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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百科 A4

母亲节——妈妈的节日

母亲节（Mother‘s Day），是  
一个感谢母亲的节日。这个节日  
最早出现在古希腊；而现代母亲  
节起源于美国，是每年5月的第  
二个星期日。母亲们在这一天通  
常会收到礼物，康乃馨被视为献  
给母亲的花，而中国的母亲花是  
萱草花，又叫忘忧草。

《游子吟》
（唐）孟郊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
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
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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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合夏季泡水喝的中药

夏季气候炎热，人们很容易发生中暑、热伤风等夏季常见病，所以消暑去火是夏季养生保健的重点之一。  
很多人习惯喝冷饮消暑，但是冷饮实在不宜多喝，所以中医养生理论认为，不妨用一些中药泡水喝，不仅可消  
暑，还能达到强体养生功效。下面给大家推荐几款适合夏季泡水喝的中药。

薄荷：此中药对因暑热引发的头痛、  
目赤、咽喉肿痛有治疗及预防作用。薄  
荷有干、鲜两种，以鲜为好，可单味泡  
服或加入茶叶中泡服。  

金银花：中医认为，金银花性寒味  
甘，它是古代清热解毒的圣药。现代医  
学研究证实，金银花有较强的抗菌作  
用，广泛用于风热感冒、咽喉疼痛、口  
糜目赤以及外科皮肤疮疡、丹毒等症。  
在酷暑炎夏，金银花可清热、降温、解  
暑，并对预防夏季小儿痱毒疖肿等病症  
也有良好作用，可单味泡服或加入茶叶  
中泡服。  

菊花：中医认为，中药菊花性味辛、  
甘、苦、微寒，具有疏风清热、解毒、

清肝明目的功效。现代药理研究证实，菊花还有明显的解  
热、降血压作用，可治疗感冒头痛及肝火上扰引起的目赤  
肿痛。暑日用菊花，不但能解暑，还可治头晕眼花、昏厥  
中暑等症。对因暑热引发的头痛、目赤、疮疖等，有治疗  
及预防作用；白菊花、黄菊花和野菊花三个品种，可单味  
泡服或加入茶叶中泡服。  

三七花：性凉味甘，有清热、平肝、降压的功效。用  
于高血压、头昏、目眩、耳鸣、急性咽喉炎的治疗。降血  
压，降血脂，减肥，生津止渴，提神补气。不建议三七花  
和其它花茶一起食用，因为三七花单味食用效果最好。

西洋参：对因暑热引发的口渴、心烦、多汗及  
四肢无力有治疗及预防作用。可单味泡服或含服，  
也可加入茶叶中泡服。  

麦冬：对因暑热引发的口干舌燥、咳嗽有治疗  
及预防作用，可单味泡服或加入茶叶中泡服。  

玄参：对因暑热引发的口渴、烦躁有治疗及预  
防作用，对高血压有一定的降压作用，可煎后泡服。  

蔷薇花：中医认为，蔷薇花性味甘凉，除了可  
用于治疗口腔炎、疟疾等疾病外，还具有清暑和胃  
的功效，夏天代茶饮能生津止渴，清热除烦。

1.  一对夫妻来到一口许愿井旁，丈夫弯腰，许  
个愿还往井里扔个硬币。妻也想许愿但她弯腰时不  
小心翻入井里。丈夫惊呆了，然后又笑着对自己  
说，真灵啊！

2.  在我小侄子四五岁时，他在家里地板拾到一  
元钱，他很高兴地拿起来一看是“一九九二年”的，  
他不高兴地把钱丢了：“这钱过期了”

