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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自 动 自 发》有 感

钢构风采

阴安徽分公司人力资源部

常州体育会展中心
常州体育会展中心工程由体育馆尧游泳馆及会展中心等组成遥 作为体育会展中心核心建筑的体育馆袁在规划中为
椭球形建筑袁高约 37 米袁屋盖体系天高 20 米遥 整个体育馆建筑面积近 2.5 万平方米袁正式比赛时袁能容纳近 6000 人同
时入场遥 其钢结构的椭圆形屋盖袁华丽中彰显出磅礴气势袁是整个体育馆的一大亮点遥

近日袁拜读了叶自动自发 曳一书 袁该 书
是作 者商 业思 想的完 美集 合袁 书中从 对
待工作尧公司尧老 板和自己 等几 个方面 阐
述了 成功 的要 素袁 虽 然是 从商 业的角 度
出发袁 但是 其所 倡导的 一 名优 秀员工 应
具备 的职 业操 守尧 基 本素 质等 与我公 司
的企业 精神 不谋 而合袁 该书 所 阐述的 如
何成为一名勤奋尧敬业尧忠诚尧自信的员
工的理论袁确实让人受益匪浅遥
野对待工作要勤奋冶遥 这是书中指出
的一 条运 用于 任何人 任何 工作 的不变 的
真理遥 在国 企中 袁 工 作懒 惰容 易成为 通
病袁 因为 很多 人认为 工作 只是 生存的 需
要袁是为了维持生活不得以而为之的遥 不
能理 解工 作的 真正意 义袁 自然 就不会 有
工作的热情袁也就无法做 到勤 奋袁书中 通
过一些 生 动的 实例袁 一些 成功 的经验 告
诉我们袁工作不但是为了 生计 袁更重要 的
是在工 作中 充 分挖掘 自己 的潜 能袁 发 挥
自己 的才 干袁 如果能 将工 作视 为一种 积
极的学习经验袁那么袁每 一 项工 作中都 包
含着许多个成长的机会遥
事实证明袁机会往往是青睐于那些苦
干实 干的 人袁 能得到 提升 重用 的人未 必
是最聪明的袁但必定是最勤奋的遥 勤奋工

要 记国家体育场渊鸟巢冤项目监理部驻精工监理王景尧
要要
阴品牌部

周仁忠

的阶段袁工人 24 小时在现场作业袁倒运材料尧拼装构
件尧起吊桁架尧各司其职尧秩序井然遥每当看着工人草草
吃完了又开始继续干活袁不禁令人肃然起敬遥
有工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精工的项目管理人员袁安
排工人作业尧协调吊机设备尧检查施工质量袁处处都闪
现着他们熟悉的身影遥当别人中午十二点在办公室吹
空调的时候袁我们的施工员在现场进行施工袁当别人
晚上十二点下班上床睡觉的时候袁我们的材料员还在
现场倒运材料袁为第二天的吊装做准备遥 项目经理赏根
荣尧项目副经理刘方更是栉风沐雨尧亲力亲为袁经常深夜
十二点还在现场讨论第二天的工作计划和解决眼前遇
到的各种困难遥 领导们的作风极大鼓舞了项目部人员的
士气袁整个工作局面始终保持着气势如虹的状态遥
白云会议项目工程建设取得今天的成绩离不开
各级领导的关心和大力支持遥 六月初袁方朝阳董事长
视察了工地袁 详细询问了当时工地现场吊装工作尧材
料到场情况尧工期进度等情况遥 六月上旬和八月初孙
关富总经理两次到项目部检查工作袁召开现场工程进
度安排会议遥华南事业部总经理陈国栋经常晚上驱车
到工地参加晚十点的夜巡遥总经理助理兰勇更是身先
士卒袁吃苦在前袁每天工作都在 16 个小时以上袁一次
两天一夜没有睡觉遥 野感动自己才能感动别人冶袁再没
有更好的例子可以阐述这句话的含义了遥
广州白云项目是精工钢构向华南地区发展迈出
的第一步遥 野心事浩茫连广宇,于无声处听惊雷冶袁方朝
阳董事长要求我们尽心尽力尧尽职尽责满足业主对我
们的要求袁使我司在华南市场上的销售野不飞则已袁一
飞冲天曰不鸣则已袁一鸣惊人遥 冶白云项目就是彰显精
工形象的大舞台遥 成绩只能说明过去袁还有很多不足
的地方值得我们去改进袁我们要再接再厉袁奋发图强袁
为做好下个项目不懈追求和努力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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惬意的旅程

