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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担当精神

■十堰新合作生鲜部
我自 1989 年进入十堰新合作的前身
原鑫城超市以来，到如今，已经走过了 26
个春秋。 26 年里，我和新合作一路比肩，
苦乐相伴， 亲眼见证了十堰新合作公司
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一步步发展、规范、
壮大的过程； 我也从一名青春洋溢的少
女蜕变为一名成熟稳重的部门总监。
回首十年前， 鑫城超市与北京新合
作集团联手成立十堰市新合作鑫城超市
有限公司，成为新合作大家庭中的一员，
我为我所在的公司有了一个更加广阔的
发展平台而激情澎湃， 在心底里暗下决
心，要顺势而为，全心全意的投入到伟大
的新合作事业中去。
2005 年， 新合作成立之初， 我在 51
店担任店长， 各项工作面临着调整、规
范， 对于习惯了原有公司管理流程的老
员工来说，有很多的不理解和怨言。 作为
一名老店长，我在公司的统一指引下，身
先士卒，带领主管克服困难，解决了一个
又一个难题。 记得全面切换电脑运营系
统之时， 成千上万个商品要录入电脑系
统。 那时，我对电脑系统较为陌生，就主
动请教，加班加点学习，掌握系统流程，
在和 门店 多 名主 管一 道 连续 加 班 多 日
后， 终于顺利完成了系统切换的各项工
作，保证了门店的稳定经营。
说实话，做店长，我经历了很多常人
难以想象的挫折与辛酸，从一次次到货、
分货、卸货、到陈列上架，到门店整体销
售组织、现场管理、门店安全，需要事无
巨细地安排、检查、落实，经常加班加点
至深夜成为常态。 天生不愿服输的性格
驱使 着 我一 次又 一 次地 和困 难 正 面 交
锋，让我在工作中不断突破自己，也积累

龚琴

了很多工作经验和技巧， 成为以后我能
辗转于职场生涯的一笔宝贵的财富。
2006 年，因工作需要，我被调到到武
当山店做店长，由于门店离市区较远，女
儿还小，没人照顾，当时我下不了决心去
那里工作。 后经公司领导的开导和鼓励，
我二话没说就卷起铺盖来到门店报到。
在此期间，由于工作繁忙，我很少回家，
陪伴和照顾女儿的时间寥寥可数。 我清
楚地记得女儿上四年级的时候， 老师布
置了一篇题目是《我的妈妈》的作文，她
皱着眉头不知如何下笔， 这么多年过去
了， 我永远无法忘记女儿当时眉头紧锁
的样子，直到今天，每每想起，都会倍感
自责。
在公司持续发展的过程中， 我经过
多岗位的磨练， 自身的工作能力和业务
水平有了明显的提升。 2012 年，公司安排
我担任生鲜经营事业部总监一职， 我深
知这一岗位责任重大， 因为生鲜工作复
杂多变， 更重要的是承担着吸引门店客
流的任务。 我顶住压力，整理思路，稳步
开展各项工作，同时，积极寻找突破口。
从 40 多家门店水果自营回收开始入手，
带领分管采购逐一到门店解决存在的问
题，克服各种困难，协调关系。 经过近 3
个月的时间， 将所有联营门店的水果回
收自营，逐步规范门店生鲜经营，销售同
比联营商提升超过 30%。为解决水果销量
大， 当地批发市场进价优势不明显的问
题，又带领采购跑山东、陕西、河北，福建
等地，开发直采基地，到西安、武汉、郑州
大型批发市场查看新品， 采购差异化商
品。 在销售明显提升的同时，确保了利润
的增长，丰富了顾客的消费选择，提升了

公司门店整体经营形象。 针对蔬菜价格
难以管控的问题， 多次半夜到蔬菜批发
市场市调价格，了解行情，每周三天安排
专人市调进价及竞争对手的售价， 通过
比质比价将蔬菜价格进行了有效管控。
2012 年底， 公司与郧西土门镇正式签订
了的蔬菜基地建设开发协议， 为了基地
能够尽快产生效益，我急公司之所急，想
公司之所想， 先后 20 多次带领基地负责
人与镇、村、县蔬菜办协调关系，亲身实
地督促基地的建设情况。 到 2013 年 4 月
底，基地自产蔬菜正式上市，看着自建基
地蔬菜在门店火爆的销售场面， 欣喜的
泪水不觉在眼里打转。 后来，紧接着南北
对接开发水果基地、 自建 3 家蔬菜基地
以及皇家月饼的推出， 都是在打着一场
场的硬仗。 在和同事们的奋力拼搏下，我
们生鲜部取得了连续三年销售和毛利超
额完成的好业绩。
我常对部门的一些年轻人要求严
格， 我认为， 一个人只有严格的要求自
己，拥有一颗做得更好的上进心，才能够
得到良好的锻炼和成长。 我相信唯有付
出才有收获；我也相信，当我们步入耄耋
之年，回首过往岁月，我们会为自己曾经
的付出和收获感到由衷的骄傲和满足。
人生能有几个 26 年？ 感谢生命的恩
泽与宽厚， 让我有幸一路上有新合作这
个集体的陪伴和栽培。 要说感情， 我觉
得自己比任何人都要热爱和珍惜这里的
一切， 因为在这里， 盛放了我所有的青
春 和热 情 ， 汗水 与 泪 水 ， 辛 苦 与 快 乐
……我早已和她融为一体， 这将激励着
我倍加努力地工作， 创造新合作更加美
好的明天。