3.  厂长在和外商谈判时，外商鼻子发痒，打了  
个喷嚏，恰巧身边的翻译也鼻子痒，跟着也打了  
个，厂长不高兴地说：这不用翻译，我听的懂！

5月月启动大会隆重召开
五月月启动大会于5月6号如期举行。下午4点，员工们已精神抖擞的列队等候了，靓丽帅气的主持人在热烈的  

掌声中闪亮登场。一个“松鼠与大树”的游戏之后，正式进入大会议程。

首先各部门负责人汇报四月份工作目标完成情况，销售部经  
理吴益，明确的四月份完成盘点库存的目标，未能如期完成，他  
未找任何借口。为他的担当台下顿时响起一片钦佩的掌声。生产  
部经理付先根，笑眯了眼大步迈向主持台.看表情就知道生产部  
顺利完成了目标。而质量部经理李波，目标虽未完成，但他坚  
信，只要有锲而不舍的精神，过程再艰难，完成100%检验记录的  
目标是必须也是一定会实现的。努力付出就有收获，生产付经理  
带领他的团队——各车间主任，接受了夏总给予的嘉奖。

各项PK赛正火爆进行，精工车间三位PK冠军：欧阳钱勇，荆少岳和  
郑州，在众人的喝彩声中登上领奖台，落地委主席胡萍辉为他们颁发了  
奖励。胜败乃兵家常事，他们的PK对手：陶传河、项光驹和谢维兵，也  
拿出威武不能屈的精神，兑现他们的承诺—20个俯卧撑。

履行承诺的过程是严肃的，销售部经理吴益，不因客观原因推卸责  
任，坚持履行承诺，连续1个月提前1个小时上班！而质量部经理李波，  
此时已站不住了，因为接下来要面临的，对他本人来说是一个极限挑

战——俯卧撑100个！中年的他平时又缺少锻炼。可他在众员工鼓励的掌声中，憋足了气，一个卧倒的姿势，一个、  
两个、三个......就这样开始公众兑现承诺.一个有担当的领导是好领导，同样也必会拥有好的下属.大家计数的速  
度越来越慢，李经理艰难地继续着。他的下属：王召强、赵知强一个箭步冲上台，陪同他们的领导一起承担责任！  
上级的影响，下级的理解，这深深地触动了在场的每一位！

在各部门负责人明确他们的五月份工作目标之后，总经理夏崇桥公布了5月份的奖励及计划。本次月启动大会  
圆满闭幕！ （月启动局——王艳）

机制的力量，是真实存在的，它来  
源于形成真正适用于企业自身的机制，  
这样才能支撑企业达成自转。机制指导  
实践，首先工作流程、作业指导书、保  
障流程得以实施的制度、以及对其执行  
的过程组成整个机制；其次通过对过程  
的检查、分析和整改，优化流程和方  
法，从而不断地完善机制，促进持续进  
步，这才是真正机制的力量所在。而这  
一力量的激发和利用，完全取决于一个  
因素——人，而人的力量，来自于不懈的  
坚持和追求进步、实现自我价值的心态。  
要真正激发机制的力量，达到自转，就  
需要充分发挥人的力量，利用好现有的  
平台，责任人对已形成的文件，可根据  
实际情况作出修改和优化，并且在实施  
过程中，由机制部成员，经常性的检查  
实际操作和文件是否一致，及时提出修  
改并予以完善，而这一不断完善和优化  
的过程，就是机制的力量最好的体现。

5月13日，10家同  
学企业齐聚超海公司，  
展开了为期一天的第二  
次同学企业  “机制的力  
量”  PK赛，机制总理王  
宏泽在PPT的讲解过程  
中表现不俗，并夺得第  
三名的好成绩。欢呼雀  
跃之余，不禁想起半个  
月前我们还在为这场PK  
的课题头痛不已，最终  
在新高度老师指导以及  
相关同事的努力下，完  
成了一套数据真实、内  
容全面的PPT，但我深  
知在这套“机制”下，立  
刻实现“自转”  是不现实  
的。荣誉属于过去，更  
多的是用它来鞭策我  
们，使之成为实现自转  
的一种力量。

机 制 的 力 量 ——  第二次同学企业PK

（作者：胡萍辉）

实现系统自转，是全员落地一百天中，我们  
共同追求的目标。为此企业在投入大量的资金、  
全员付出了辛勤的劳动和汗水之后，落地的效  
果，确实很明显，尤其是从“形”的角度来看，不  
管是每天的工作计划、全员间的互动沟通、关爱、  
学习分享以及会议效果都比落地前有了很大的改  
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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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五千年传承的优良美德

以后，我们全体员工将从蒋友波手  
中接过这拾金不眛的种子继续传递，在  
杰德发扬光大，开出更美丽的花朵……

五月份的3轮个人PK赛出结果啦！！！

让我们来看看他们的战果。

第一组PK ：秉着三局两胜的PK原则，  
这一组，两轮就出结果——谢维兵胜出。.

