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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ELINGS IN LITERAL

是
战略决定成败，还是细节决定成败？大量企

业的兴衰史证明，战略成功和细节的精益

求精都不可或缺。向葵先生从本企业员工的

思想入手，把对所有的工作环节的要求都上升到“具体

主义精神”，可谓振聋发聩。

当今社会，经济发展迅猛、社会变动迅速，这是一

个令人激情澎湃的时代，也是容易使人浮躁的阶段。如

何发扬具体主义精神，精益求精、锲而不舍、极尽完美

之能事，是企业兴旺发达、个人成才成功所需高度关注

的。与向葵先生见面，谈论最多的是如何完善公司治理。

其下属，无论是联系业务、还是接人待物，都无微不至、

让人倍感舒心、令客人无可挑剔。由此心中感叹：榜样的

力量是无穷的！力天装饰近年来之所以发展迅速，与公

司高层身体力行、发挥模范带头作用，并拥有一支敬业、

尽心尽力的员工队伍是密不可分的。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无论是做企业还是做学

问、亦或做项目，都要从点滴做起，脚踏实地。最近，与

机关、学术研究单位的几位朋友谈论后备人才培养，普

遍感到人才难得，有些刚参加工作不久的同志给自己定

的收入目标过高，有的则没有目标,忙于事务性的工作或

课题，结果几年下来,没有自己独立的东西,业务不精、专

业素养欠缺，工作或科研成果多属应付性的。这无疑虚

度了光阴，浪费了才能，混成了一个“百事通”。改变这种局

面，关键是工作或研究要尽心、尽力、尽责，把基础打牢，

把情况摸透，把政策熟悉，把各种思路梳理出来做比

较。当然，工作刚入手时，难免会疲于奔命、忙于应付，但

只要真正用心、尽心，假以时日，定能成为领域内的专家，

工作也才能驾轻就熟。总之，平时举轻若重，关键时

刻才能举重若轻。王国维先生把做大学问经历分为三

重境界：第一重境界是“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

尽天涯路”，第二重境界是“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

人憔悴”，第三重境界是“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

人却在灯火阑珊处。”做企业、做人、做事又何尝不是如

此呢？只有坚忍不拔地执着于自己的追求，同时不为虚名

浮利所动，尽心尽力、务求实效，才能取得真正的、可持续

的成功。

愿企业都发扬具体主义精神，提高核心竞争力，赢

得竞争优势，做强做大。愿每个人也发扬具体主义精

神，从细微处做起、从点滴做起，进而赢得事业上的成

功。如此，方能不辜负这个伟大的建设时代。

银温泉

有感于具体主义精神

人宁愿谈论理想，却很难面对现实；宁肯阔谈理论三天以畅舒胸襟，不肯面对实际艰苦三分钟以成就微小；宁肯宣扬正义主张，也未必

真心踏实苦干。不是人们有啥问题，只是说比做容易得多。在企业的机关里，有不少“主义”谈得好的人，却常常在面对每时每刻都发生

着具体工作事务和细碎环节的现实时，无心尽力逐个解决它。这是企业里长不大的“孩子”最大的悲哀。解决之道应该是人人都要用行

动讲讲具体主义。所以，具体主义不够，具体主义精神才够。在企业里，真正的具体主义精神，应成为企业文化的魂。

《具体主义精神》一文见《力天装饰》内刊第2期刊首语栏目或浏览力天大成网站www.bjltdc.com

作者简介

银温泉,1993年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获经济学博士学位。历任国家计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企业改革与发展

研究室主任、清华大学工商管理学院兼职硕士生导师、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澳大利亚国防大学）访问学者、北京大学中

国经济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现任辽宁省发改委副主任。

具体主义精神



007
Feelings in Literal

FEELINGS IN LITERAL
感
受
力
天

[文］ 胡东鹏

艰
苦奋斗精神总是与辉煌成就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奋斗

就会有艰辛，艰辛也孕育着新的发展与希望。

“艰苦奋斗精神”作为力天大成公司的一贯作风，

有其深刻的内涵，作为公司的一员，应深刻领悟并将此精神应用

到工作中去，将其延伸。

 艰苦奋斗精神

是远见智慧的体现 
艰苦奋斗中的“艰苦”，在本

行业中主要体现在行业处境的艰

苦，简要可归纳为：一是产业集中

度较低，行业内企业间竞争很激

烈；其次行业技术含量相对较低，

大多数企业很难形成竞争力，第三

中国工商银行软件开发中心北京研发部装修改造新办公场地(内装修)工程  [在施工程]

