。我干部

群众对其恨之入骨，决心配合部队给予曹伍
疃据点敌人以严厉打击。

1943 年 3 月，四十四区队一、二大队来
这里活动，他们根据县、区反映情况，决定拔

掉曹伍瞳据点。就如何打法，大队领导进行了
认真的分析研究。他们认为：如果硬打，我军

死伤必定要大；若采用夜摸手段，墙高人多不
易进去。最后决定采取化装奇袭的方法智取
据点。他们先派了侦察员与联络员（表面应敌

实为我方人员）进据点调查敌人情况，并要求

尽快掌握敌人活动规律。后来他们了解到，这
伙伪军每天白天胡作非为，夜间紧闭大门，在

据点里尽情地吃喝、赌博、玩弄女人，直到困

得睁不开眼时才肯睡觉。这时，一个个精疲力
尽，睡如死猪，早晨太阳升得老高老高还不起
床。鉴于这种情况，大队领导决定采用化装奇
袭的方法，选在早晨进入敌人据点。

3月 23日拂晓，我地区队二大队长王润
哲带领 10多个同志化装成特务队在前面开
路，后面 20多个同志化装成日本兵紧跟着，
大摇大摆地向曹伍疃据点进发。在此之前，我

一、二大队主力已秘密接近据点，埋伏在据点
周围，随时准备追歼逃敌。当王润哲等同志来

到据点门口时，站岗的伪军误认为是“皇军”
来了，马上持枪敬礼，我化装人员扬长而入，

只留下一个人和伪军一起站岗，实际上把这

个伪军监视起来。

进据点后，我机枪射手立即占领了制高
点，两个“日本人”迅速登上岗楼顺利解决了
值班岗哨。这时，王润哲大队长带着十几个同
志分头进入伪军宿舍，发现敌人还在死睡中，

马上收缴了他们的全部武器。与此同时，我方
又缴了据点门口伪军的枪，并向外围部队发

出进据点的讯号，大部队当即赶到。当敌人从
睡梦中醒来时，看到被如此众多的八路军包
围，一个个吓得目瞪口呆。伪军从被窝里爬了

出来，乖乖地举起了双手。我方人员缴获其枪
支后，让俘虏们到指定地点集合。

这次化装奇袭曹伍疃据点，一枪未发，俘
伪军 50余名，缴获长短枪 50多支，其他军用
品一部。 （吴保存）

化装奇袭曹伍疃据点

“我爱好挺多，最大的爱好是读书，读书
已成为我的一种生活方式。”习近平总书记在
国内外许多场合都分享过他读书的故事和心
得。4月 23日是世界读书日，让我们跟随总
书记的讲述，感受书籍的力量。

1.读新华字典：一点一滴积累

我到农村插队后，给自己定了一个座右
铭，先从修身开始。一物不知，深以为耻，便求
知若渴。上山放羊，我揣着书，把羊拴到山峁
上，就开始看书。锄地到田头，开始休息一会

儿时，我就拿出新华字典记一个字的多种含
义，一点一滴积累。我并不觉得农村 7年时光
被荒废了，很多知识的基础是那时候打下来
的。

2.读马列著作：马克思主义确实是真理

那时候，我读了一些马列著作。15岁的
我已经有了独立思考能力，在读书过程中通
过不断重新审视，达到否定之否定、温故而知

新，慢慢觉得马克思主义确实是真理，中国共
产党领导确实是人民的选择、历史的选择，我

们走的社会主义道路确实是一条必由之路。
这种通过自己思考、认识得出的结论，就会坚
定不移。

3.读《共产党宣言》：一个内容丰富的理

论宝库

《共产党宣言》是一个内容丰富的理论宝
库，作出的理论贡献是多方面的，值得我们反

复学习、深入研究，不断从中汲取思想营养。

《共产党宣言》虽然诞生于 170年前，但

其阐述的基本原理没有过时，也不会过时。我
说过，“如果心里觉得不踏实，就去钻研经典

著作，《共产党宣言》多看几遍”，讲的就是温
故知新的道理。

4.读莎士比亚：思考“生存还是毁灭”

