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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并接受了好的意见，为了实施这些意见，我们必须要确

YG-1的同事们：
大家辛苦了！

保利益最大化。生产性提高、不良率为“0”、成本节减、促

2月份春节，因全世界流行的新冠肺炎疫情，限制了人

进销售、工作方法改善等所有的活动，最终是为了创造效

员的流动、封锁了部分的区域，员工不能回老家过年，在此

益。

向大家表示慰问。目前，中国的一些地区，接连发现新冠肺

虽然全体员工从事的工作不同，但希望我们的目标集中

炎的确诊患者，至今没有稳定下来，因此我们所有的员工要

在利益最大化上，只有这样才能够发展为大家向往的好的公

彻底做好个人卫生和疫情预防。

司。

热爱工作 提高效益
YG-1的同事们：

YG-1的同事们：

受疫情的影响，今年的世界经济也会有很多的不确定性

因疫情，我们的生活会受到很多持续的制约和磨难，但

和持续的低糜，可以预知会有很多的困难并遇到逆境；2月

相信有朝一日会稳定下来恢复正常的生活。希望我们继续努

份天数少，春节休假，工厂开动时间减少，难免是苦战的月

力克服困难，期待黎明的那一天早日到来。

份，但去年我们克服各种困难成长，因此只要我们团结一心
努力时，相信我们一定能够成长。
2021年，中国工厂的核心目标是利益最大化。公司的最
终目标是创造利润，去年底和大家面谈时听到了很多的意
地区经销商

春节休假期间，希望大家注意身体健康，度过愉快的节
日；并向疫情期间不能回老家过年的员工们，再次表示慰
问。
希望大家更加健康，家庭充满幸福。
◆疫情提示
2月，截至北京时间2月9日，全球累计确诊新冠肺炎病例106952085例，累计死
亡病例超过233万例。我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
无症状感染者15例，其中境外输入14例，本土1例（在黑龙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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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益活动——送温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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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调整过来的人要比花一个

敬畏，要花很长的时间去了

月甚至一年时间调整的人要

解客户，知道他们的核心需

优秀很多。

求是什么，永远不要干出把

怎么才能做到每日如一
的激情？本质上取决你要成
为一个什么样的人。
如果你连每天准时上班

2月10日，春节来临之际，我公司员
工代表到黄岛区金鼎山老年公寓，代表全
体员工给老人和残疾人士带去了节日祝福
和一份关爱。
因疫情防控要求，为了保障老人的身
体健康，此次送温暖活动没有到护理间看
望老人和残疾人士，但全体员工为他们准
备了护理用的毛巾、香皂以及过节的袜子
和米面油等用品。
敬老助残是我们的传统美德，作为企
业，在发展中不断履行着社会责任和义
务。希望通过全员努力，帮助更多的弱势
群体。弘扬企业文化，传播爱心，弘扬中
华民族敬老助残的传统美德，为社会公益
事业添砖加瓦。

知 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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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事情都做不到，连早起

