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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丛
找 记 者 上 壹 点

现在的我们，不缺吃穿，不愁温饱，
但很多人却缺少快乐。每天忙忙活活，追
求名，追逐利，最终结果，却失去了人生
的目的——— 幸福和快乐。

我们身边时常能听到这样的论调，
比如说我们的工资不如某某企业，我们
的福利待遇不如某某企业，我们上班如
何辛苦等等。

也有的人只看到其他单位人员收入
高，福利好，但是他们工作时的艰辛，对
公司的付出他们是看不到的。

上面的道理好像挺简单，好像人人
都能理解，但偏偏就是自己“身在此山
中”，任何简单的道理，遇到冲动和不满
情绪的时候，简单的道理就变得不能理
解。

再看看工作方面，现在年轻人的工
作环境比前几年好多了，由于企业大部
分岗位自动化程度比较高，劳动强度不
大，劳动时间也不长，但是对于部分年轻
人来说时间一长感觉到枯燥、无聊，不安
心立足岗位去付出，去创造，去成才，反
而身在曹营心在汉。

我们不否认目前企业都存着一些这
样或那样的问题，包括分配上的、管理上
的、企业文化上的问题等等，有很多员工
通过各种渠道发表自己的观点和看法，
这都非常好，说明他们也在关心着自己
的企业。但是只是提出问题，并不能解决
问题。因为企业是一个大的社会团体，里
面的员工每人都有个性，每人都有自己
的想法和需求，要想使每个人都满意，根
本不现实，也不可能做到，能做到让大多
数员工满意已经很不容易了。所以我们
要清醒的看到这一点，要看远一点，要学
会包容，学会在包容理解中进取，在感恩
中付出，只有这样才能改变现状，让快乐
着工作，让生活更美好。

一切不快乐的因素，都来源于我们
的内心，来源于我们不平衡的心态，来源
于我们不够理性的比较。为什么不能为
自己去生活，去奋斗？而偏偏要因为别人
的原因而愤愤不平，因为别人的情绪而
丢掉自己的快乐？

比较，是一个非常好的词。我们通过
它发现不足，通过它找到差距，通过它给
自己确立目标。但现实中的比较呢？还是
有不少负能量的比较，通过比较产生抱
怨，通过比较产生不满，通过比较发泄不
满。生命的意义在于自强不息，在于勇往
直前。如果我们将自己的精力都放在这
些不满和抱怨上面，那生命还有什么意
义？那我们又如何去奢求快乐？

快乐，是自找的，要自己去努力发现
工作和生活的意义，要为自己而奋斗，为
家人幸福而拼搏，为国家的复兴而奉献，
这才是生活的真谛。那么如何才能从工
作中体味快乐，从生活获取幸福？

首先，我们要明确自己的生活目标，
不是为了别人活着，还是为了自己、团
队、家庭的快乐和幸福活着；我们工作的
目标，是为了通过奋斗创造条件让生活
更幸福。

有了正确的目标，才能让我们的努力
有意义，才能让我们的工作有激情，才能让
我们的前途充满希望和憧憬。这就是快乐
的根本。进一步说，我们自己是快乐的最根
本的源泉。记得很多年以前，在路边看到一
位乞丐，穿得很破旧，自己独自走在路边
上，手里拿着一个从垃圾箱中翻出的收
音机，可能是因为效果不好，需要用手
捂在耳朵上才能听到。但是让我印象深
刻的是，他一边走一边听，一边听一边唱，
在他的眼中，看不到丝毫的不快乐，面对周
围衣着鲜艳的人群，面对周围的豪车高楼，
他却表现出了无限的快乐和满足。这就是

快乐的根本。
其次，我们要学会冷静的分析和看

待问题，要学会全面的、转换角度的分
析问题，要学会看问题目光长远，做工
作脚踏实地，避免好高骛远和鼠目寸
光。现实生活中不乏有这样的实例：一
个员工，头脑非常聪明，反应很敏捷，周
围的同事提起他都是如此评价，但不清
楚一直得不到大家在工作上的认可。后
来了解发现，他确实非常聪明，但聪明
没有用在正确的地方。哪里可以偷懒，
哪里可以省力，他看得比谁都清楚，从
来不肯多出一份力多干一点活，上班总
是踩点，从不早到。表面上看，他赚了小
便宜，省了很多的力气，但实际上呢？他
把自己的前途就磨灭在这一点一点的
小便宜上了。

