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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信至上

文/浙江绿筑

把满意留给客人
文/皖西宾馆
前段时间袁 皖西宾馆参加了安徽省诚信饭
店评选袁获得了良好的成绩遥 我们在对照评选标
准做准备的过程中袁 也从理论上得到了进一步
提高遥 诚信饭店要求饭店有专门的组织保障尧规
范服务尧规范管理尧安全要求和完善的投诉管理
等多方面保障客人的权益遥 下面的一个小故事袁
从 一 个 侧 面 反 映了 诚 信 对 饭 店 经 营 的 重 要 意
义遥
美国的节日很多袁每次到了节日袁也是旅馆
业最忙碌的时候遥 去年感恩节袁我们全家到拉斯
维加斯去旅游袁 预先订了豪华的凯撒宫大酒店
的房间袁标准房每晚一百五十九元袁用信用卡预
付了帐单遥 到了那里袁接待的小姐一查电脑袁发
现我们预订的房间已经没有了袁于是问我袁愿不

影视趣评

愿意升等级袁到二百五十九元的房间袁但是要多
付一百元袁我当然不愿意遥
她思考了一下袁然后说袁那么给你们升等级
到二千五百元的高级套房袁我听了觉得奇怪袁我
已经不愿意多付一百元升等级袁 现在却要我升
到二千五百元的豪华房间袁 这多出来的钱我们
更不愿意付了遥 不过袁小姐笑眯眯地说袁如果升
到二千五百元的房间是不要你多付钱的袁 我们
还是按照一百五十九元收费遥 一开始我还以为
自己听错了袁仔细盘问才知道有这么一件好事袁
于是何乐而不为袁全家住了一夜最高级的套房遥
回来后始终不明白这是怎么一个逻辑遥 二
百五十九元的房间要另加钱袁 二千五百元的房
间却不要加钱遥 不久前袁我们再度到这家酒店住

宣巍

宿袁我特意找了他们的经理询问袁为什么住二百
五十九元的普通房间要我多付差额袁 反而是二
千五百元的豪华房间袁你们可以慷慨提供钥
这位叫史密斯的经理同样非常耐心地回答
了我的问题院当时我们由于房间紧张袁所有的普
通房间已经订满了袁 只剩下二百五十九元的房
间遥 我们估计二百五十九元的房间一般消费者
也还是可以接受的袁所以销售得出去袁才让你多
付遥 即使你不住袁其他人也还是会来住的遥 但是
几千元的豪华套房销售比较难袁 没有人预订的
话袁一般是不会临时来住的袁因此我们就干脆给
你享用袁空着也是空着袁让你享受一下袁你不 就
是我们的回头客了吗钥 而且袁你对这样的超值服
务一定会满意袁当你向朋友介绍这段经历袁不就

是在为我们促销吗钥 说完袁他非常自信地笑了起
来遥 这位经理还补充了一句袁哪一天袁如果连豪
华套房也都订完了袁 我们还会拿出更高等级的
房间给你遥 我们愿意让客人占到好处袁也不影响
我们的声誉遥
作为一个大型的酒店袁 形象和服务就是它
的生命遥 客人预先向酒店订好的房间袁就是它对
客人的承诺袁也是双方一个没有写下来的契约遥
于是为了遵守契约袁为了保持形象袁即便是酒店
吃亏袁也要让客人享受到最满意尧最守信誉的服
务遥 我们常说野酒店是什么袁只不过是一种家的
温馨冶袁家庭的氛围就是相互信任尧相互扶助遥 诚
信是服务的基石袁从你的第一个电话尧踏入酒店
的那一刻起袁就贯穿在服务的始终遥

感悟生活
文/上海诺派

李一凡

体会生活
文/集团总裁办

人生在世袁 与我们相伴的有两位朋友袁一
是失败袁二是成功遥我们选择成功袁不但要从失
败的阴影里走出来袁 而且要总结失败的教训遥
经过黑夜而又渴望见到日出的人袁最能感受太
阳冉冉升起那一刻的光芒遥
繁忙的生活容易 使人精神 紧张尧 焦虑不
安袁 但如果你懂得如何在黑夜里寻回自我袁将
发现人生不尽是苦闷遥 当然我们不可能浪漫地
去看朦胧的远树尧可爱的山脉尧多情的溪流袁但
可以下班后看看书袁逛逛街袁或躺在床上想一