第二组PK :从生产数量上看两位选手相差无几，但  
是第二局向峰的合格数量略低了点。加油哦  ！

第三组PK :  我们PK效率与质量相结合。质量就  
像是一家企业的骨骼，我们有了强健的骨骼，才能  
越走越远。向你的同伴们发起挑战吧，加油！！！

2014年5月12日早上，公司员  
工蒋友波在车间捡到了一张银行  
卡，他第一时间就把卡交给了公司  
领导。蒋友波对金钱毫不动心，这  
种拾金不眛的行为充分体现他的高  
尚品德以及良好社会公德，也真正  
符合杰德落地标准化人才！是我们  
公司所有员工的学习榜样，在这个  
物欲横流的时代里，我们需要这种  
宝贵精神品质，他的这种行为将在  
我们这个大家庭里开花，是我们杰  
德的骄傲！

在2014年3月25日的日  
子里。我们杰德已经全员  
落地起航了。我们要借起  
航的契机，“蜕变•成长•  
持续”为目标，一定要改变  
自己，把杰德事业当成自  
己的事业。用自己的实际  
行动，踏踏实实；勤勤恳  
恳。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  
为杰德的事业做大，做  
强，贡献自己的一份绵薄  
之力。使我们杰德管业走  
的更远，走出自己的辉煌  
之路。

（作者：欧阳小桂）

我从2010年来到杰德，在这三年  
半的日子里，我感受着企业发生的巨  
大变化。十几年前，我曾在夏总叔叔  
那个企业（双力），一眨眼十三年。  
而在杰德，短短的三年，我从一个普  
通的员工，提升为主任。不仅靠自己  
勤劳、肯干、诚实，还靠夏总的栽  
培，以及胡总的教导。才使我学到了  
更多新的知识和不少的技能。俗话说  
得好，有压力才有动力。一点也没  
错，特别是去年，刚开始胡总给我们  
的压力太大，使我有辞职的念头。后  
来，通过新高度学习以后，才感觉到  
他们是不断的帮助和支持我。那次学  
习的时候，练晨会有一个三道文化—  
拜的环节，我感动的流泪了。

有三点值得我流泪： 一.跟胡总发生口  
角；二.夏总把这么重要的岗位给我，我还  
不好好珍惜；三.我妈妈在医院动手术，都  
没时间去看她，我感到很惭愧。

我是一个不懂得享受的  
人，也不会照顾别人。所以有  
人会不理解，有人会认为我不  
懂人情。其实我也有爱，但我  
的爱默默地印在心里，化作了  
工作的动力！我这样认为，“人  
的生命是有限的，用有限的生  
命为自己所爱的人和爱我的人  
多做一点事是最幸福的！我的  
点滴进步，就是对我所爱的人  
和爱我的人的最好回报！”

（作者：赵知强）

我
虽然小时候吃得不好，穿的  

不好.但也是快乐的。直到我20岁  
时候，我的妈妈不幸被病魔差点  
击倒，光做大手术就做了3次.化  
疗也做了一年.我那时一直在不安  
和担心中度过，对母亲的病我无  
能为力，只能在痛苦中祝福母亲  
能健康平安，（我那时还是一个  
不懂事的小子.自己赚的月工资没  
过几天就花完了.完全没有想到自  
己的父母怎样.想想那时的我.真  
臭！）.