Z 身边榜样

■河南省新合作丰庆店
6 月 17 日， 火辣辣的太阳炙烤着大
地，室外温度高达 37 摄氏度！ 此时，沐浴
着阳光浴、 洗着桑拿澡的河南省新合作
丰庆店员工正在在等待着新合作配送大
卡车又一次满载而来……
“啤酒到货，1400 件”！ 食品部主管的
语音中夹杂焦急和无奈， 因为店里人员
有限， 来了这么量大的货意味着卸货将
会很麻烦。 话音刚落，张店长身先士卒，
带领各部门主管、理货员迅速赶来，总共
不到五分钟， 大家像集结号里的勇士一
样迅疾到达。
打开有些烫手的卡车仓门， 热浪滚
滚随之袭来， 脸部和裸露的皮肤像火烧
一般。 张店长和防损部主管第一个冲了
进去，“中间再来两个人，下边留两个人，
另外两个人负责打货,其余负责拉叉车和
运货。 ”张店长就像集结号里连长在接受
了一项狙击战任务一样， 既兴奋又有条
不紊地安排着， 大家不约而同地默契配
合，一件、两件、三件……，商品就像机器
上旋转的传送带一样不断循环地往卖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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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递。 尤为显眼的是身材较胖的小赵，头
上汗珠子不停地直滚而下， 浑身衣服犹
如水里浸过一般紧紧地贴在身上。
“别慌，商品不能这样打，这样打的
话叉车一叉就会裂开倒塌。 ”人群中有人
大喊，原来是仓库冯主管。 经验丰富的他
立即让大家进行调整：“一栈板最好打六
层，每层 24 件，打好后用胶带从周围缠绕
一下更为安全。 ”大家立即改变了作战方
案， 迅速标准地完成了第一栈板商品的
入库， 接下来有了配合更加娴熟与默契
的第二栈板、第三栈板……
“1、2、3、4、5、6……”点数开始了，正
当 大家 一 层一 层数 算 着商 品数 量 的 时
候，“一层 24 件，六层 144 件。 ”脱口而出
的数据让大家着实吃了一惊， 原来是仓
库的管理员小韩。 她又不露声色自豪地
回复了一句“与时俱进，跟儿子学的珠心
算，厉害吧！ ”我不禁心生佩服，感慨万
千，她是一位母亲，同时也是一位超市员
工， 能够把家庭生活融入到工作中实属
不易，且乐在其中！

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大力倡导担
当精神， 强调领导干部要敢于担当。
担当精神体现着党的品质、 觉悟、胸
襟和勇气，也决定着治国理政职责的
履行、作用的发挥、贡献的大小。
有担当，表现在尽职尽责地解决
实际问题。 要求各级党组织和领导干
部能尽职尽责 地 解决 面临 的 实际 问
—面对矛盾敢于迎难而上，敢于
题——
跳进矛盾漩涡中去解决问题，有逢山
开路、遇河架桥的精神，积极寻 找克
服困难的具体对策；面对危机敢于挺
身而出， 关 键 时刻 一定 能 够豁 得出
来、顶得上去，遇到紧急情况，要有胆
有识、果断决策，遇到大灾大难，要第
一时间赶赴现场，临危不惧、靠 前 指
挥；面对失误敢于承担责任，决不 能
有了成绩都归自己、出了问题就推给
他人， 应积极主动地去改正错误；面
对歪风邪气、庸懒散奢、纪律观 念 淡
薄等现象，要敢抓善管、严厉整治。 只
有切实解决好一个个具体难题，跨过
一个个难关，才能表现出担当精神。
有担当，基础在于增强担当的意
识和能力。 担当背后是品格，是境界，
是能力。 为此，必须通过党组织的严
格管理、严格监督，使广大党员 干 部
保持理论上的清醒。 有了政治定力，
才能始终保持敢于担当的政治勇气。
加强干部修养，砥砺意志品格 ，提升
精神境界，逐渐养成敢于担当的无私
情怀和浩然正气。 领导干部一定要下
大气力苦练内功，提升履职尽责的能
力，如形势判断能力、科学决策能力、
组织协调能力、知人善任能力 、群 众
工作能力和应对突发事件能力等。 艺
高人胆大。 能力强了，必然会增加担
当的勇气，取得担
当的更大成效，使
担当精神进一步
发扬光大。
（纪检督察部）

不多久， 在我们大家的努力下，1400
件商品被安全迅速地转移到了仓库和卖
场。 接下来食品部的小刘和两名理货员
承担了卖场上货的艰巨任务， 看着他们
矫健的身手， 三下五除二直接纵身跃到
两米多高的啤酒堆头上， 让我突然想起
了《木兰从军》里的经典描述：“披战袍，
跨骏马，渡黄河，过燕山。 ”用这样的比喻
我觉得一点都不为过。 二米多高的货架
及地堆全部打满实货， 没有经验的人跨
上去的确是个问题， 而我们丰庆店员工
却能从容的完成， 可想而知任何事情都
不是一蹴而就， 都需要慢慢练就，“十年
磨一砺”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其实， 这只是丰庆店很多感人事迹
的缩影， 每天我们员工都在以实际的行
动来证明自己的价值， 同时也在感恩自
己的团队。 常怀感恩之心，便会给予别人
更多的帮助和鼓励；常怀感恩之心，便会
对别人对环境就少一份挑剔， 而多一份
欣赏；常怀感恩之心，我们的团队就会积
极向上，勇敢吹响我们的集结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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