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午觉醒来，窗外的雨依旧淅淅沥沥
下着。

原本是喜欢雨的人，因为晚上听音
乐会，出门难免不方便，可江南雨水充
沛，也无可奈何了。

一个人撑着雨伞在车水马龙的街
道行走，陌生的人群，汽车的喇叭声，林
立的店铺，热闹无比。走进路边的音像
店，在各种丰富的碟片里找寻自己的喜
爱。那些风靡排行榜的歌，怎样穷词竭
力宣扬，丝毫打动不了我。喜欢周杰伦。
《东风破》是我极为喜欢的歌。曲调含蓄
温婉，有宋词的味道。他用他那独有慵
懒落寞的唱腔演绎了少年忧伤情怀。
“谁在用琵琶弹奏一曲东风破，岁月在
墙上剥落看见小时候……”似水年华，
汩汩流过。琵琶声声，青春年少。随风飘
渺……

行走在繁华的街道上，路两旁各种
植物在雨水的滋润下显得无比清新艳
丽，潮湿的空气里，散发着植物绵密的
气息。入眸的老式建筑在尘世的喧嚣里
安然伫立。喜欢老式建筑，厚重而沉实，
带着时光的苍凉，寂静地保持着它们贵

族般的傲姿。这座城市，因为有了它们，
多了份旖旎和沧桑。我迷恋这份沧桑！

黄昏时分，路过外白渡桥，沧桑斑
驳的大桥，修旧如旧地横卧在苏州河
上，年少时常常和伙伴们路过并小憩在
此。喜欢爬在栏杆上，看水面上川流不
息的船只，听汽笛声声，兴奋不已！此

时，依旧喜欢站在桥上看两岸的风景，
而青葱岁月的繁华，都已止息。立在桥
上，静看古老的弄堂，经年的建筑。带着
尘世里老去的沧桑，斑驳而黯淡。浸透
着落寞的美。我喜欢这份意境，它包含
着尘世的苍茫，蔓延了旧时光的某些气
息……

依然美丽的桥，穿桥而过的水。一
些曾经流逝的美好，凋零的美景，失去
的身影，都在这暮色四起的寂静中被想
起。有风吹起，夹杂着漂泊的无奈，百转
千回的的归来，那甜蜜的疼痛，已无处
遁迹。刹那间，某些孤单，无所依靠……

雨肆意弥漫着，丝毫没有减退的迹

象。赤脚穿着凉鞋，走在积水的路面上，
飞溅在脚背上，有了凉意。裸露在外的胳
膊，也清冷冰凉。推门进入热饮店，寻了
个窗口的位置坐下。一杯热饮入了口，渐
渐有了暖意，听着店堂内柔柔的音乐，心
身怡然！

偶尔瞥见桌面上的时尚杂志封面

上，巩俐，穿着宽松的白色衬衣，微卷的
长发飞扬着，嘴角微微向上，浅浅的笑
意，眼身迷离又坚定。一种张扬的美丽！
喜欢巩俐，像一朵永不凋谢的玫瑰，明
媚地绽放！

湿漉漉的街道上，我依旧慢慢走
着，飘落一地的梧桐树叶，随着风懒懒
地打着圈。青黛色的天空下，时空万物，
在江南细雨浸湿中，无端生出几分清
冽。路过十字路口。往左拐弯，没走几
步。右前方，看见了上海大剧院———我
今晚的目的地。宏伟的建筑，独特的造
型，新颖之极！
无意往左一瞥，怔住了。一株株依墙

而立的夹竹桃在雨中姹紫嫣红开放着！
雨中，似竹的枝叶里包裹着一株株、重
重叠叠的粉红花瓣，花开正浓，洋洋洒
洒，明媚着夏日，也把尘世的嘈杂静静
地屏蔽在红尘之外！

想起音乐会上即将能听到儿子的
演唱，不由得抬起脚来。转身，回眸看见
夹竹桃在绵绵细雨中，依然娇媚地开
着！十里、百里、千里幽香！

（蚌埠公司 黄静）

杭州刚评出的“十佳 HR经理人”之一，
浙江印象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人力资源副总周
蔚在回答“如果在单位里受到上级的不公平
对待，应该怎么办？”的问题时说：你要耐心
倾听和观察，不要表态，要冷静分析上级为
什么对你不公平，动机是什么？每个上级的
工作职责和承担的压力，是下级所不能了解
的，有时候上级会故意给你“不公平”，我们
管这个就叫制造“逆境伤”。我手下有三个经
理，三个经理的月薪是不同的，有一次，刻意
给月薪最低的那位安排了一个难度很大的
项目给他做，我要看他会不会说“拿的钱最
少，干的活最多”，我就是要考验他的抗压能
力。
看了她的回答，我深有感触。是啊，很多