要要广州白云会议项目工程建设掠影
要

金秋九月袁 广州白云会议项目工地喜报捷传袁我
司圆满完成钢结构的全面封顶袁 总安装量 1.8 万吨袁
在野精工钢构冶光辉业绩上又浓墨重彩地写下了新的
一页遥 忆苦思甜袁心中波澜起伏遥
广州白云会议工程施工任务重尧 施工环境差尧技
术含量高尧工期要求紧袁针对现场这些状况袁我司克服
种种困难袁从 4 月 12 日开始吊装袁到八月下旬袁在短短
的四个月半时间就完成了 1.7 万吨的安装量袁 其时间之
短袁安装量之大袁在我司历来的项目工程建设上是前所
未有的袁 与同行业领域内的安装量和安装时间相比袁这
个成绩也是罕见的遥 在 8 月下旬袁工程建设的最后冲刺
阶段袁多项工作同步展开袁为加快工程进度袁项目部再一
次加大了人员尧机械的投入袁再次掀起了工程建设的新
高潮袁有力保证了我司九月初钢结构的全面封顶遥
野高山仰止袁景行行止遥冶有信仰就有追求袁有追求
就有动力遥 精工人信仰什么钥 信仰野用心做事袁把不可
能变成可能冶曰信仰野真诚待人袁感动自己才能感动别
人冶遥 这些在白云会议项目得到了充分的验证遥
广州地处南国袁春夏多雨袁连绵的阴雨天气给我
司的各项施工工作带了极大的影响和不利遥 君不见袁
多少工人在雨中倒运材料袁雨衣雨裤袁上下湿透曰君不
见袁多少工人在雨中拼焊构件袁大伞撑起袁伞外大雨袁伞
内小雨袁 为了保证焊接质量袁 还要用烘枪烘烤焊接部
位曰君不见袁多少工人在雨中铺设压型钢板袁头上是雨袁
脚下是水袁处处小心袁时时提防袁安全问题也不容忽视遥
六月骄阳尧七月流火袁非雨即晴袁高温天气一直持续不
下袁热浪袭人袁现场的人员无不是汗流浃背如雨下袁身
上的衣裳是干了又湿袁 湿了又干遥 项目部买回大量的
野仁丹冶尧野藿香正气水冶 等防暑药品发放到每个工人手
中遥野向雨天要晴天袁向夜晚要白天遥冶精工人是说的到袁
做的到遥 七月下旬 D 栋观众厅栅顶吊装进入了最紧张