陈俐坊

想亲人袁可以在夜里把自己溶化在无边的幽美
恬静里袁这是一种空灵神远的净化 袁也正是心
灵最自由的一次飞翔袁这时黑夜就给了我们白
天给不到的幽韵和醇美遥
夜里看看天际和萤火袁 看看孤 月和疏 星袁
既 是 身体 疲 累的 休 整 袁 也 是 心情 烦 乱 的 调
节遥 造 物主给了我们一个白天袁一个黑夜袁也
就给了我们工作和休息的权利遥 身体是 革命
的本钱袁 健康是比金钱更重要的财 富遥 失 去
生命中占了一半光阴的夜袁 也就 把一半 生命

失去了遥
人生在每一个时期都因工作而快乐遥 工作
对于我们来说袁不仅仅解决了住宿尧吃饭等实
际问题袁而且还获得了一个学习的机会遥朋友袁
珍惜来之不易的工作袁也是对自己的负责浴
天空中候鸟群飞尧草原上角 马迁移袁 目的
是为了生存袁或者为了高于生存的生活袁这个
过程的种种挫折袁为我们所刻骨铭记遥 即使岁
月流逝袁也不 可能抹去今天的际遇袁为了生存
或改变生活袁我们现在要好好地生活遥

生活的代价
文/子峻

趣评 2012
从叶独立日曳尧叶哥斯拉曳尧叶后天曳一路走来袁
直到 现在的叶2012曳袁艾默 里奇的 灾难片 还真 是
震撼袁外星人尧怪兽尧地质灾害袁基本上所有的不
可抗力都用上了袁随着特效技术的发展袁出来的
效果也是与时俱进遥 当在片中看到大楼里冲出
的地铁袁飞机将将擦过的一幕时袁真的可以说是
目瞪口呆袁连爆米花都忘了吃了遥 全片看完袁还
是给我留下颇多感受袁特此拿来同大家分享遥
这部叶2012曳最具现实意义可算是大大肯定
了中国的国际地位遥 首先袁是对我国行政效率的
肯定袁老美都说了袁能瞒着全世界造这么些大家
伙袁只有中国能做到遥 的确袁在中国袁组织上一句
话袁人力尧物力尧财力全方位配套遥 你放美国袁物
力尧财力是够了袁但哪里找那么多人力呢遥 印度
的人力是够用袁但物 力尧财力恐怕还欠发达吧遥
所以袁有难处袁找中国遥
其次就是我国的影响力了袁 仔细数了一下
片中为了拯救人类的八国集团会议袁 虽说只看
到了七个国家袁但考虑到最后造船的地点袁剩下
那一个就肯定是中国了遥 结合前些日子另一个
大片叶特种部队曳袁原版里面三颗飞往世界各 地
的弹头袁除了国内公映版本中提到的美国一颗尧
俄罗斯一颗袁 剩下那颗出来就被毁的弹头的目
标正是北京袁 可见无论在各国领导人还是恐怖
组织眼里袁中国都是无可争议的大国遥
再则袁就是从本片来看袁国外的藏独分子还
是少数袁主流的大片都立场坚定地表明了袁西藏
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袁你要是分裂了袁谁能
帮你们造诺亚方舟不是遥
最后袁片中的一些细节也值得去分析一下袁
比方说袁从最后登船的人员构成来看袁体现了中
国是个博爱尧无私尧低调尧清廉的民族袁不单登船
的没几个中国人袁头头脑脑也相当低调遥
再比如老美现在 从上到 下都是黑 面孔了 袁
可见在好莱坞奥巴马绝对是有群众基础的遥 当
然袁施州长也不差袁绝对 是干事业尧上通告两不
误袁连任到 2012 肯定没问题遥
日本 是 OUT 了 袁上 次在 叶后 天 曳 里 面 还 有
不少镜头袁这次就一个路人甲而已遥
最后古人说袁选风水要背山面水袁可现在看
来袁我们也要与时俱进了遥 到了 2012 还这么住肯
定是野杯具冶袁还是搬去西马拉雅顶上比较保险遥
拉拉杂杂写了一大堆袁总结起来就是袁无论
思想上尧精神上尧视觉上袁 叶2012曳都绝 对是值 得
进电影院看的一部大片遥 看完之后袁大家一起期
待 2012 年圣诞档艾默里奇的新片吧遥