莎士比亚笔下跌宕起伏的情节、栩栩如

生的人物、如泣如诉的情感，都深深吸引着
我。年轻的我，在当年陕北贫瘠的黄土地上，

不断思考着“生存还是毁灭”的问题，最后我
立下为祖国、为人民奉献自己的信念。我相

信，每个读过莎士比亚作品的人，不仅能够感
受到他卓越的才华，而且能够得到深刻的人
生启迪。

5.读贾大山的小说：常常被其描述和构

思所折服

原来我曾读过几篇大山的小说，常常被

他那诙谐幽默的语言、富有哲理的辨析、真实
优美的描述和精巧独特的构思所折服。

作为一名作家，大山有着洞察社会人生
的深邃目光和独特视角。他率真善良、恩怨分
明、才华横溢、析理透澈。对人们反映强烈的

一些社会问题，他往往有自己精辟独到、合情
合理的意见和建议。

他更没忘记一名作家的良知和责任，用

小说这种文学形式，尽情地歌颂真、善、美，无
情地揭露和鞭挞假、恶、丑，让人们在潜移默

化中去感悟人生，增强明辨是非、善恶、美丑
的能力，更让人们看到光明和希望，对生活充
满信心，对党和国家的前途充满信心。

6.读“三言”：很多警句我都能背下来

“文革”时，我们家搬到中央党校住。按当
时的要求，中央党校需要把书全集中在科学
会堂里，负责装车的师傅都认识我，他们请我
一起搬书。搬书的过程中，我就挑一部分留下
来看。那段时间，我天天在那儿翻看“三言”
（明代文学家冯梦龙编纂的《喻世明言》《警世
通言》《醒世恒言》），其中很多警句我都能背
下来。

7.读《当代英雄》：每一个时代都有每一

个时代的英雄

我很喜欢莱蒙托夫的《当代英雄》，说英

雄，谁是英雄啊？每一个时代都有每一个时代
的英雄。当时，在梁家河的山沟里看这本书，
那种感受很强烈。

8.读《老人与海》：描述的是一种永恒的

精神

海明威的《老人与海》对狂风和暴雨、巨
浪和小船、老人和鲨鱼的描写，给我留下了深

刻印象。所以，我就想体验一下当年海明威写

下那些故事时的精神世界和实地氛围。

我去过古巴两次，第一次是在福建工作
时去的。我说，我们找找海明威当年写作的那
个遗址吧。后来，到了他写《老人与海》的那个
栈桥边，场景和小说中的一模一样，几个黑人

孩子在那儿戏水，旁边有一个酒店，这个酒店
是他写作的地方。我们专门在那儿吃了一顿
饭。第二次去古巴的时候，我已经是国家副主
席，他们听说我想了解海明威，就带我到了城
里面一个海明威经常去的酒吧。他曾经在那
个酒吧里写作。海明威最爱喝的一种饮料叫
“莫希托”，是用朗姆酒配薄荷叶，再加冰块和

白糖制成的。《老人与海》描述的那种精神，确
实是一种永恒的精神。

9.读《怎么办？》：学主人公锻炼毅力

车尔尼雪夫斯基是一个民主主义革命
者，他的作品给我们不少启迪。他的《怎么
办？》我是在梁家河窑洞里读的，当时在心中

引起了很大震动。书的主人公拉赫美托夫，过
着苦行僧式的生活，为了磨炼意志，甚至睡在

钉板床上，扎得浑身是血。那时候，我们觉得
锻炼毅力就得这么炼，干脆也把褥子撤了，就
睡在光板炕上。一到下雨下雪天，我们就出去
摸爬滚打，下雨的时候去淋雨，下雪的时候去
搓雪，在井台边洗冷水澡，都是受这本书的影

响。
10.读《浮士德》：想象力很丰富

歌德的《浮士德》这本书，我是在上山下

乡时，从 30里外的一个知青那儿借来的。他
是北京五十七中的学生，老是在我面前吹牛，

说他有《浮士德》。我就去找他，说借我看看
吧，我肯定还你。当时，我看了也是爱不释手。
后来他等急了，一到赶集的时候，就通过别人

传话，要我把书给捎回去。过了一段时间，他
还是不放心，又专门走了 30里路来取这本
书。我说，你还真是到家门口来讨书了，那我
还给你吧。《浮士德》确实不太好读，想象力很
丰富。

11.多用一些时间静心读书、静心思考

要力戒浮躁，多用一些时间静心读书、静

心思考，主动加快知识更新、优化知识结构，
使自己任何时候才不枯、智不竭。

12. 哪怕一天挤出半小时，即使读几页

书，只要坚持下去，必定会积少成多

不注意学习，忙于事务，思想就容易僵
化、庸俗化。学习需要沉下心来，贵在持之以

恒，重在学懂弄通，不能心浮气躁、浅尝辄止、
不求甚解。领导干部一定要把学习放在很重
要的位置上，如饥似渴地学习，哪怕一天挤出
半小时，即使读几页书，只要坚持下去，必定
会积少成多、积沙成塔，积跬步以至千里。

13. 不能读死书，要同工作实际结合起

来

在学习历史知识的时候，要坚持马克思

主义的历史观和方法论，不能读死书，要同工

作实际结合起来，对所读之书要取其精华、去
其糟粕，做到“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