汉字实在是太有意思了袁不知你是否注意过企业一词中野企冶
字的写法袁上面一个人字袁下面一个止字袁如果去了上面的人字袁就
只剩下止了袁企业也就变成野止业冶了遥 企业是由人组成的袁没有了
人袁企业当然就只能野止业冶而不能存在了遥 这也许是一种巧合袁但
它的确可以给我们一种启发袁引导我们去思考一些问题遥
古人云院野得人心者得天下冶等袁讲的都是人心的力量遥
在企业中最直接经营员工人心的袁是企业各级管理者遥
企业的各级管理者应该本着野己欲达袁必先达人冶的思想袁
将下属的利益放在一个重要的位置上袁赢得下属的人心袁而不
是时时将自己的利益放在首位遥
管理者要赢得下属的人心袁首先自己要修身养性袁在团队
中树立榜样袁成为标杆遥 为团队创造信任尧公开尧积极交流的环
境袁有效地消除团队成员之间的隔阂和冲突遥
其次袁作为管理者要敢于承担责任遥 管理者要将工作交给
下属袁责任留给自己袁在下了一道命令之后袁自己也要投身到员
工中去袁跟大家共同分担责任袁这样才能提高工作效率袁才能获
得大家的信赖袁当然这也是经营人心的最高精义遥
最后袁管理者对于下属的态度袁也是管理者经营下属人心
不容忽视的另一个要素遥 同样一件工作袁机械勉强地去做与开
动脑筋倾注全部精力去做袁其业绩相差十万八千里遥 管理者对
员工要求过于严厉苛刻袁员工就会以机械的态度应付自己的工
作曰只有那些懂得人性化管理的管理者袁才能用到肯动脑筋的
员工遥 开明的管理者时时都会让员工知道袁他自己只是下属们
的一个伙伴尧一个同事尧一个与他们真诚合作的朋友袁而不是随
便把他们当机器使唤的人遥
管理者只有以真挚的情感袁加强与下属员工的情感联系和
思想沟通袁满足员工的心理需求袁形成和谐融洽的工作氛围遥 说
真话尧道真情尧真帮忙袁尊重员工的人格袁关心员工的疾苦袁做员
工的知心朋友袁遇事多与员工商量袁通过以心换心的方式感动
员工袁这样管理者才会具有吸引力尧号召力尧影响力袁具有了人
格魅力遥 当然在以后的工作中袁员工更有激情与干劲袁最终实现
企业尧管理者尧员工三方的利益遥

程进度袁已评比了 4 次袁由项目部主持召 着急遥 王工替项目部领导出谋划策袁提出
开了表彰大会袁对荣获野信得过冶的车间尧 了多项加快进度的意见遥
王工的越位管理袁 反映出他大公无
班组尧责任人尧质检员和员工进行了表彰遥
二尧王工爱岗敬业尧勤勤恳恳的工作 私的高尚品德袁他的身上袁凝聚着老一代
工人阶级一心为公的感人风采遥
风范袁值得我们学习遥
几年来袁精工文化在广大干部尧职工
王工 常说 的一 句话是 院野我来到 精
工袁就是精工的一员袁就要融入到精工这 的精心培育下袁得到很大的发展袁我们已
个大家庭之中袁为精工着想袁为精工贡献 提炼出我们的企业精神要要
要野敢于负责尧
自己的一点力量遥 冶
敢为人先袁一诺千金尧一丝不苛袁团队合
稚
营
王工每天至少要在车间内巡检三次袁在 作尧 乐于奉献冶袁 以及我们的核心价值
子
员
巡检中发现质量问题立即指出袁要求整改遥
观要要
要野用心做事袁 把不可能变成可能曰
王工所在的监理办每天进行 24 小时 真诚待人袁感动自己才能感动别人冶遥 精
工
值班遥 王工还将他的手机号码公布在办公 工文化是一种不断发展的文化袁 我们在
人
室门前袁厂里无论谁有事袁王工随叫随到遥 秉乘和发扬精工文化的同时袁 更要吸收
心
王工每天工作到深夜袁 遇到有构件 和借鉴外部先进的企业文化袁 来丰富和
要出厂的日子袁无论再晚袁他总是坚持工 完善我们的精工文化遥 我们要学习和借
作到构件出厂袁才回宿舍休息遥
鉴王工的工作方式和方法袁 学习他敢于
王工放弃休息日袁 天天忙碌在 野鸟 负责尧一丝不苛的工作精神袁学习他大公
巢冶工程项目部里遥 野鸟巢冶一期制作时袁 无私尧乐于奉献的思想品德袁坚持以人为
王工远在辽宁老家的 92 岁的老母亲生 本袁倡导激励袁鼓励沟通袁努力激发广大
病住院袁但为了精工正在制作的野鸟巢冶 员工的工作积极性袁 提高员工的主人翁
工程袁王工硬着心肠没有回去探望遥
意识和集体荣誉感袁 使员工时刻不忘我
三尧 王工为了国家和集体利益敢于 们的使命要要
要成就事业袁成就你我袁以精
越位管理的工作作风袁值得我们深思遥
工事业为先袁以精工大局为重袁以精工发
为了按时并保质保量地完成野鸟巢冶 展为本袁恪尽职守袁忠诚奉献袁从而实现
工程袁王工敢抓敢管袁敢于越位管理遥 在 个人利益与精工事业一起增值浴
抓和管的过程中袁王工
言传身教袁 真诚待人袁
通过自己的一言一行
编者按院为激励那些长期为公司服务的关键岗位员工袁确保员工的身心健康袁增进员工间的交流和友谊袁让大家彼
去影响别人袁 感染别
此了解袁从而提高团队协作能力袁增强企业的凝聚力袁公司于近期开展了一系列有序尧有组织的员工外出旅游活动遥
人袁从而感动别人遥 王
工主动做精工的一个
生产指导员和安全管
理员袁抓工程的进度和
质量袁抓安全生产遥 工
程进度慢了袁他比谁都

