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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人品出精品为人民美好生活奉献智慧与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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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课堂

□董事长 苏瑞广

(115)

宁晋党史故事

子夏为莒父宰，问政。子曰：“无欲速，无见小

利。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

子夏被任命为莒父这个地方的行政长官，他

向孔教授请教如何抓好治理工作。孔教授说：“简

单地说就是第一要稳中求进，第二不要因小失

大。心急吃不上热豆腐。性子太急，急于求成，就

会失去慎重，失去周全，容易栽跟头。贪图蝇头小

利，抓住芝麻丢掉西瓜，就会绊手绊脚影响大局

发展，最终办不成大事。所以一定要从大处着眼，

放弃小利。”

前几天，一位朋友说他网上挑选的精致
小饼干，等了三天终于发货了。万万没想到，
发货地竟然是宁晋河渠。

笑了没两天，这种事竟也发生在我身上。
我网购了一条格力电饭煲电源线，发货地倒

不是宁晋，可谁承想，生产地是宁晋！
咱宁晋，有家企业，专门为格力、美的、海

信、九阳等知名品牌提供服务。没它生产的这
个东西，那些电器就没法工作。这企业叫优艾
斯，产品就是电源线。

优艾斯电器成立于 2014年，是宁纺集团
新兴子公司。公司拥有行业领先的安规、可靠

性实验室，在技术研发方面持续投入、追求创

新。公司生产的电源线、橡套软线、PVC软线
等产品取得了国内外各项认证，符合全球环
保标准。仅凭借电源线这一品类，优艾斯就一

举摘得“河北省制造业单项冠军产品企业”的
桂冠。

朋友们，您听说过高新技术企业、科技型
企业吧，但您听说过“专精特新”企业吗？专业

化、精细化、特色化、新颖化，这四个词既是企
业的参评标准，也是优艾斯的发展方向。

优艾斯，结缘知名品牌的故事很多，今天

咱们讲一个：
2020 年 2 月份，正值武汉疫情高发期

间，格力电器有一款消杀病毒的杀毒机电源

线告急，各供应商都表示无法组织生产。石家
庄格力基地的领导多次打电话沟通，并亲自
来公司协商，希望能提供帮助。在征得集团和

防疫部门的同意和验收后，公司迅速召集在
集团厂区过年的员工，加班加急生产，并通过

快递运送到珠海格力。正是这种无条件的配
合和不计成本的运输，赢得了格力的高度认

可，也算咱们为抗击疫情做出了一点点应有
的贡献吧！

讲人品、出精品！今天我们既解开了优艾
斯深受高端市场欢迎的密码，又增添了一份
作为宁晋人的自豪！

（来源：宁晋发布《秒懂宁晋》）

格力九阳中的宁晋制造

我爱老黄牛有二：一是它的忠心耿耿，所谓

“俯首甘为孺子牛”就是它的画像；二是它吃得起
苦，不管是拉车还有犁田，一不叫苦，二不喊累，

任劳任怨。
一个管理干部对职工群众来说，我们就是一

头老黄牛那样驯服地勤勤恳恳、老老实实地不讲
价钱、不发脾气地去工作。

一个不重视劳动、不重视体力劳动的人，他
当然也就不会爱护自己的职工。

我爱老黄牛

□仁美物业 曹样蕊

四人上台讲安全，安全工作大于天，如果

安全搞不好，真不沾。

东城社区在城东，永抓安全不放松，齐抓

共管不懈怠，在提升。

社区安全可不简单，领导带头身在先，全

体成员齐上阵，都参战。

社区安全不好弄，弄不好了要出人命，男

女老少都要有，警惕性。