说到这里，不得不提到两个循环，一
个是恶性循环，一个是良性循环。举例来
说，员工甲和员工乙，同时进入公司，同
一岗位上工作。员工甲工作努力，但一段
时间下来，发现努力和不努力没什么差
别，开始工作懈怠。你少干的工作别人要
多干，你偷懒了别人就要替你补上。久而
久之，你的同事就会对你不满，你的领导
也对你不满，有好的学习、培训机会也不
会找你，这样你自己又会产生不满，为什
么好的事情都轮不到你身上？然后就在
工作中发泄不满，又让同事和领导不
满——— 周而复始，让自己陷入了一个恶
性循环，生活和工作中充满不满情绪，快
乐更无从谈起。员工乙从进入岗位一直
努力工作，只求付出不问回报，有了这种
心态，工作提前入岗，努力多干工作，然
后有了好的学习、培训甚至提升的机会
也会优先考虑到他，然后他更有动力，工
作更加的努力。

每个人都可能处在这两个循环中的

一个里面，一旦陷进第一个循环里，根本
听不进去别人的劝说，以为自己说得对，
自己郁闷有理，自己抱怨有据，谈起来头
头是道，就不知道如何跳出这个恶性循
环而找到原本属于自己的快乐。我们要
找到快乐，就要非常清楚的了解这两个
循环，给自己一个准确的定位，调整好自
己的心态，点燃自己的激情与热情，进入
良性的循环，找到自己工作和生活的意
义，找到快乐的根源。

最后，要让自己学会分辨，学会判
断。冷静的思考和认识现实，也是快乐的
前提。现在的网络无所不能，信息传播如
时空转移，一条新闻瞬间便会传遍世界。
利弊兼有，它的弊端就是无法分辨新闻
事件的真假，真的能传遍世界，假的也是
如此，前有正龙拍虎，后有悟本养生，这
里面谁真谁假？如果没有自己的判断标
准，就只能任由别人牵着鼻子走，时而为
真而不平，时而为假而愤慨，成为别人发
泄情绪或者获得某些利益的工具。就正
龙拍虎而言，假得不能再假的图片都能
忽悠网络上诸多的高手学者，所有做案
工具及图片原图都找出来还有人在为他
辩护，就说明了什么？说明了很多人缺乏
基本的判断标准，他的思维只是跟着自
己认为对的人的思维去走，而没有加上
自己的判断，成为了一部分人的工具。这
只能说明，太多人丧失了基本的判断力，
根本不会去冷静的分析理论的对于错，
只是人云亦云。所以我们要用自己的智
商和科学头脑去分析判断，去追寻自己
的健康和快乐。

总之，我们要有自己的思想，要有自
己的目标，调整好心态，接受所不能改变
的现实，努力去改变可以改变的生活，让
自己快乐起来，让自己的家庭快乐起来，
这才是生活的意义，这才是生活的真谛。

寻找快乐
瑞阳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吴乃森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
“以人为本”的思想在企业发展和企业
管理中得到了不断深入。作为企业发展
中坚力量的政工干部，如何做好思想政
治工作，提高企业职工的凝聚力，从而
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显得尤为重要。

企业政工干部是企业职工和管理
者之间的纽带，肩负着企业生产安全稳
定的重要责任，这就要求政工干部必须
不断提高自身的工作能力。进一步发挥
政工干部的能动性，政工干部亟待具备
以下几种能力。

一、思想洞察能力。思想政治工作
的重要地位，决定了政工干部队伍的重
要作用。目前，我国的改革事业已进入
攻坚阶段，无论是在党政机关，还是在
企事业单位，思想政治工作需要大力加
强和改善，这已是不争的事实。随着企
业职工素质的不断提高，人们对政工干
部的思想洞察力也有了进一步的要求。
因此，政工干部要对周围发生的各种情
况作出及时的判断，把握好职工的思想

动态，对企业的发展未雨绸缪。
这就要求企业的政工干部具有较

强的理论基础和准确的语言表达能
力，能够从政治、经济、生活等多方面
对员工进行沟通和教育，使员工感受
到党和政府的关怀，能够以饱满的热
情投入到生产建设中去。同时，政工干
部也要加强学习，跟上时代发展的潮
流，综合利用网络、计算机等现代化通
讯手段开展员工的思想政治工作，在
实际工作中不断提高自己的知识水
平，从细微处着手，关心员工，关注企
业，这样才能让企业的思想政治工作
取得良好的效果。

二、与员工的亲和能力。在企业生
产中，我们要强调“以人为本”的重要
性。政工干部要深入基层，与员工进行
面对面的思想交流，及时处理员工思想
上的矛盾和心结，要把员工真实的思想
状况反映给上级，提升企业的凝聚力。
政工干部要提高与员工的亲和能力，不
能只停留在文件上，而是要在实际工作