心事浩茫连广宇，于无声处听惊雷
阴广州白云国际会议中心项目部

的理想图景变成现实遥
在工作 中袁 我们 经常会 遇 到 这样 那
样的困难袁没有 自信的 人就 会退 缩袁认为
自己 无法 面对 和解 决袁 于是 会把问 题丢
给他 人袁 而造 成的后 果是 他永 远也无 法
处理 这类 困难 袁 而充 满 自信 的人会 告诉
自 己 院 不 用 怕 袁我 能 应 付 袁 他 会 想 尽 办 法
去钻研袁去学 习袁去求救袁直到 问题解决 遥
最终 的结 果是他 不但 解决 了困 难袁 还 掌
握了新的技术本领袁并从 中得 到成 就感 袁
这样 的人 才会胜 任各 种工 作袁 才会不 断
进步和提高袁永不 屈服 袁百折 不挠的 精神
是获得成功的基础遥
总之 袁 野 忠 诚 尧 敬 业 尧 勤 奋 尧 自 信 冶 是
作为一名优秀员工必须具备的素质袁是
工作的必胜法则遥 叶自动自发曳 一书深
刻论述了良好的品质尧职业操守对人何
其重要袁笔者认为袁该书名野自动自发冶
可理解为野自觉尧主动尧自信 尧奋 发冶袁只
要树立了坚定意志 袁富有忍耐力尧头脑
机智尧做事敏捷的好形象后袁 无论在哪
里袁 都能找到适 合自己 的好工作 好职
位袁野忠诚尧敬业 尧勤奋尧自信冶的员 工在
任何工作中都能胜出袁 都能取得成功袁
得到回报遥

阴

于品质袁天天进步尧再创辉煌冶的战斗口
号遥 又会同项目一部尧二部袁分别召开二期
工程目标专题例会尧车间现场会尧质检员
专题会尧生产协调会等曰各种会议上袁王工
以一个老工人的身份袁与大家面对面地谈
心和交流意见遥 王工善于激发工人们的主
人翁意识袁 他对工人们常说的一句话是院
野精工要成为行业领跑者袁 关键要靠质量
和技术曰鸟巢工程为精工提供了一次展示
质量和技术的大好时机袁我们要千万珍惜
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袁善始善终地保证鸟
巢工程质量袁为精工争光袁为国家体育场
建设项目做出新的贡献遥 冶
渊二冤利用宣传工具 做好 野鼓劲尧督
促冶工作遥 王工充分利用厂内的宣传窗和
车间内的宣传看板袁亲自动手袁与厂内项
目制作部共同举办以质量和进度为重点
的野鸟巢冶工程宣传报道遥 对工程制作中
涌现出来的质量先进分子尧技术能手等袁
及时进行公开表扬遥
渊三冤通过竞赛尧评比活动袁达到激励
员工尧发挥模范带头作用的目的遥 王工深
知激发工人们的主观能动性的作用遥 野鸟
巢冶工程开始后袁王工发起了多次竞赛和
评比活动遥
野保质量尧创精品冶生产制作竞赛活动袁
是王工精心策划的一次质量大行动遥 一期
工程时袁王工根据野鸟巢冶工程的要求袁制定
了精品构件的标准遥每一件构件做好后袁王
工亲自进行检验袁如果符合精品要求的袁就
在构件上贴上他做的野精品构件冶标记遥 第
二天袁对生产野精品构件冶的班组袁进行表
扬遥该项活动袁对野鸟巢冶工程整体质量的提
高袁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遥
王工又开展了野耶鸟巢爷制作质量信得
过班组尧车间尧责任人冶评比活动遥 根据工