抱怨“不公平”的人，只想到受到了“不公平”

待遇，没有深刻地去想为什么会受到“不公
平”，以至于在这个“不公平”的沼泽里越陷越
深。任何一个环境都不可能完全公平，关键
是如何去释然和改变“不公平”。
行为养成习惯，习惯成就优秀；优秀铸

就品质，品质改变命运。
平衡心态，把所有的“不公平”视为问题，

既然是问题，就肯定有解决它的办法，把所有
的“不公平”视为考验，只有脚踏实地、努力
奋斗才是接受考验的唯一办法。多想想之所
以会受到“不公平”，肯定自己还有不足之
处，要利用“不公平”给自己动力，把所有的
“不公平”视为“逆境”，把所有的抱怨都收起
来，在“逆境”中求生存，这也是一个锻炼和
挑战自己的机会。

（物管公司 俞永梅）

祝福

HappyBirthday

本报祝 9、10月份出生的同仁生日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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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边落木萧萧下

本报讯 为适应集团公司规模的不
断扩展和人员的日益增加，提高员工的
组织归属感及凝聚力，增强企业的综合
实力，近期，经拱墅区米市巷街道党工委
批准，集团公司党支部、工会相继成立。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 90周年之际和
我国“十二五”规划的开局之年成立党支
部，这对于集团公司发展具有特殊意义，
这是公司发展的重要阶段、新起点和里
程碑。回顾公司的发展历程，我们认识
到：抓党的建设，就是抓企业的发展；有
了党支部，企业就会在党的领导下进一
步做大、做强。
在新的发展格局和利益关系下，集

团公司工会委员会的成立，也将以“和谐
之本”为宗旨，以维护职工利益为基本职
责，以调整员工与公司管理的关系为工
会工作关键，建立健全工会组织监督机
制，最大限度发挥员工的积极性、主动
性。集团公司工会由许尚志同志任工会
主席，涵盖杭州盛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杭州青枫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杭州
欣北投资有限公司、浙江新宸宜投资有
限公司、杭州新南北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浙江汇丰实业有限公司、浙江福田房
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等 7家公司。
作为非公有制企业中的党、工组织，

新南北集团党支部、工会将认真履行职
责，准确定位，积极推进企业党工共建，
促进企业健康和谐发展。 （周 游）

【编者按】为积极响应集团公司在年初确定的“制度培训年”号召，根据半年度会议精神，集团公司在 9月份先后组织了销售人员、工程管理人员、新员工入职等
培训会。通过培训，员工对自身能力和不足有了准确评估，将自身努力方向与企业发展前景进行了更有效地结合，公司也达到了促进企业与员工双向沟通的目的，增
强企业的凝聚力和竞争力。
本期《新南北报》专题报道集团公司 9月份组织的一系列员工培训。希望通过培训，大家能够进一步熟悉公司的各项制度和流程，并在今后能继续加强制度学习

和执行的力度，通过不断提升自身专业知识水平和工作能力，适应公司品质建设的要求。

搭
建
企
业
党
群
纽
带

构
筑
完
善
工
会
体
系

︱
︱︱
集
团
公
司
党
支
部
、工
会
成
立

集 团 公 司 9 月 份 积 极 开 展 员 工 培 训

9月 7—8日，集团公司营销管理中心组织
集团及所属公司各销售部副经理以上管理人员，
进行了为期两天的销售管理制度及营销管理专
题培训。培训会由销售总监马奕林主持。

与会人员首先认真学习了《管理手册》中
的《销售管理制度》和《所属公司营销管理办
法》。马奕林总监对两个制度中的重要条款、
《管理手册》第一辑和第二辑中的修改变动及
其原因进行了深入解读。与会人员也分别结合
日常工作的实际情况，就两个制度的具体操作
细节进行了热烈讨论。与会人员还接受了关于
团队建设和案场管理等两个营销管理科目的
专题培训，讲师们关于团队建设和案场管理方
面的独到见解和生动案例的分享使与会人员
受益匪浅。

在本次培训后，营销管理中心还计划组织各
项目销售部员工之间进行相互参观学习，使各项
目销售部之间互相取长补短，同时让员工进一步
增进对公司发展和各项目进程的了解。

（营销管理中心）

9月 16-17日，集团公司总师办组织集团相关部门及各所
属公司工程管理人员，开展工程管理制度学习及工程防渗漏培
训会议。培训会由总师办主任潘敖生主持。
与会人员首先认真学习了《管理手册》中的关于工程管理、