——西侧庭院 [设计效果图]

艰苦奋斗新感受

是团队相对不稳定，流动性较大。

在此环境下，想成就大业就应提倡艰苦奋斗精神，就应

有居安思危的远见智慧。同时也应进一步明确奋斗的方向，

进一步制定和完善规章制度，规范管理，加强团队建设。

 艰苦奋斗要有核心竞争力
传统意义上的艰苦奋斗是一种不畏艰难、百折不挠、脚

踏实地、奋力拼搏的工作态度和风格，奋斗在这里亦可称之

为努力工作，努力工作就一定要有效率，保证效率的方法是

要有一套科学严谨的工作流程，但最关键还是流程的管理。

在装饰施工技术、质量已趋于同化的今天，我们是否可将

工作流程的管理提升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从组织项目的投标、

进场施工、实现产品的价值到售后服务，每个流程都需部门之

间的协调配合，如果我们接到任务后，都能以高效、高质量、低成

本、零失误的效率完成，团队就像是一台按照程序高速运转的机

器，那么优秀的工作流程管理即可成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艰苦奋斗要有创新
装饰行业创新应主要表现在技术创新，但此种创新方

法不适合于创业型企业，我们更需要在市场创新上多下些功

夫，即在新的区间市场、新的专业市场上进行创新。例如开发

二线城市的装饰市场；从事博物馆、展览馆专业布展施工等。

 艰苦奋斗亦需兼顾
在产业多元化的今天，公司更应兼顾和重视设计部门的

发展，充分利用装饰设计资质的条件，使之成为拉动公司发

展的另一引擎。

如果市场是企业的核心，那么设计就应是企业的龙头，

在辅助承揽施工任务的同时，扩大公司影响力，在有条件的

情况下可单独承揽一些设计任务，占有一定的市场份额，更

快地实现奋斗目标。

 艰苦奋斗更需团队的支持
一个优秀的团队，可以将企业带到永续经营的高尚境

界；一个优秀的团队，可以更好的实现企业的经营和质量方

针，可以更好的完成各项目标；一个优秀的团队，可以更好的

达成顾客的满意度。

我们为之奋斗的大多数任务都是靠团队的力量才完成的，

一个拥有团队精神的企业，无疑抢占了获胜的先机。力天拥有

鲜明的团队精神，拥有一支士气高昂、忘我工作、不怕辛苦和敢

于“打硬仗”的团队，这是实现我们奋斗目标的强大后盾。

有“艰苦奋斗精神”作为我公司企业文化的基石，我们在奋

斗的路上将所向披靡。我公司必将迅速走向成熟，再创辉煌。

2009.12.29

作者介绍

胡东鹏，一级建造师、工程师。先

后在北京住总集团、北京城建集

团任工程师，于2009年加入北京力

天大成装饰工程有限公司，现任中

国工商银行软件开发中心北京研

发部项目部主任工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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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普儿