孙正菊

作的 人能 在平凡 的岗 位上 创造 出不平 凡
的业绩袁能在工作 中不断 完善 提高 自我袁
即使 眼前 被忽略 了袁 只要 通过 不断的 努
力袁野是金子总会发光的冶遥
野对待公司要敬业冶遥 书中说院当我们
将敬 业变 成一种 习惯 时袁 就能 从中学 到
更多的知识袁积累 更多的 经验 袁就能在 全
身心投入工作的过程中找到快乐遥 的确袁
敬业 表面 上看来 是有 利于 公司 袁 但最 终
的受 益者 却是职 工自 己袁 敬业 就是尊 重
自己的 工 作袁 表现为 忠于 职守 尧 尽职 尽
责 尧 认 真 负 责 尧一 丝 不 苟 尧 善 始 善 终 等 职
业道德 遥 若 是每 个员 工都 能具 有这样 的
职业道德袁以敬 业的态度 对待 工作 袁对 待
公 司 袁 那 么 袁公 司 的 效 益 就 能 提 高 袁 就 能
在竞争中取胜袁只有公司 发展 强大 了袁效
益提高 了袁 员工 的个人 收益 才会 有保 障
有提 高袁 个人 与公司 的利 益永 远是紧 密
相 连 的 袁因 此 袁敬 业 不 只 是 为 了 公 司 袁 更
是为了自己遥
野对待自己要有信 心冶遥 这 是成功 非
常关 键的 要素 袁 因为 世界 总是 为那些 具
有真正的使命感 和自信 心的人大 开绿
灯袁无论出现 什么困难袁无 论前 途看起 来
多么黯 淡袁 他们 总是相 信 能够 把心目 中

倾情
“鸟巢” 无私奉献在精工
按照集团孙关富总经理的批示:我们
公司有一位特殊的人物袁他不是领导袁也
不是一位血气方刚的年轻人袁 他更不是
精工人袁 但从他身上可以看到我们精工
企业文化中弘扬和塑造的野精工人冶的缩
影袁 他是北京中咨工程监理公司驻精工
的监理王景尧老人袁 一位饱经风霜的工
程师遥 什么叫负责钥 什么叫爱岗钥 什么叫
集体利益尧集体荣誉最大化钥 他是值得我
们精工人深思和学习的榜样遥 带着这样
的重任袁我到制造一线作了采访遥
一尧王工鼓舞人心的思想政治工作袁
值得我们学习遥
野鸟巢冶前期工程要要
要主体钢结构于
2006 年 5 月 8 日按原定制作计 划提 前
53 天圆满完成后袁 后期工程收尾战于 6
月初开工遥 为自始自终地做好备受全国
人民关注的鸟巢工程袁 集团领导对此非
常重视袁对收尾战役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袁
力争通 过善始 善终 地做 好整个 鸟巢 工
程袁 为精工成为中国钢结构行业的领跑
者注入信心和动力遥
收尾战役打响后袁 作为驻厂监理的
王景尧工程师袁发扬他在野鸟巢冶前期工
程时取得的工作经验袁 采取多管齐下的
思想政治工作方式和方法袁凝聚人心袁将
制作工人的兴趣点集中到野为奥运袁再铸
精工辉煌冶上来要要
要
渊一冤利用各种会议做 好野鼓舞 尧启
发冶工作遥 二期
工程上马时袁王
工提出了野竭尽
全力袁 超越 自
我袁 挑战极限袁
实现目标冶和
野精于技术尧工