这个世界最美丽耀眼的风景是什么钥
这一个问题袁一个会得到无数种答案的问
题遥 因为袁每个人都会因为不同的人生经历得
出自己的答案遥 我眼中最美丽耀眼的风景是什
么钥
这个世界最美丽耀 眼的风景 应该是 阳光
高楼下袁绿树碧水间孩 子纯真的笑靥袁大人轻
松的步伐袁老人慈爱的目光遥因为袁无论岁月如
何流逝袁树木都将因真诚而茁壮袁花儿都将因
善良而绽放袁溪水 都将因博爱而流淌袁孩子都
将因关怀而成长袁生命都将因心灵的彼此交融
而激昂遥 只有拥有了这些袁我们的生活才会蓬

勃奔放遥
在这个物欲的社会袁我们因自己的辛劳而
得到许多遥 蓦然回首袁却发现在此期间袁不经意
间失去的袁却是生活的车轮如何转动也不能够
失去的东西遥 也许袁我们从不曾如今天这般深
刻地感受到家庭和睦袁邻里和谐袁人与 人间的
诚信友爱是如此地重要遥 这些与我们的生活不
可或缺的因素一旦失去袁无论物质是如何地富
有袁我们的生活都将因缺乏生机与活力的源泉
而黯然无光遥
在这个生存压力空前巨大的年代袁在生活
的道路上负重前行的我们袁已经很少能有时间

想起这些道理袁因为生活的重担让我们无暇再
去顾及这些于我们来说极其重要的道理遥 生活
在这个瞬息万变的时代中袁 我们是幸运的袁但
也是不幸的遥 之所谓幸运袁是因为这是一个物
质空前繁荣的时代袁我们的脑海中没有挨饿的
记忆袁 那曾经是我们的父辈挥之不去的梦靥曰
之所谓不幸 袁 是因为我们是被 物质劫持 的一
代袁物质几乎成为我们生活的全部内容和人生
的全部目标遥
野这是生活的代价浴 冶一位朋友曾经这样对
我说袁不知道以后我会不会这样对我的孩子说
噎噎

换一种心态会让您得到更多快乐
文/华南事业部

杨晓平

据 说 在杭 州海 潮寺 有 一副 对联 袁 对联 的内 容
是院四大皆空袁挂 挂单袁 无分你我 遥 万缘 放下袁 养养
神袁各自东西遥
对联后面的故事是说一小和尚到寺里挂单 渊挂
单意指云游的和尚到寺内暂住冤遥 他看到这里的和
尚一团喜悦袁便 请教住 持院野师 父袁我 如何才 能成为
一个自己愉快袁也能够带给别人愉快的人呢钥 冶住持
送给他四句话院野一把自己当成别人袁二把别人当成
自己袁 三是把 别人当成 别 人袁 四是 把 自己 当 成自
己遥 冶小和尚追问何意袁住持笑答院野这要你自己解袁
解出来了袁便能悦己悦人遥 冶
之后袁 小和尚带着这个疑问云游四海袁 渐渐成
为了大家敬仰的高僧遥 多年后袁在听闻那位住持仙
逝时袁他焚香遥告院野师父袁我而今懂得袁当你感到欣
喜若狂 或痛苦 沮丧时袁 你把自 己当 成别人袁 那 得意
和失意 自然便 减了一 半袁 心态 平 和自 然能 广 结善
缘遥 当你看到他人落难受苦时袁你把他当成自己袁便
可以真正理解他人所求袁因为懂得袁所以慈悲遥 结缘
亦要随 缘袁第 三句话讲 的是无 论你付 出多少 袁 无论
你所求 非求袁 他人就是 他人袁 你可以己 所不 欲 勿施
于人袁 但不可用 己之欲 强施于 人袁这 样你尊 重 了他
人的自由袁也就给了自己自由遥 做到第四句最难袁因
为佛家 最讲究 一生所修 袁唯明 心见性 袁只有 自 觉自
悟袁自信方自在遥 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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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峰