当你了解客户，你需要
知道你有什么东西比客户
强，你能够在哪里帮助到你
的客户。

不管你在什么岗位上，

你都控制不了，专注都控制

所谓对客户的敬畏之心

我们每个人在做每个职

只要踏进公司，甚至说在家

不了，那么你是控制不了自

并不是一味打击自己的自信

业的时候，最难的是每天都

里起床要开始进入状态的时

己的人生的。

心，而是说承认自己对客户

保持激情。而这基本上是一

候，你永远都有饱满的激

个人优秀与否最重要的一条

情。

日复一日的激情

我们每个人都会受挫，

标准。

春节前夕，公司为全体员工送上一份礼品。

梳子卖给和尚这样的事。

对客户有敬畏之心
这个客户是广义的，一
个企业中，部门之间、工序

不够了解，所以要花大量的
时间去了解客户。
管理者、工序负责人总

如果你的激情能够每日

有的人状态不好，可能需要

如一，你的一天就等于别人

一个月的调整，甚至一年都

做好事情的第一条叫做

不到。如果自己做不到，不

的很多天，日积月累年复一

很消沉。但有的人可能今天

激情，第二条叫做敬畏之

能够以身作则，自然就不能

年，你就变成了你想成为的

状态不好，花一天的时间就

心。

塑造出高素质团队，人在职

那个人。

可以调整过来，显然一天就

之间也是客户的关系。

我们要对每个客户保持

是去要求下属，但自己却做

场，要深刻认识到这一点。

合出示健康码、配合体温检测、保持社交距离，双手不要

春节度假

直接触摸眼口鼻。返乡过年，注意不聚集，与他人保持距

戴口罩、不聚集、勤洗手

手消毒剂清洁双手。回家后，将日常穿的外套挂在门口，

离。去商场等人多的地方时如有条件，用消毒湿巾或免洗

与在家穿的衣物分开放，并要及时清洗双手。
很多人习惯网购，收到快递后，应先用酒精或稀释好
的84消毒液喷洒在快递包裹上。尽量在门口拆开包裹，及

这个春节，为了疫情防控，一部分人就地过年，做出

时把外包装扔进垃圾桶，不建议把外包装带进家中。取出

了自己的贡献。市疾控中心提醒广大市民，节日更不能放

包裹中的物品后，可以用酒精喷洒消毒，或将物品放在通

松疫情防控，外出应注意加强自我防护。

风处30分钟。最后，别忘了用肥皂或洗手液清洗双手。

春节外出时不可放松防控意识，需全程佩戴口罩，配

疫情防控，人人有责。

使用手提式二氧化碳灭

法律讲堂
2月1日，陕西西安中海凯旋
门小区一把椅子从天而降，一业
主从下面路过险些被砸中。2月4
日，记者从西安雁塔警方获悉，
嫌疑人赵某涉嫌以危险方法危害
公共安全被刑拘。警方调查发

不止，给广大人民群众生命财产
安全造成了损害。“悬在城镇上
空的痛”何时方休？2021年1月1
日起正式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法典》针对这一问题做出了
明确规定，让“高空抛物”无所

现，高层住户赵某因家庭矛盾将
椅子从21楼抛下。
民警介绍，椅子12.3公斤，
从21层落下接近地面时达到相当
于7吨的重量。物业人员表示，
小区内共装有80个摄像头防止高
空抛物。
近年来，“高空抛物”屡禁

遁行。
新颁布的民法典从三个层面
规定对“高空抛物”行为进行追
责，其目的就是从法律层面上根
治“高空抛物”这一城市陋习，
还老百姓头顶上的安全。如果有
人非要以身试法，必将损人害
己，自食苦果。

火器灭火时，应注意以下事
项：
A、灭火器在喷射过程
应保持直立状态，切不可平
放或颠倒使用；
B、当不戴防护手套
时，不要用手直接握喷桶或
金属管，以防冻伤；
C、在室外使用时应选
择在上风方向喷射；
D、在狭小室内空间使
用时，灭火后操作者应迅速
撤离，以防被二氧化碳窒息

而发生意外；
E、用二氧化碳扑灭室
内火灾时后，应先打开门窗
通风，然后人再进入，以防
窒息。

消
二氧化 碳灭火
防
器的规 格和使
用方法。
安全
推车式二
知
氧化碳 灭火器
识
通常有20千
克、25千克两
（33）
种规格。
②推车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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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律和不自律
差的是一整个人生

自律是一个人最高级的
修行，每次翻看朋友圈，总
能看到这一类人。一年365
天，天天打卡。
有人晒跑步公里数，每
天5公里，偶尔身体不舒服
也能跑个3公里。
有人晒肌肉、马甲线、
运动照，5年下来，从内而
外的变化会让你真心叹一
句：这可不是为了晒而晒，
而是真真实实练出来的。
整 理（SEIRI）——将
工作场所的任何物品区分
为有必要和没有必要的，
除 了 有 必 要 的留 下 来，其
他的都消除掉。

还有人每天早起晒读书
笔记，外语学习记录，你以
为他们只是一时兴起，可就
有人坚持做了2年，已经如
火如荼开展了自己的提升。
每次看到这类人，心里
总会涌出无限的羡慕和冲
动，羡慕他们能日复一日地
坚持，能控制自己抵御懒
惰、拖延的诱惑，能狠狠碾
压内心的痛苦，最终形成属
于自己的优质习惯，开启渴

2021年02月10日

望的人生之路。
有时也会忍不住像他们
一样，开始自律的第一步，
可往往，一只脚还没踏
实，另一只脚已经在叫嚣
着后退。
自律这二字，光是入门
就已是不易。
80%的人能坚持3天，
50%的人能坚持1周，10%的
人能坚持1月，只有3%的
人，能一年如一日坚持过自
己想要的生活。
1.自律，是修身。
当一个人身体素质得到
有序强化，精神状态也随之
转好，工作更专注了、思维
更活跃了，做事情更有激情
了。
2.自律，是修心。
人什么时候最焦虑，发