我的生活回想起来简单得不能再简单。  
在童年时代，因为生活的艰难，所以在艰苦  
的劳作中享受着童年的时光，从6岁开始读  
书。那时除了读书就是放牛，做一个快乐的  
放牛娃，与比自己大一半年龄的人一起放  
牛，那时候，我就是骑在牛背上的牧童。对  
学习我从来不敢松懈，但是从小学到初中，  
成绩总是在班里后十几位，每到学期结束，  
我总是怕拿成绩单给父母看，说真的，我其  
实想考个好成绩，但是我不是读书的材料，  
我也想父母因我的好成绩而露出会心的笑  
容，而我也能够为此感到无比的快乐。

科普

小知识

1、人的  
一生大  
约要喝  
多少吨  
水？(80  
吨)。  

2、一个  
水龙头  
滴水，  
15分钟  
就滴水  
200毫  
升，一  
天流失  
近20升  
水，一  
年就会  
浪费多  
少吨  

水？（7  
吨）

3、举  
例说出  
发电的  
几种方  
法？  

（火力  
发电、  
水力发  
电、风  
力发电）

4、1952  
年12月  
发生了  
震惊世  
界的英  
国伦敦  
烟雾事  
件，两  
个月内  
造成1.2  
万多人  
死亡，  
请问造  
成伦敦  
烟雾事  
件的原  
因是什  
么？  

（燃煤  
产生的  
废气污  
染）

（奖励 PK局——黄春花）

合格数量  11只 合格数量  10只
合格数量  522只 合格数量  459只

谢维兵 郑 洲
向 峰郭宾宾

李世清 朱美成

合格数量  860只 合格数量  783只

以下是正在P K的项目：

5.5-5.30日  
看板PK

下料车间

精工车间

压机车间

抛光车间

焊接整形

质检车间

包装车间

5.3-5.22日  
焊工技能PK

黄浦江

陈永开

学习后（感想）：我真  
的应该多出去看看外面的世  
界，提升我自己，我真的很  
渺小，同时我清晰了自己接  
下来的工作安排，感觉自己  
接下来的事情非常多。将会  
工作的非常充实。在这我还  
想在此谢谢夏总！

（作者：  谢忠武）

学习前（感想）：夏总您真的  
很重承诺，之前随意地说会给我学  
习的机会。我以为会很久，没想到  
机会来的这么的快。夏总您真的是  
一位一诺千金的老板，我在这谢谢  
您！我带着很多的疑问和渴望参加  
了您给我们安排的培训课程，想着  
一定要学习到东西，不能让公司的  
钱浪费掉，同时也要提高自己，提  
高工作效率！这是我此次去学习的  
目标。但是在吴益送我们去火车站  
的路上，我得知原来给我们培训的  
是“新高度”，顿时我感觉自己是被  
老板派出去洗脑的，因为我有点不  
相信他们的能力。到了会场还有一  
段小插曲（缴费），这更加让我们  
感觉到我们被骗了，同时也说明“新  
高度”的“不专业”  ，这也加大了我  
心里的排斥感。但是我还是不断的  
提醒自己，我要学习到东西、我要  
学习到东西......

学习中（感想):第一天我感受到了前所未  
有的学习氛围，觉得挺新鲜、挺轻松，这样也  
消除了，我心中的一些疑问和顾虑，课程内容  
让我感觉黎建村总裁讲的挺有道理。慢慢的我  
开始接受，又开始渴望老师的培训能提高我的  
技能，让我可以在杰德有更好的发展。我认真  
的听课，努力的吸收老师传授的知识，感触最  
深的就是系统建设（系统建立可以清楚的明确  
工作目标）和心态的重要性，我一直对我的工  
作不自信，因为以前监管的是10人以内，现在  
是128人，而且还有很多能力很强的领导，学  
历很高的才子佳人，我定位不了自己，怀疑自  
己，否定自己的能力。现在我不会再有这样的  
想法。晚上回去我还与王总交流学习的知识，  
尽量将老师讲的知识运用到实际中去。第一天  
的结束我发现我在期待第二天的到来。接下来  
的两天主要是管控系统的学习和他们产品的推  
广，感觉新高度的销售模式真的非常不错，由  
于我们不是老板，所以未看到销售的过程，只  
看到了结果。

（作者：  陈敏）

祝：五月份生日的同胞们

谢忠武、徐秀堂、徐波、王登益、

徐炳亮、肖天友、申波、傅先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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