之，笃行之”，知古鉴今、古为今用，这样才能
在我们认识和处理现实问题中发挥历史知识
应有的积极作用。（来源：人民日报客户端）

习近平自述：我的读书心得

在企业里关键的少数人制约着次要的多数

人，干部就是关键的少数人。下面干得不好主要
是上层指挥得不好，下面的水平反映的是上面的
素质。

海尔管理上有个 80/20法则，在海尔企业发
生的任何一件过错，管理者都要承担 80%的责
任，而操作者占 20%。强调 80/20原则，意义在于

干部首先认请自己的责任，不回避矛盾，不逃避
责任，只有对干部动真格的，企业才能有勃勃生
机的希望。

创新工作每天都要提高，坚持每天提高 1%，
70天水平就可提高 1倍。

在海尔能说干部素质差不能说员工素质差，
员工素质低不是你的责任，长期不能提高员工素

质就是干部的责任。
在海尔的各个公司，实行一把手责任制，无

论出了什么事情，都拿一把手是问。

海尔的管理之道

我调查了 20多家倒闭的创业企业，后来

我发现，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对员工非
常宽容，除了老板，几乎没有人加班。

别再对制度进行宽容，别再对员工进行

宽容。这是对员工未来的最大不负责。作为管

理者，你要帮助员工成长，帮助员工获得更好
的收入、体面的生活，这才是对他未来的负

责。
●宽容是一把温柔刀，斩断了高薪

我原来大学宿舍的 4个同学里，工资相

差最大的两个人分别是M和 L。M如今在一
家外企供职，工资近两万，而 L在一家私企做
翻译工作，工资 6千多。

回到 3年前，刚毕业不久，L是我们羡慕
的对象，刚参加工作，她的工资就有 5千多，
在我们几个人中算高的，重点是，她上班没什

么压力。
听她讲，她遇到了一个“很好的”上司，

对她格外宽容，比如她在业务上如果出了
什么错，她的上司从来都不会批评她，只是
态度温和地跟她讲清楚就完事了，实习期
的时候还说得多一点，转正之后，基本上就
不怎么管她的事儿了。L说，上班感觉很自
由，没有什么压力，到点上下班，氛围轻松，
工资也还可以。

相比之下，M就苦多了。她直言自己遇
到了一个变态上司。刚入职做的是助理工作，

上司总是挑剔她的 PPT毫无特色，毫无重
点，语言直白激烈。虽然她是花了整整 3天做
出来的，但还是被全盘否定了。

有一次因为第二天会议马上要用 PPT,
临时又被上司否定，M熬了一个通宵重新修
改了一遍，甚是辛苦，我们都深表同情。

3 年时间过去了，L 依然在那家公司上
班，悠然自得，只不过，她的工资上涨缓慢，变

化不大。而一直经历被上司“虐待”的M成长
迅速，一跃跻身到了公司中层，工资翻了好几

番。现在，她很感谢之前那个对她一点都不宽
容的上司。

每个人都想进入一个职场舒适圈：有宽

容的上司，有安逸的氛围。问题是，在这样的
环境下，人的潜力很难得到激发，温水煮青

蛙，业务水平很难得到推进，成长速度变得非
常缓慢，工资低廉，难有长进。

当你每天都重复着毫无挑战性的工作，
不必担心领导的“找茬”，平安度日，那么，你

的职位就变得随时可能被取代。
因此，除非你是一个优秀到无可挑剔的

人，否则，上司对你的一贯宽容，就如同一把
温柔刀，于无形中，会斩断你获得高薪的路
径。

●不够宽容的上司，只是恨铁不成钢

固然，友好而温暖的职场环境的确有利
于员工表现自我，但是，一味地安逸容易滋生
懈怠，一味的宽容易滋生骄纵，真实的职场并
没有那么像“家”，它是缺少温度、充满压力的
竞技场。