6S现场管理概要

目的：腾出空间，空间活用，防止误用，塑造清爽的工
作场所。

整顿（SEITON）——把留下来的必要用的物品依规定位
置摆放，并放置整齐加以标识。
目的：工作场所一目了然，消除寻找物品的时间，整整
齐齐的工作环境，消除过多的积压物品。使不熟悉的人能立
即取出或归位所用的东西（精准、快速）

清扫（SEISO）——将工作场所内看得见与看不见的地方
清扫干净，保持工作场所干净、亮丽的环境。
目的：稳定品质，减少工业伤害。责任化、标准化。

清洁（SEIKETU）——将整理、整顿、清扫进行到底，并
且制度化，经常保持环境处在美观的状态。
目的：创造明朗现场，维持上面3S成果。制定目视管
理、看板管理，稽查制度、奖惩制度。

素养（SHITSUKE）——每位成员养成良好的习惯，并遵

欣 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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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自己的行动慢于时代的发
展时，发现自己的能力匹配
不上自己的野心时，发现自
己永远徘徊在渴望的生活之
外，找不准自己的节奏时。
可当你的生活开始自律起
来，一切有条不紊地进行，
内心的迷茫不安就会被悄无
声息地治愈。
3.自律，是修行。
很多人疲惫于两点一线
的工作，烦躁于各种各样的
人情世故，被逼迫着长大，
被倒推着前行，生活一地鸡
毛，人生一事无成。
但把自律慢慢融入骨子
里的人，总能寻找到生命的
真正意义。日子顺起来，心
态平和起来，人生啊，也会
循着发光发亮的痕迹开始闪
耀起来。
守规则做事，培养积极主动
的精神（也称习惯性）。
目的：培养有好习惯、
遵守规则的员工，营造团队
精神。

安全（SECURITY）——重视成员安全教育，每时每刻都
有安全第一观念，防范于未然。
目的：建立起安全生产的环境，所有的工作应建立在安
全的前提下。人身、产品、设备、机密安全。建立安全制
度、安全培训、日常检查、应急方案。

马斯克这个“疯子”（上）
01
2021年1月7日，彭博社
发文说：“马斯克净资产升
至1850亿美元，超越了亚马
逊CEO贝索斯，成为世界新
首富。”
马斯克，你了解多少？
02
说到马斯克，大家说得
最 多 的 一 个 词 就 是 —— 疯
子。

“硅谷疯子。”
“科技疯子。”
“半魔半神的疯子。”
“乔布斯一样的疯
子。”
“地球上最可怕的疯
子。”
“天才和疯子的结合
体。”
马斯克究竟有多疯？疯
得匪夷所思。他15岁就写下
人生愿望：“我的使命是拯

那个让步的人

救人类。”
03
1995年，互联网刚刚兴
起，马斯克从斯坦福辍了
学。入学才几天，为何就辍
学？马斯克说：“我无法忍
受互联网时代的到来，自己
却置身事外。”
辍学之后，马斯克创办
了Zip2。
Zip2是干嘛的？“帮助

传统企业在互联网上更好地
做生意。”比如你想吃披
萨，但不知道去哪买才好，
只要登上Zip2一搜索，就不
仅能找到离你最近的披萨
店，还能找到顾客评价最高
的披萨店。
Zip2公司，相当于“百度
地图+大众点评+原始版阿里
巴巴”的综合体。阿里巴巴
是何时诞生的？Zip2诞生4年
之后。
1999年，电脑制造商康
柏，以3亿美元价格收购了
Zip2。 卖 了Zip2的 马 斯 克 ，
盯上了互联网交易难题：是
买家先付款还是卖家先发
货？买家担心先付款后，
“那对方收款后不发货怎么
办？”卖家担心先发货后，
“那对方收货后不付款怎么
办？”
针对这个难题，马斯克
创办了第三方支付平台
PayPal。 支 付 宝5年 后 才 出
现。