水墨澜庭的
台门情节
古城绍兴多台门遥
绍兴的台 门袁其 格调淡雅 袁自然 古朴袁 造
型独特袁在江南宅第建筑艺术中袁占有重要的
地位遥
曾经穿行在绍兴的大街小巷寻访着那一
个个的台门遥 现绍兴鲁迅纪念馆袁原为鲁迅故
居所在的周家新台门袁建于清乾隆末年袁原为
正屋五开门五进袁 台门斗悬有蓝底金字 野翰
林冶 匾额遥 坐落在劳动路的周恩来故居百岁
堂袁是一座具有明代建筑风格的台门遥 位于笔
飞弄的蔡元培故居袁 为蔡元培之祖父蔡嘉谟
于清道光年间购置袁第一进建筑年代较早袁颇
具明代建筑风格遥
看多了台门袁这一情节凝聚下来袁于是便
有了水墨澜庭的翠筱庭遥 古时候绍兴台门的
名称袁有以官衔命名袁有以科 举功名 命名袁 有
以行业命名袁有以建筑形式命名袁也有以原来
宅主的姓氏命名袁林林种种遥 水墨澜庭的翠筱
庭以苏轼叶于潜僧绿筠轩曳野可使食无肉袁不可
居无竹冶取义袁并在园区周围种植了翠竹作为
景观袁 充分表达了对居住环境相当高雅的品
味遥 因为竹是代表着超凡脱俗袁清新高雅袁也
代表着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存袁相辅相成遥
传统绍兴台门其格局大抵如此院 大门上
顶一般有屋檐挑出袁台阶古框袁里面为进堂式
住宅袁或三进尧五进尧七进袁砖木结构袁石板 铺
地袁 有的还有石萧墙遥 绍兴台门大都屋宇高
大袁 天井 开阔 袁 天 井 即 院 子袁 绍 兴 人 称 做 野 明
堂冶袁然后为几进的 两层楼屋 袁各进 楼屋之 间
都有野明堂冶遥 走进水墨澜庭台门式排屋的大
门袁一方天井施施然的呈现在眼前遥 午后的阳
光投射下来袁在天井里形成了一个方框袁看着
方框袁似乎旧时候的打弹珠尧跳皮筋游戏又像
电影一样从方框里呈现出来了遥 天井的主要
功能是通风尧采光遥 为什么要弄一个天井呢袁
据说有一个说法叫院野四水归堂冶袁是因为天井
的四面是四间屋的屋面袁 屋面上的雨水都会
淌到天井里袁这叫作野肥水不落外人田冶遥
穿过栽满竹木草花的天井袁 沿碎砖铺就
的小径而过袁拾阶而上袁以达 二门袁 内门是 绝
对的宏伟气魄遥 记得旧时候绍兴台门的台门
斗里袁多悬有匾额袁称为门匾遥 门匾有蓝底金
字的袁有白底黑字的曰悬挂的 格式袁 有横卧 式
的袁也有直竖式的袁而以蓝底 金字尧 直竖式 悬
挂为显赫遥 门匾上的题字袁或昭以台门主人的
官衔袁或昭以台门主人科举的功名遥 想到这里
我在想袁是不是我也应该在门上悬一方匾袁写
上野书香门第冶或者野海纳百川冶遥
水墨澜庭台门式排屋将传统台门的进堂
式住宅幻化成一个三层住宅遥 并且在建筑过
程中引进北美超轻钢住宅体系袁 使其具备环
保袁 更 优 秀的 保 温 尧 隔 热 尧隔 音 功 能 袁 抗 震 性
能袁抗风及耐雪性能袁防湿气 侵害袁 防白蚁 侵
害等优势遥 超轻钢建筑体系的采用袁赋予了水
墨澜庭台门式排屋更深刻的含义袁 同时也让
绍兴台门焕发了时代的光彩遥
水墨澜庭 台门 式排 屋其内 部的 布局 呈
野田冶字格式遥 野田冶字格式中规中矩袁但又不局
限于传统遥
架空层规划了休闲娱乐区袁 停车上步就
可以尽享生活的乐趣遥
一层是生 活区袁 客厅尧餐 厅尧厨 房皆在 于
此遥 携家人或三五好友袁看着窗外摇曳的翠竹
品尝着美食尧香茗袁乐趣无穷遥
二尧三层是起居区遥 看着父母在阳台晒着
暖洋洋的太阳袁孩子在书房快乐地读着课文袁
妻子在楼上汗流浃背地跳着健身操遥 幸福生
活其实就这么简单遥
绍兴的台门袁 积淀着绍兴深厚的历史文
化袁具有绍兴的独特风情袁它反映了各个社会
历史阶段 的人文风貌和 民间建筑的艺术 特
点遥 水墨澜庭的台门式排屋既是对绍兴传统
台门的继承袁又是对传统的发扬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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