工程品质的相关制度流程。随后，总师办副主任高相华等结合幻
灯片，分别从土建和安装角度对《杭州市住宅工程常见质量缺陷
防治措施 100条》进行了讲解。会议还根据公司品质建设会议的
精神分发了《工程施工管理规程》（讨论稿），用以指导工程管理
人员对工程进行全面地质量控制，确保工程施工处于受控状态。

此次会议将工程防渗漏作为培训的一个重点，特别邀请了
格雷斯防水材料厂总工程师叶军就屋面、地下室的防水工艺要
求等进行专题讲座。与会人员也分别结合日常工作的实际情况，
就工程防渗漏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
会议还安排与会人员实地参观了绿城青山湖玫瑰园项目，并听

取了项目负责人就工程管理工作所作的介绍。大家对绿城集团工程
项目部间相互交流学习及“样板先行”等做法留下了深刻印象。

会议最后，集团公司执行总裁许尚志要求：首先，工程管理
人员要加强学习，提高自身管理水平；其次，各所属公司分管工
程副总要加强对组织规范、制度、流程的学习；最后，大家要对原
有的制度加大执行力度，对新编制的管理规程在学习讨论后应
形成书面意见进行反馈。 （总师办）

销售管理制度
及营销管理培训班

工程管理制度学习及
工程防渗漏培训会

为了帮助新员工尽快了解并熟悉企业文化，
掌握主要规章制度及流程，提高个人职业素养，9
月 26日，新南北集团 2011年度新员工入职培训
会在集团三楼会议室如期举行，19名 2011年度
新入职员工参加了此次培训。

培训会由集团公司办公室主任助理吴珊民
主讲，他利用 PPT资料，系统地向新员工介绍了
新南北集团的企业简介、公司理念、企业荣誉、企
业文化、公司开发项目等企业基本情况，同时围
绕集团公司《管理手册》第二辑，着重对《人事管
理制度》、《员工考核办法》、《劳动纪律管理制度》
及薪资福利政策等与员工紧密相关的公司制度
进行了详细讲解。
最后，全体人员就此次培训的相关内容进行

了考试，所有人员的成绩均在 90分以上，其中 7
位员工得到满分。今后办公室将更及时地开展新
员工入职培训，进一步丰富培训的内容，同时在
培训的方式进一步创新，以推动公司的制度化、
规范化管理工作进一步发展。

（办公室）

2011年度新员工
入职培训会

与会人员实地参观青山湖玫瑰园项目

本报讯 9月 29日，建德市市长董悦主持
召开了中心城区改造项目———建政储出
（2010）28号地块项目专题督查会议。建德市副
市长叶万生，市府办、建设局、卫生局、国土局、
气象局、国资公司、农行等部门、单位负责人出
席会议。集团公司总裁陈烟土、建德新南北置
业有限公司总经理张光荣应邀参加会议。
与会人员在实地踏勘了该项目工程现场

后，认真听取了项目推进情况的汇报并进行了
讨论研究。最终会议明确提出：要多措并举，切
实加快项目拆迁工作，在明年“两会”召开前实
质性启动该项目。
会议对该地块项目的前期工作进行了具

体分工，并明确相关责任。拆迁工作由建设局
总负责。针对农行的拆迁，会议明确由叶万生
副市长牵头，建设局负责，将原财政大楼作为
农行的拆迁过渡房使用，并要求在 10月 15日
前明确选址设计、过渡方案和安置面积等问
题。在农行选址方案通过后，尽快组织项目规
划设计方案论证。
会议强调，各相关部门要强化协调，全力支

持配合形成合力。会议要求，整个项目以叶万生
副市长为总负责人，做好项目协调工作，加快拆
迁，加快建设。市建设局、卫生局一把手要负总

责亲自抓，明确分管领导专门抓，并
调整充实拆迁工作力量，确保责任
到人、落实到位。气象局明确一名领
导，加强与建设局和建德新南北置
业有限公司的对接，尽力支持，全力
做好服务工作。

此次会议的召开，体现了建德

市政府对该项目的重视与支持。相信
在市政府的正确领导和强力助推下，
该地块的开发建设将顺利进行。建德
新南北置业有限公司将秉承集团公
司的企业宗旨与经营理念，追求品
质、精益求精，为建德市经济发展提
供不竭动力。 （建德新南北办公室）

建德市市长董悦召开专题督查会议
多措并举推进建政储出（2010）28号地块项目建设

董悦市长（前排左二）正在陈烟土总裁（左一）的陪同下视察项目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