或
许，每个人在工作与生活中都在不断寻觅。于是，当我

们走进一个地方，会自觉与不自觉地品评着、玩味着、

想着：这里是否是属于自己的地方？这里是否有自己

身上极度缺乏的“养分”？

遇见力天，是两年前的事情了。那时的自己像极了董事长

在本刊刊首语中对80后的一段描述：“你2009的前一年的夏

天，穿着很酷的比夏天还热烈的服装，一蹦一跳地在力天的门

外，悠扬了一会儿，才走进来”。是的，那就是2008年初夏的自

己！刚踏出校门如活在云端中的自己！

两年的时间，我渐渐熟悉并爱上了这里。

在这里，我看到了一群勤劳朴实的人。在一个个项目上挥

洒欢笑与汗水，在紧张的工期压力下风雨无阻，用平凡的双手

与真诚的内心描绘建筑的美妙表情。他们朴实的脸上淌着汗

水，更舒展着与装饰完工后的工程同样美丽的笑容；他们的某

些寡言和敏行无时无刻不在解读着力天人：什么样的工作使

寻觅力天真实

他们如此专注和努力。

在这里，我看到了一群

互帮互助的善良人。包容自己

的不成熟、不懂事，不厌其烦

地告诉我应该怎样仔细——

对工作、对生活。用自己的言

行告诉我应该怎样努力。

在这里，我读懂什么叫

艰苦奋斗。

于是，我不自觉地慢慢

停下脚步，认定了这里就是自

己要找寻的地方，这里有自己

曾经和一直认同的最美好的诚实、努力与奋斗，这里是企业，这

里也是家；这里有同事，也有家人。

同时，渐渐远去的是曾经自以为浪漫的找寻与茫然追求。

更重要的是：力天让我明白什么叫真实。有着近20年学习

生涯的自己，习惯了从书本里寻觅真实、寻觅真理，在先贤们的

话语里寻觅生活的真谛。走进力天，才明白：思想在云端的我是

多么需要力天真实的土壤！这片土壤具备了自己成长所需要的

各种矿物质。它让我明白自以为是的心理是多么苍白，以自我为

中心的小情绪是多么可笑，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说法

是多么睿智！热爱生活、尊重事实、脚踏实地、艰苦奋斗是力天

的“真实”。记得在一本杂志上看到任正非在新员工座谈会上

向学子们说出这样的忠告：你们要自我批判、脱胎换骨、重新做

人，做个踏踏实实的人。当时的我记住了这番话，却不明白这些

话的含义。走进力天，才明白力天的年轻人无时无刻不在用行

动践行这句话，才明白力天就是这片让年轻人“脱胎换骨”，

获取坚实的勇气与能量的土壤！

在力天工作，更在力天学习。我始终像个未出师的学徒。有

人说过，回首过往，你会记得些什么呢？曾经给你留下深刻印象

的是什么呢？我记得那些因为不成熟、不懂事、任性而犯下的错，

更记得领导与同事悉心的教诲与指正，那一段段场景慢慢组成

一个个生活的印象，交织成我的成长片段。我更知道：那些都是

80后的无与伦比的财富，更是力天的一份坚忍和光荣历史。

光阴荏苒的感慨，对于年轻人来讲似乎显得有些杞人忧

天。在力天，暗暗明白岁月是个匆匆的东西，不小心你就在岁末

的尾巴上，转眼你走进了新的一年，再转眼，是新的一个季度。

美好的光阴总给人“短暂”的错觉。感谢能成为力天人并珍惜

在力天一天天一年年的美妙时光。

力天让我明白什

么叫真实。习惯了

从书本和先贤们

的话语里寻觅生

活的真谛。走进力

天，才明白：思想在

云端的我是多么

需要力天真实的

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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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眼中的“老张”

[文］ 王文华

说
起“老张”，这可不是我吃了熊心豹胆才敢这么称

呼他的，而是他最近时常在我们面前这样称呼他自

己。

在给员工的生日贺卡上，在给力天全体同仁的2010年迎

春词里，在公司的高管会上，在2010年元旦那天的公司管理人

员会议上，他都是以“老张”自谦的。

记得第一次面试的时候，面试官拿着力天内刊（总第2期）

里的文章《具体主义精神》让我看董事长的照片，问我，“你对

他什么评价？”我当时很认真地看了一会儿，说：“这是个骨子

里幽默、智慧，却又很倔的坏脾气大叔。”面试官猛地瞪大了眼

睛问我“你认识他？”我当然不认识。我只是从他那泛着智慧之

光的眼神里读到了这些，从他那略微翘起的嘴角和坚定地不肯

露齿的笑容里读到了这些。

入职以后，第一次交锋，是在他的办公室里。他问我，你

读过《企业文化手册》吗？我答，正在读。又问我，你对“哀是什

么”这篇文章怎么看？我脑袋瞬间空白一片，只记得那篇文章

里提到了《黔之驴》里的部分内容，可是，是什么呢？

就在我煞费苦心回忆的时候，他已经接着说下去了，“你

要学《黔之驴》里的老虎，要有‘慭慭然,莫相知’的那份耐心，

你看看老虎最后把驴子吃掉的时候，那一连三个动词多漂亮，

‘断其喉、尽其肉、乃去’！你做事情，就得达到这个境界，你差

的远着呢… …”