2006 年 9 月 10 日

轻钢浙江公司一行在兴隆植物园

徐利君

值此公司提供的旅游良机袁8 月 24 日至 28 日袁 轻钢公司制造深化设计线等
一行团队满载期盼踏上了海南这片风光旖旎的热带岛屿遥 四天的旅程让团员们
得以全身心的释放袁不仅游览了海南各处具有热带风情的景点袁更尽情领略了异
地风情袁是一次愉快而惬意的旅行遥 辽阔广袤的天空尧澄清透明的海域尧平坦柔软
的沙滩和树影婆娑的椰林几乎让所有的团员们流连忘返尧回味无穷遥 再次感谢公
司提供的机会袁让员工们在紧张的工作中博得轻松的休闲袁如今团员们又返回了
工作岗位袁以更加饱满的激情尧最佳的姿态开始迎接新的工作任务的挑战遥

海南之行
阴财务部

的眼前游过袁仿佛生活一点也没
有受到打扰遥 这是一场视觉的盛
宴袁也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袁大自
然赐给人类如此旖旎的景色袁需
要我们用心去关爱呵护遥 午后袁
一场热带特有的雷雨给人带来
精工钢构财务部一行在公司承建的三亚野美丽之冠冶前合影
丝丝凉意袁在细细的雨丝中漫步
蓝天白云尧椰林树影尧水清沙幼袁美丽的南 兴隆热带植物园使人感受到别样的滋味遥
海风光令繁忙的都市人向往遥 近日袁精工钢构
随后的一天充实而愉快袁车览红色娘子军
财务部一行 16 人来到海南省三亚市 旅游观 塑像及万泉河风光后袁我们特请导游带我们去
光袁零距离体验热带风情遥
参观由精工钢构承建的野博鳌亚洲论坛首届年
飞机凌晨抵达三亚袁第二天一早我们的团 会的场馆冶尧和第 54 届世界小姐总决赛举办场
队随导游来到素有野天下第一湾冶之称的亚龙 馆要要
要三亚野美丽之冠冶袁并在这座迷人的建筑
湾沙滩遥 沐浴着明媚的阳光袁享受着清澈的海 物前集体拍照留念遥 在这南国风光之中看到精
水袁团友们根据自己的爱好选择潜水尧游泳等 工的得意之作袁作为精工钢构的一份子感到由
水上项目自由活动遥 潜水是一项充满冒险色彩 衷的自豪遥 下午攀登完海南第一山要要
要东山岭
的活动袁但亚龙湾的潜水是有一对一的教练全 后袁令人期待的海鲜大餐也拉开了帷幕遥
程保护袁绝对安全遥 进入蔚蓝色的海底袁令人兴
最后一天的重头戏是游览传说中能见证
奋地难以自抑遥 一簇簇绚烂的珊瑚礁盘踞在神 忠贞爱情的圣地要要
要天涯海角遥 说是天涯海
秘的海底袁色彩斑斓的鱼儿们悠闲的在潜水者 角袁其实就在公路附近遥 古时候袁由于交通闭塞袁

边国海

海南岛人烟稀少袁荒芜凄凉袁是封建王朝流放逆
臣之地遥 流放到这里的人袁在这野鸟飞尚需半年
程冶的地方袁来去无路袁只能望海兴叹袁故谓之
野天涯海角冶遥 宋朝名臣胡诠哀叹院野区区万里天
涯路袁野草若烟正断魂冶遥 唐朝宰相李德裕用野一
去一万里袁千之千不还冶的诗句倾吐了谪臣的际
遇遥 这里记载着历史上谪臣贬官的悲剧人生袁经
历代文人墨客的题咏描绘袁 成为富有神奇色彩
的著名游览胜地遥 作为新时代的旅游者袁我们的
心境尤如重返童年袁 有的团友赶紧在镜头前定
格下最灿烂的笑容曰 有的团友则忙着捡拾贝壳
作为留念袁沙滩上一行行斜斜的脚印袁记录着我
们美丽的旅程遥 迎着海风袁听着海水拍打礁石袁
感受浪花亲吻自己的脚丫袁 这种惬意舒适使平
时的烦恼压力一扫而光袁不由的使人心情愉悦袁
充满活力遥
虽然旅行很快就结束了袁但大海却让人拥有
了宽广的胸襟和广阔的视野袁 给人以无限的启
迪遥 感谢三亚袁感谢海南袁感谢精工遥 愿以此为起
点袁以全新的精神面貌迎接工作和生活的挑战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