上司行事苛刻，看似对你百般刁难，但是
换个角度来说，他也正是你成长的助推剂。

上司越挑剔，你做事就越精进，对自己的

要求也会越来越变高，而不是随便应付了事。

久而久之，专业能力会保持较高水准，涨薪便
指日可待。

一个不宽容的上司，会让你突破固有的

思维框架，让你在成长的痛苦中继续挑战自
己，在不断的蜕变中实现突飞猛进。

大家知道，华为员工月工资几万元，这个

数字够惊艳吧！
但是，华为员工的顶头上司———任正非，

从来都不是一个宽容的领导，他给员工提出

了 16项高标准，否则也培养不出拥有“狼性
文化”的团队。

任正非算是业界里脾气很大、对待下属
很严厉的企业家，即使是对待高层干部，态度

上也绝不宽容。
有一次，有干部准备了第二天的汇报提

纲。任正非拿起几个副总裁准备的稿子，看了
没两行，就“啪”的一声扔到地上：“你们都写

了些什么玩意儿！”于是骂了起来，足足有半
个小时，总裁办的主任严慧敏当时就哭了。

上司不宽容，多少有点“很铁不成钢”的
味道，如果你理解了，并把握每次精进的机
会，便是迈入高薪行列的第一步。

所以，要感谢那些对你不够宽容的上
司，是他们让你无惧于年龄危机，无惧于职
场前路的未知，毕竟，职场冷酷，它遵循适

者生存法则。
而那些对你很宽容的上司，你要同样报

之以感谢，工资卡里那个数字，每次都扎心，

你该知道，是时候醒悟了。

要感谢那些不够宽容的上司
3月 14日，宁纺宾馆接到县政府为宁晋

县康乐中心 170名清河隔离人员提供餐饮保
障的通知。由于人数较多，且涉及外县人员，

送餐要求又比较高，在接到通知后，经理张志
勇马上召集管理人员商议隔离餐制作、打包

及外送流程，决定按人分好包，以减轻医护人
员的送餐工作量，缩短送餐时间，保证饭菜温

度。
第二天凌晨 4点，厨房便开始了初加工

的工作，不到 6点，所有后勤及管理人员全部
到位，有条不紊地装餐、打包、装箱，7 点 15
分，准时装车出发。大家简单吃了几口早餐，

便开始了午餐的准备，中午忙完婚宴，又开始
了晚餐的准备工作，真是马不停蹄。这时，宾

馆收到了医护人员发来的感谢微信，说第一
天的饭菜准时、可口，让隔离人员吃出了幸福
感！这让大家深受鼓舞，疲惫感一扫而空。从
那以后，一日三餐都按时按点送到隔离点。遇

到降温天气，还专门用保温被为饭菜保温。
宾馆设专人与工作人员一天三次沟通，

随时掌握隔离人员的反馈信息，有特殊需求
的，都尽量满足。3月 18日，得知当天有一名
清河人员和一名医护人员过生日，宾馆专门

找来了蛋糕图片，让两位寿星亲自挑选喜欢
的蛋糕品种，分别在中午和晚上为他们送去
了生日蛋糕。两位寿星深受感动，专门发来了
感谢微信和现场的照片。

贴心的服务，得到了隔离点的高度赞扬，
也得到了县领导的充分肯定，都夸宁纺人好、

服务好。 （宾馆 刘晶）

宁纺宾馆为隔离
人员送餐获点赞

我在福盛泉小区居住，今年九十岁了。我用颤抖的

手写下这封信，表达对热心照料我的宁纺人的衷心感

谢！

因为年迈，我行动多有不便。多年来，王志强、赵宁

涛等经常上门服务，帮我收拾家务。每年供暖季过后，

我搬到城里平房居住，他们又帮我搬运被褥、锅碗、米

面等物品。去年冬天，我在家里不慎滑倒，导致腰椎压

迫性骨折，沈立忠、徐冲和王志强等就像照顾自家老人

一样，陪我住院，帮我拿药、做检查，楼上楼下跑个不

停，连饭都顾不上吃。出院回家后，王志强、常建波几乎

每天登门，帮我穿衣起床，扶我走路锻炼，搀着我到阳

台晒太阳。在他们的精心照顾下，我康复很快，已经能

扶着桌子走几步了。

他们不是亲人，胜似亲人，让我充分感受到了宁纺

大家庭的温暖，充分感受到了宁纺物业的金牌服务，也

充分享受到了人间温情。每每看到他们忙前忙后的身

影、挂满汗珠的脸庞，我心里感动满满。

在此，我要向宁纺、物业和所有帮助过我的人道一

声：你们辛苦了，谢谢你们！真诚祝愿宁纺蒸蒸日上，并

祝愿好人一生平安！

九十老翁 李雁云

感 谢 信

房地产 陈 冰

南澳大利亚大学与美国缅因大学合作的
一项研究，调查了酸奶摄入量与血压和心血
管风险因素之间的关系，发现酸奶能降低血

压。

在全球范围内，有 10亿多人患有高血
压，这使他们更容易罹患心脏病和中风等疾
病。心血管疾病是世界范围内的主要死亡原
因———在美国，每 36秒就有一人死于心血管
疾病；在澳大利亚，这一时间间隔为 12分钟。

乳制品，尤其是酸奶，可能有降低血压的

作用。这是因为乳制品含有一系列微量营养
素，包括钙、镁和钾，所有这些都与血压调节
有关。

酸奶尤其有趣，因为它还含有促进蛋白
质释放的细菌，从而降低血压。

摘自《中国科学报》

科学家找到降压首选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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