我心里在想着，咦？这个，我上学时早就烂熟于心的文章，

居然还能用在企业里？还能用在工作上？ 

之后，我用了一周的时间听北戴河会议上董事长的讲话，

学习《企业文化手册》，在公司发展问题上，在企业建制方面，

在对待市场营销、对待客户、对待合作等问题上，他的思路是

那么的清晰，意志是那么的坚定。恍然间，我仿佛就已经从他

的讲话里，看到了力天大成的明天，看到了一个新兴的“行业

帝国”正在快速崛起的样子… …

就在我自以为了解他的时候，第二次交锋开始了。

公司要在国庆前办活动。接到命令后，我请教了历任活动

操办者，打听以前是个啥情况，心想，若是按照这个路子，哪里

还用费周折？

可是，就在我自以为小菜一碟的时候，董事长召开了第一

次活动筹备会，这时，距离活动开始，还有一周时间。

他召集了几个高管，“对不起，打扰各位休息了，我就是想

问问，活动的事情，准备的怎么样了？”

汇报人，当然是我。满以为完整、到位的汇报，被他的几个

问题，问的我哑口无言。

“场地，是独立空间吗？面积多大？几个进出口？餐椅距

墙体的尺寸… …”

在他一连串的问题面前，我的自信被击得粉身碎骨。没理

由拾起一地的尊严，只能推翻以前收集到的全部信息，试图按

照他的思路，从头再来。

晚会召开前三天，串词的初稿在“老张”的催促下草草出

台。

他把自己关在屋子里耐心地看了一遍，然后把部分高管和

同事请到了他的办公室，围坐一圈，由我按照串词模拟着会议

的进程。

每读一段，在座的每个人都对这一段落提出自己的看法，

听完了大家伙的发言，“老张”会把自己的想法补充进来，从段

落设置到颁奖词，无不精心… …

经过这一役，我终于明白，原来“老张”不仅是一个理论

家，更是一个实战派。注重细节，不单是他的口号，更是他对

自己、对属下的要求。他在这样说着的同时，也坚定地这样做

着。

后来，我也有几次因为事情做的不到位或者不正确而被

他教训过，每次都是一样，就算你有一万个不服气，却不得不

承认他说的句句都是你的弱点和错处。

对自己的要求近乎苛刻，对身边的人要求严格，对属下的

“老张”是一个重感情的人。客户们把他当作最好的

朋友；对公司的高管们来说，“老张”像自家的兄长；而

对力天的员工们而言，“老张”更像是家里的长辈，给

予我们真心的教诲，毫不保留，毫不惜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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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时光流逝似乎已经无法形容我此时的感慨。若不