家庭用电危险多，今天咱来说一说，出现

问题要当心，了不得。

各种电器与电灯，绝对不能湿手捅，触电

就能要你命，两腿蹬。

乱拉乱接不可用，不懂不要瞎胡弄，出现

故障头脑清，找电工。

家里安上天然气儿，炒菜做饭挺挂劲儿，

如有泄漏多注意，有异味儿。

燃气泄漏危害大，整栋住宅都害怕，遇见

明火出大事，大爆炸。

用气期间不离人，用后要关总阀门，确保

全家都安全，手要勤。

燃气泄漏异味重，打开门窗多通风，切忌

拉闸打开关，要记清。

男女老少乘电梯，上下电梯要注意，梯门

楼道要同步，一般齐。

出现故障梯下滑，头脑清醒别害怕，自下

而上按层号，要蹲下。

安全话题说不完，说到这里算一段，下次

咱们接着聊，还来见。

安全三句半

1944年夏末的一天下午，县大队副政委

刘文方率领部分干部战士，在青纱帐的掩护
下从镇邱出发，向金家庄转移。

当部队行至金家庄附近时，尖兵突然发
现前方有情况：从西北大陆村方向来了约两
个排的日伪军。时间不长，我们的侦察员也来
报告，说敌人要去金家庄、镇邱抢掠。刘副政

委听到报告后说：“狭路相逢勇者胜。”随即决
定部队停止前进，迅速抢占有利地形、地物，
待敌人接近时，突然开火，给敌人以迎头痛

击。
接到命令后，部队迅速散开，有的潜伏在

玉米、高粱地里，有的埋伏在道沟拐弯处，还

有的掩藏在村边的残墙断壁后面或房顶上。
战士们都做好了射击和投弹的准备，目不转

睛地监视着前方的动静。大家把子弹推上膛，
手榴弹打开盖，静等战斗时机的到来。

一会儿，伪军两个班手持带刺刀的步枪，
成散兵队形向我阵地走过来。说时迟，那时

快，当敌人距我阵地前沿 20 余米时，刘文方
副政委一声令下“打！”顿时，我步枪、手榴弹
一齐开火。手榴弹在敌群里爆炸，只炸得敌人

血肉横飞。敌人被我们这突如其来的袭击吓
得懵头转向，丢下几具尸体，慌忙向后溃退。

但不长时间敌人的后续部队增援上来，其中

有不少日本兵。他们从两翼向我阵地包抄过
来，我军凭借有利地形地物，英勇顽抗，猛烈

射击，大量杀伤敌人。战斗持续了约半个小
时，为了避免重大伤亡，刘副政委果断地命令

部队迅速转移。我们从高粱地里向东撤退，日
军紧紧跟踪追击，边追边射击。我们在青纱账

的掩护下，终于摆脱了敌人，向根据地安全地
带———李家庄转移。

此次战斗，毙伤日伪军 10余名。
（吴保存 田兴茂）

金家庄遭遇战

8 月 24 日，日本经营之圣稻盛和夫去
世，终年 90岁。
稻盛和夫的一生写满了传奇。
他出身贫寒，家境窘迫，也没有考上心仪

的大学。
毕业后，好不容易找了份陶瓷厂的工作，

却发现工厂濒临破产。
前半生，似乎写满了不幸。

可他却没有抱怨，靠自己的双手，一步步
扭转了时运。

他开始认真工作，让即将倒闭的陶瓷厂
起死回生。
随后白手起家，创办京瓷和第二电信，两

家公司都跻身世界 500强。
77岁那年，他又接手了宣告破产的日航

公司，仅用一年时间，就让日航起死回生，年
利润一举冲到了世界第一。

他在人生下半场，用最真实的笔触，尽数
写下了自己的生命哲学，出版了一系列著作。

今天便从他的文字里，挑选出最清醒的
6句话，送给迷茫的你。

稻盛和夫大学毕业时曾入职一家快倒闭
的企业。整个公司充满了负能量，领导们勾心

斗角，职工们偷奸耍滑。他刚开始也跟着混日

子，整天唉声叹气，二十多岁的年轻人，没有
一点精气神。

有一次，他受不了这种工作环境，写信向
家里人倒苦水，却不料被哥哥劈头盖脸一顿
痛骂：“一个人，只顾抱怨别人，其实是自己没
出息。”

此后的稻盛和夫，开始转变自己的心态，
让自己喜欢上工作。当其他同事仍在抱怨时，
他静下心来，努力将手里每一份任务都完成
好。渐渐地，有了工作目标，日子也就有了奔
头。稻盛和夫的心情畅快了不说，还做到了公