中能够与员工打成一片，充分发挥政工
干部的特长，对员工的性格、家庭情况
做到心里有数。当员工遇到困难时，能
够及时进行帮助。

三、团结协作的能力。“具有较强的
团队协作能力”几乎是每个应届毕业生
求职简历上的必备字眼，可是在实际工
作中如何才能做到呢？这恐怕就不如想
象的那么简单吧。在企业的实际工作
中，团队分工越来越明确，不同团队之
间的团结协作也渐渐成了政工干部不
得不认真考虑的问题。我们经常会发
现，在各类报告单需要签字时，经常出
现“踢皮球”的现象，谁也不想承担责
任，这就反映出我们的企业在实际运营
过程中还存在一些不和谐的因素，企业
各部门之间的分工还不够明确，部门之
间协同工作的意识还比较薄弱。

这就要求我们企业里的政工干部
要发挥思想政治工作的先锋作用，首
先要从自身做起，不管在哪个部门，都
要以企业生产为重，积极配合相关部

门的工作，在工作中不带情绪，不抱
怨，使员工能够看到我们这种健康的
工作方式。

政工干部一定要能够从思想上去
提高员工对学习能力的认识，正确地进
行宣传和引导，不断把企业创新推上新
的高度。正如拿破仑所说，世界上有两
种东西最有力量，第一种是剑，第二种
是思想，而思想比剑更有力量。一个善
于思考的人，才是有能力的人。企业政
工干部只有在思想上保持领先地位，才
能在给员工做工作时立于不败之地。面
对如此激烈的社会竞争，只有不断学习
才能更好地发挥政工干部的政治思想
先锋作用。

思想政治工作是党的一切工作的
生命线，必须紧紧抓在手上。政工人员
要把抓好思想政治工作作为义不容辞
的政治职责，与时俱进，不断提高综合
素质和实践能力，才能使企业思想政治
工作真正收到实效，为企业的生存和发
展营造和谐的环境。

浅谈企业政工干部应不断提高的几种工作能力
淄博渤海活塞有限责任公司 杨荣华

为加快推进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工
作高效有序开展，文庙街道针对辖区内
老旧小区多、常住居民多、流动人口多的
特点，严格按照“不漏一户、不落一人”的
原则，实事求是做好走访摸底工作，确保
人口普查工作扎实有序推进。

强化领导建机制。文庙街道地处城
区，工作量大面宽、情况复杂，为此，街道
街道党工委高度重视，第一时间成立普
查领导小组，多次召开专题会议进行研
究部署，在县统计局的指导下定方案、出
细则，形成了街道领导总体抓、部门干部
亲自抓、村居书记具体抓的工作机制，层
层压实责任，增强工作合力，为摸底工作
的顺利开展奠定基础。

注重培训提技能。针对普查工作时
间紧、任务重、标准高的特点，在摸底工

作开始前，街道对辖区内全体普查“两
员”分三批次进行业务培训，围绕普查方
案及实施细则、数据采集处理流程与程
序进行培训，让参训人员掌握普查工作
注意事项和具体操作要求，确保他们能
够真学、真会、真用，努力打造出一支业
务精良、技能全面、能力过硬的普查队
伍。

入户走访摸家底。普查员们结合居
民生活作息，利用中午、晚上和节假日的
时间错峰上门，加班加点、逐门逐户走访
摸底，按照标准一一核实，做好信息上
报，确保房不漏户、户不漏人、人不漏项。
截至目前，文庙街道普查工作摸底登记
户数达56821户，正在紧张有序地开展普
查短表登记工作。

(通讯员 张琪 张亢)

11月10日，记者在满庭芳棚户
区改造项目施工现场看到，伴随着
挖掘机的阵阵轰鸣声，打桩机、发
电机已经开始运转，工作人员正在
紧张有序地开展施工，整个施工现
场呈现出一片大干快上的火热景
象。

满庭芳棚户区改造项目，是在
西满村原址开工建设的“三满”片
区回迁安置项目，是文庙街道的一
项重点民生工程。据了解，改造项
目用地36000多平方米，规划建设
10栋单体楼，可回迁安置600余户，
项目建成后将极大改善回迁村民
的居住条件，进一步提升村民的生
活品质。

项目开工前期，文庙街道高度

重视，成立“三满”片区规划建设
领导小组，并成立回迁建设工作专
班，深入一线对回迁群众的居住要
求进行广泛征集，及时协调解决工
作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确保项目
持续有力推进，为回迁群众盖出优
质房、放心房。

“自项目开工以来，街道党工
委、办事处高度重视，项目部实行倒
排工期、挂图作战，目前已开挖完成
地槽5个，基坑支护、桩基工程正在
施工。剩余5栋地槽也将陆续开工建
设。下一步，我们将加大工作力度，
在保证施工安全、工程质量的前提
下，加快工程施工进度，确保工期目
标提前完成。”项目负责人宁林说。

(通讯员 张琪 张亢)

文庙街道
全速推进满庭芳棚户区改造

文庙街道
扎实有序推进人口普查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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