是今天要为内刊写稿，我怕是没有机会坐下来静

静地想想这几年的点点滴滴，几年的岁月就这般

悄无声息地流逝了。从我第一次踏进力天的大门到如今，这

期间所发生的一切就如同电影般在我脑海里重温了一遍又一

遍，如此的真实，宛如昨日。

进入力天，开会、讨论、总结、行动，每一天都在紧张中度

过，一早走进办公室，再出来时天已经黑了，那是我以前都未曾

想过的“原来一天可以过得如此得快。”对于我这个在国企呆

了半辈子的人来说，力天的生活是新鲜、富有挑战性的。从松懈

错误能够一针见血地指出来，这就是“老张”。

有时候，我也挺害怕“老张”严厉的眼神，害怕他发脾

气时的样子。可是，当你再看一看公司为培养80后所做的努力

时，看到董事长为员工们犯下的错误埋单的时候，看到他为

了公司的销售业绩能够快速提升而日夜奔忙的时候，有谁还

能仅用一个“怕”字，当作对他的回答呢？

“学会怎么和我相处，才能明白怎样和别人相处，才能

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占据一席之地。”这是“老张”常说的一

句话。

前阵子，“老张”的一个好朋友猝然离世，“老张”仿佛

也跟着衰老了许多似的，人也变得多愁善感起来，那阵子，他

的眼眶总是会在你毫不防备的情况下突然就红了，你的心也

跟着揪得生疼。

看看他为缅怀友人而写的一篇篇文章吧，每一篇都可以

让你看到那位活生生的故人，仿佛他从未离开。

“老张”是一个重感情的人。客户们把他当作最好的朋

友；对公司的高管们来说，“老张”像自家的兄长；而对力天的

员工们而言，“老张”更像是家里的长辈，给予我们真心的教

诲，毫不保留，毫不惜情。

“恨铁不成钢”，往往是他发脾气的真正原因。所以，即

使被他骂了或者训了，也不要觉得他是讨厌你，在赶你走，他

是真的希望你能有所进步，能够明白如何正确对待工作，怎

么样才能做好具体的事情，哪怕是看似不起眼的“小”事情。

我觉得公司里，明白这个道理的人，不止我一个。不然，

他们中的好多人不会在被“老张”一顿狠“撸”后，倒跟刚刚蒸

过桑拿似的舒爽，将“老张”的教诲消化之后又抖擞精神地快

马加鞭去了。

“老张”更像是一本读不透的书，总能让你从他身上学

到点什么。

我知道，自己离老张的要求还有很大距离，我也知道，在

未来的日子里总免不了还要挨他的“撸”，受他的批评，可是，

这又有什么不好呢？严师，才能出高徒嘛。

2010已经来了。“老张”写了《力天2010气息》，读过几遍

还不够过“瘾”，这“老家伙”我还要进一步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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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得严谨，从悠闲变得忙碌，我也曾有过不适，有过疲惫。在疲惫中坚

持，在坚持中寻找，在寻找中感悟，在感悟中工作，在工作中，我慢慢感

受到每天都仿佛有新鲜血液注入一般。从工程开工到竣工，从外地的

工程到北京的工程，这里的种种让我的生活又重拾了久违的多彩。

最近两年的时间，我都扎根在G项目里。回忆起这段时光，可真

是五味俱全。犹记得刚进驻G项目时，看着已经被拆除的面目全非

的如同经历了一场残酷战争而残留下的残垣断壁时，就产生了无比

的动力，因为我深知，我们这个项目部一定会为她改头换面，重塑光

彩。虽然我们当时看到的只是现场陈旧的框架结构，虽然我们看到

的只是图纸上的点点线线，但在我们心里已经勾画出一个崭新的办

公楼的画面，我们对此充满了信心。

不曾想这一干就是两年的光景，时间考验着我们的耐心与毅力。

受委屈，我们默默承受；遇困难，我们迎难而上；挨批评，我们虚心接

受；遭阻力，我们决不放弃。最终我们的责任与信念使我们走到了今

天，这就是力天人——“永不放弃”的精神。过去多少个加班、熬夜，多

少的辛勤、汗水，当看着崭新的旋转门，宽敞的大堂，亮丽的办公室，

此时对于我们这群做工程的人来说，心里只有一个字——“值”。

G项目让我了解到自己的不足，深刻地体会到营销工作的重要

性。要想快速、高效地完成一个项目，除了要抓进度、抓质量、抓安

全、抓成本、抓管理等一些硬件措施之外，与甲方、监理，乃至与项目

有关的各个方面的人员都要维护好关系。我们在“硬件”方面要做

到无可挑剔，在“软件”方面也需恰到好处。细节确实决定了成败。

人生的道路有进无退，每一个选择都将可能改变自己的命

运。人到这个世上走一遭，所谓的追求究竟是什么？无非就是在年

华老去之时，你还能依稀的记得自己曾经拥有过多么精彩的人生。

读《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时，书中有这样的一段话让我至今铭记：

“人最宝贵的东西是生命，生命属于每个人只有一次，一个人的生

命是应该这样度过的：当他回首往事的时候，他不会因虚度年华而

悔恨，也不会因碌碌无为而羞耻。”我想这样的人生就算没有白活。

不知为何，脑海中突然闪出“相逢恨晚”四个字来，我开始羡慕那

些朝气蓬勃的80后，恨自己与力天结缘在中年，若是再早个几年，

或许现在的自己又是另外一番景象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