司技术领导的位置。
生活中，有不少人讨厌自己正在做的工

作，他们心生抱怨，做事也是怎么敷衍怎么
来。可越是这样，工作就越是不顺，最终形成

恶性循环。
石油大王洛克菲勒就曾给儿子写信道：

如果你视工作为一种乐趣，人生就是天堂；如
果你视工作为一种义务，人生就是地狱。

与其抱怨工作不
如意，不如让自己主
动去喜欢上工作。当

你转变心态，对工作
怀有热情，你的生活

就顺了。

在《干法》中，稻

盛和夫将人分为三种
类型：

不燃型：点火也
烧不起来的人；

可燃型：点火就着的人；

自燃型：没人点自己就能熊熊燃烧的人。
那些在同龄人中升职加薪最快，成长进

步最多的，往往都是能自我驱动、自我燃烧的
人。

曾看过这样一个故事：
有两个实习生，同时入职了一家广告设

计公司。一个勤勤恳恳，专注于自己的本职工
作，从不插手别人的事；一个风风火火，除了
自己的工作，好奇心还特别重，经常多管“闲

事”。三个月后，公司考核转正结果下来，部门
领导出乎意料地留下了后者。

原来，前者虽然能够完成本职工作，但都
是敷衍了事，三个月来，毫无建树。而后者，由

于多管“闲事”，除了本职工作，还把相关业务

也梳理得清清楚楚，不仅系统地总结公司业
务，还能够对一些方案提出建设性意见。

一个人对待工作的态度，决定了他的人

生高度。
有些人把工作视为打工，做一天和尚撞

一天钟；有些人把工作当成事业，主动拓宽边

界，提升自己。结果就是撞钟的和尚千千万，
做事业的领导者万里挑一。

经济学家刘润说过一句话：
如何判断一个人是否有机会成功？看他

能不能自燃，自己点燃自己，充满激情。

是否主动，永远把选择权牢牢抓在手里，

是人与人之间最本质的区别。

朗达·拜恩在《力量》中写道：每个人身边

都有一个磁场环绕，无论你在何处，磁场都会
跟着你。你有什么样的磁场，就会遇见什么样
的人和事。

稻盛和夫小的时候，家中的叔叔染上了
肺结核。他非常害怕自己也被感染，于是每次

路过叔叔的房间，他都会用毛巾捂着鼻子，快
速跑过去。结果日夜陪护叔叔的哥哥和父亲
安然无恙，反倒是最小心的稻盛和夫患上了
病。

对于这段经历，他认为是自己躲避疾病
的心念，反而招来了疾病。

他得病没多久，战争爆发了。居民区被飞
机炸得稀巴烂，人们开始恐慌，纷纷往山里逃

亡。
他本就觉得自己活不长了，面对别人避

之不及的轰炸，反而毫无畏惧。

在逃命路上，他冒着枪林弹雨主动去帮
扶那些行动不便的人。没想到，不仅炮弹没炸
到他，他的肺结核还在战火中自愈了。

在生死边缘徘徊，历经起伏的稻盛和夫
感慨道：人生中遭遇的一切事情，都是由自己

内心的磁石吸引而来。
悲观者抱怨，所见之处皆为灰色；而乐观

者积极，心怀希望，目之所及皆是春天。正所
谓境由心生，物随心转，我们的生活际遇，往
往由我们的心念决定。

你抱怨什么、害怕什么，什么就会在你身
上发生。你相信什么、希望什么，就会吸引到
什么。

你是什么样的人，就能过怎样的生活。

古语有言：祸福无门，唯人自召，善恶之

报，如影随形。
生命是一场轮回，你所付出的，最后都会

回到你身上。

1979年，日本有两家大型通信企业，经
营不善，倒闭在即。

他们四处找投资，可哪怕费尽口舌四处
请求，也没有一个投资人愿意伸出援手。

危急关头，他们找到了稻盛和夫。

要知道稻盛和夫所在的京瓷，是一家研

发陶瓷的企业，与通信行业风马牛不相及。
可他还是一口答应，并为对方提供了大

量资金。
在他的帮助下，这两家企业不仅化解了

危机，还一跃成为行业巨头。
几年后，计算机通信时代到来，其他陶瓷

企业面对高精度的通信设备手足无措。

可京瓷由于提前布局了通信行业，他们
一下子生产出掌上电脑等尖端技术产品，拉

开了与同行企业的差距。

而京瓷，也因此成功挺进了世界五百强。

正如爱默生所说：人生最美丽的补偿之
一，就是人们真诚地帮助别人之后，同时也帮

助了自己。
人生就像储蓄罐，你投入的每一分善良，

命运都会在未来的某一天，连本带利还给你。
从今天开始，播种下善良的种子，存一丝

善念，行一些善举。
你给出去的善意与帮助，温暖和鼓励，未

来都将在你身上开花结果。

在一次发布会上，有记者问稻盛和夫：
“一个人成功的关键是什么？”