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星星之间的轨迹，而是纵
然轨迹交汇，却在瞬间无处寻觅。

让步的人，最值得深交。
让步，不是无能，而是尊重，
让步，不是懦弱，而是修养，
让步，不是畏惧，而是包容，
让步，不是没用，而是品正！

但是能被人重用。
一个懂得让步的人，
必定心胸开阔。

平行线，而是瞬间错过之后眼睁睁看着的越来越远。
但实际上，够不着的地方就叫——遥远。

为家人让步的人，家庭和睦；
为朋友让步的人，人品端正；
为爱人让步的人，对情忠诚。

和这样的人相处，轻松不累；
和这样的人合作，踏实放心；
和这样的人同行，安心舒服。
一个懂得让步的人，
宁可扮演输家，
也不会伤害他人。
因为他们知道，
最珍贵的不是钱财，
而是身边的真情，
最值钱的不是物质，
而是良好的品行。

在利益上让步的人，值得合作；
在钱财上让步的人，可以深交。
成熟的人，懂让步，
让步，也许会吃亏，
但是能赢得人心，
让步，也许会委屈，

让步，
是一种人格魅力，
是一种素质涵养。
让步，
是一种大度从容，
是一种成熟稳重。

一个懂得让步的人，
最值得深交。
他不会斤斤计较，心宽，
他不会勾心斗角，简单，
他不会争名夺利，重情！

遥远既不是生与死，不是爱与恨，也不是永不相交的

遥 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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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在风中飘扬

一个人要走过多少路
才能被称为真正的人
一只白鸽要飞过多少片大海
才能在沙丘安眠
炮弹要掠过多少次天空

清扫屋子

才能被永远禁止

鲍勃·迪伦

答案啊，我的朋友，在风中飘扬
……
鲍勃·迪伦，2016年获诺贝尔文学奖。他是诗人？
歌手？他和诺奖，到底谁成就了谁？但不可置疑的是迪
伦的歌词就是诗歌般的存在，韵律、意境、内涵均在，
更可佩的是它们传递给了全世界反思的力量。瑞典文学
院将迪伦和荷马并论，他们都用演奏传达价值。
欣赏一位集音乐才华与诗才于一体的诺奖作家的诗
歌，可读可听还可以诵，是新鲜又充实的阅读体验。
去阅读吧，朋友！

每逢春节来临，家家户户都要打
扫环境，清洗各种器具，拆洗被褥窗
帘，打扫房间庭院，掸拂尘垢蛛网，
干干净净迎春节。
北方称为“扫房”，南方也叫
“掸尘”。
说到清扫，《朱子家训》开篇便
是“黎明即起，洒扫庭除”，俗话也
说“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打扫
屋子，虽是一件生活的小事，但却折
射出对待生活的态度。干净与否，一

在《原则》一书中，独立思考是全书的前置条件，
是所有原则成立的基础，如果不能独立思考，所谓原则
便只能是空中楼阁。

目了然。

独立思考是个体与其他个体最本质的区别，也是一
个组织集体与其他组织泾渭分明的原因。随波逐流与因
循守旧在一定时期里可以降低风险，但一定无法达到卓
越，更无法适应变动与革新。在瑞·达利欧创业的时代
如此，在如今瞬息万变的环境中尤为如此。

家环境十分干净整洁；而不幸的人，

所居住的房间正是你自身的折射，你

活的热情。干净的人，不仅尊重自

明几净、纤尘不染的屋子和坦然有

独立思考并不是异想天开，是基于“自我”这一独一
无二的思想体系，对事实与信息进行分析、归纳与处
理，从而得出结论。

的人生其实就像你的房间。”

己，也有本事把自己的生活过得有声

序、满院花香的院子，让人有种说不

有色。人有净气，风度自来。

出的安全感与惬意。

《原则》最大的价值在于提出了一整套在社会科学
的某个领域（管理学与金融学）经过实践而行之有效的
方法论。用于减少错误或是在无法避免犯错时能够“正确
地犯错”。作者瑞·达利欧列举的诸多生活与工作的原
则，都是其一生心血的结晶，对于规范个体与组织的行
为，有非常重要的借鉴作用。

生活态度与学历无关。干净的仪容或

间脏乱不堪，梦想和好运就会溜走”

炼人的耐性和心志，培养我们的感悟

整洁的屋子，都能映射出一个人对生

家亦如此，越干净，越有福。看着窗

之心，是生活慢慢好转的微妙之法。

有一个持续多年的著名研究，发
现一个现象：幸福感强的人，往往居

通常生活在凌乱肮脏中。
于是摸索出这样一个结论：“你

正如刘禹锡所言：“斯是陋室，
惟吾德馨。”房子干净与贫富无关，

《扫除力》里说：“如果你的房

打扫是一件奇妙的小事，它能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