稻盛和夫毫不犹豫地回答：“思维方式。”
当时京瓷公司创办初期，一度缺少订单，

为此每天都有不少员工出去跑市场。
可一个多月下来，一笔订单都没接到，公

司运转几乎陷入停滞。
稻盛和夫亲自出马，他专门挑那些其他

公司接不了的订单来做，甚至还会主动向客
户提出产品预想。

这时客户往往就很心动，立马拍板签合

同。
可实际上，以当时京瓷的技术，根本无法

做出这样的产品。

很多员工十分费解，他解释道：“别的公
司只接现有技术能做的，那我们就接不能做
的。既然技术不够，那我们就反过来，用订单

逼着我们研究新技术。”
正是稻盛和夫的逆向思维，京瓷赚到了

第一桶金。
随后，稻盛和夫靠着这种逆向思维，用订

单倒逼京瓷不断革新技术，没几年，京瓷便跻
身进入行业头部。

在《干法》一书中，稻盛和夫提出了一个
人生公式：

人生的结果 =思维方式×热情×能力。
在这个公式里，能力和热情，都是从 0到

100分，而思维方式则是从负 100到正 100
分。

如果思维方式不对，工作再努力，能力再

强，最后也是白费力气。
人与人命运的不同，主要在于思维的差

距。
在走向成功的道路上，我们缺少的不是

机会与运气，也不是汗水与努力。
我们欠缺的，是一种勇于跳出原有格局

的思维方式。

人生本质上的改变，来源于思维方式的
改变。

推倒固有思维的墙，换个思路处理问题，
人生就会一路绿灯，前路也会一片坦荡。

稻盛和夫早年在分公司培训的时候，碰
到过一个工人。

这个工人，初中学历，生性笨拙。

一个简单的操作，他的上司都会手把手
教他好几遍。

有时候，连旁边的同事都看不下去，忍不

住想上前亲自动手。

可二十多年后，稻盛和夫竟在总公司的
高层会议上再次见到了他。

这时，那个工人，已然坐上了事业部长的
位置。

工人的老上司解释说，虽然他学得慢，但
从不放弃精进。

他手中有一个本子，里面记录了他需要
学的技术。

一个技术动作不会，就不惜练习成千上
万遍，直到娴熟掌握。

就这样，每精通一项，他就划掉一项。

靠着日积月累的点滴进步，他才有了今
天巨大的成绩。

想起罗振宇说过的一句话：
任何一个人，不管你的能量强弱，放眼于

足够长的时间，你都可以通过长期主义这种
行为模式，成为时间的朋友。

哪怕天赋再差，只要每天保持进步，时间
一长，自能厚积薄发，一鸣惊人。

这世上从来都没有一蹴而就的成功，也
没有横空出世的高手。

你所艳羡的每一种成功背后，必定有个
“笨人”在持续地做着一件事。

每天坚持学习，定期总结复盘，不断进行

自我更新。
不管现在的起点有多差，一直坚持下去，

你迟早能逆袭成为人生赢家。

稻盛和夫一生的财富，都藏在这 6句话里

1、要想拥有一个充实的人生，你

只有两种选择：一种是“从事自己喜欢

的工作”，另一种则是“让自己喜欢上

工作”

2、物质有“可

燃物”、“不燃物”

和“自燃物”，人也

可以分成这三种，

要做就做第三种

3、人生中遭遇的一切事情，都是

由自己内心的磁石吸引而来

4、因果必报，但需要时间。自己撒

下的种子，必定会在自己身上开花结

果

5、人生·工作的结果 =思维方式

（人格·理念）×努力（热情）×能力

6、“持续”与“重复”是两回事，

不是漫不经心地去重复与昨天一样

的事情，而是今天胜过昨天，明天胜

过今天

红旗猎猎向朝阳，鼓乐声声震四方。

画展初心惊巨变，情牵皓首忆沧桑。

墨痕沾袖蓝图秀，秋色盈樽玉液香。

留下家珍传后世，青春不老唱辉煌。

金秋逢宁纺红色传统
文化教育基地揭牌

□鼎瓷 张君芳

1.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喜迎党的二十大胜

利召开
2.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3. 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一
个民族都不能少

4.促进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5.文化认同是民族团结之根，民族和睦之魂

6.建设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积极培育中华民族

共同体意识
7.把爱我中华的种子埋在每一个孩子的心灵深处
8.高举中华民族大团结的旗帜，促进各民族交往

交流交融
9.依法治理民族事务，确保各族公民在法律面前

人人平等
10.让城市更好接纳少数民族群众，让少数民族群

众更好融入城市
11.燕赵儿女心向党，同心浇灌团结花
12.石榴花开映燕赵大地，凝心聚力圆伟大梦想

第 13 个全省民族团结进
步宣传月活动宣传标语

http://www.ningfang.com
mailto:ningfangbao@163.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