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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
天大成自2008年开始启动校园招聘工作，目前已经有10余名高校学

子在力天的各个岗位上挥洒辛勤的汗水，他们在这里成长、成熟并

不断有所收获，他们当中的很多人在工作中有着优异的表现。其中，

通过2008年校园招聘加盟力天大成的林萍（中国矿业大学研究生）已经用不

足两年的时间成长为市场部副经理，堪称其中的优秀代表之一。

力天大成注重对年轻学子的培养，我们不断积极努力地通过校园招聘

的方式寻找“同类”。我们正在寻找的是未来的领导，希望年轻的学子们能将

我们的事业传承和发展。满怀梦想、富有激情、善于学习、敢于创新是学生的

特性。力天大成的招聘不仅仅为某个岗位招聘，我们重视从高校吸纳优秀人

才，并致力于为优秀人才提供事业发展的机会，而不仅仅是一份工作。目前力

天大成正有一批员工从在校学生成长为“操心员工”，并致力于在不久的将来

发展为“有企业家精神的职业经理人”。“重视人才”对力天大成来说不仅仅

是态度。我们相信力天大成能够给学子们提供一个充分发挥和发展的平台

和氛围。你们也将有机会和一批志存高远、坚韧踏实的同事一起并肩战斗，夺

取胜利！力天大成将帮助每一个有远大理想并愿意为此不断努力的学子提供

“绽放”的舞台！

在我们的校园招聘中，对学子们提出了如下要求：

1.态度和意愿：对装饰行业有认同度，有长期的发展承诺；

2.与力天大成企业文化的契合度，主要从核心价值观和经营理念

进行判断；

3.通用素质能力的要求，主要包括尽职敬业及适应能力、思考及

解决问题能力、协作及领导能力、学习创新能力、沟通影响能力等

五个方面。

另外，我们格外看重学子们的以下能力：

1.独立思考、独立解决问题的能力；

2.愿意从小事做起，能够从小事中体会成就感；

3.敢于直面矛盾和问题的勇气。

对于学生而言，力天大成没有经验方面的要求，但我们会着重考察素质

能力和企业文化契合度，这是我们整个校园招聘体系的基础。

力天大成的未来属于年轻人，我们将一如既往地关心、关注你们的成长，

倾心、倾力为你们的成长付出持续的努力！

点亮未来
——力天大成校园招聘

让自己变成
复合型人才

[文］ 侯清瑞

初
入公司，给我最大的感觉就是力

天处处都有机会、处处都给员工机

会，不论职位、不论年龄、不论性别，

而给像我一样的80后们的机会不胜枚举。

九月中旬，在公司高管的带领下，我们开

始了“促和谐、促发展、团圆在力天”活动的

筹备，从方案的制定到场地的斟酌再到菜品

的选择，一切都在大家反复思考、反复论证

后逐个得到解决。

清晰地记得距离活动召开还有3天时，

董事长办公室里，我们围坐在办公桌前，激

烈地讨论着主持人的串词以及由哪些人来

担任本次活动的主持人，每每提到后者的时

候，我便怯怯地低下头，不敢去看周围人期

许的目光，因为我知道，这方面是我的短板，

不敢去想如果我站在台上主持会出怎样的

“洋相”。

直到听见一个熟悉的声音叫我的名字，

我惊讶地抬起头，满脸通红且极不自信地

看向他，也许是看到了我眼中那一点点“渴

望”，也许是真的认为我可以，他只简单的一

句“你没有问题！”便给了我这样一个前所未

力天大成2009年中秋晚会活动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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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为工程者

有的考验。

活动中穿插了大量的朗诵和解说词，这

除了需要对串词达到一定的熟悉程度并读

懂它的含义外，还需要恰当地融入自己的情

感，将串词很好地诠释出来。我尝试了很多

种朗读方法，但不管怎么练，却总也找不着

感觉，心里那叫一个着急，生怕辜负了领导

对我的信任。我又气馁了！这个时候，有主

持人经验的同事将我叫到了会议室，一字一

句地教，慢慢的，我终于“上道儿”了。

2009年9月29日，是举国同庆迎接双节的

日子，也是让我终身难忘的一天。初登台时，

惴惴不安，语言的组织有问题，表达不顺畅，

层次也不清晰，衔接很生硬，紧张的连呼吸

都觉得困难。迎着强烈的镁光灯，突然看到

台下领导鼓励的目光，脑海中回想起领导说

过的话：“你当自己是个观众,希望主持人怎

样做？从你嘴里说出来的是观众想知道的

吗？别在意他人的眼光,最重要的是你能否

把主持词表达清楚，站在台上就请把自己忘

了,用微笑面对台下的观众,你已经成功一半

了！一定要自信，不能慌，加油！”瞬间，我的

信心指数倍增。 

活动结束后，迎上笑着向我走来的主

管领导，我激动地说：“谢谢您给我的机会，

不然我可能一辈子都不会有这样的经历，谢

谢您！”他笑呵呵地说，“我就知道你能行！

这会儿不哭鼻子了吧？”

有的时候同事间开玩笑说：凡是从力

天走出去的人，个个是“十项全能”！乍看

是句玩笑话，但每一个力天人都有切身的体

会：在力天，每个人都有机会突破以前的那

个“小我”，成长为一个多面手。

感谢力天，让我发现了一个不同于以往

的自己。就像在某次内部培训会上学习的文

章中提到的——让你做你不想做的事，但过

后你发现：你竟然成功了！这就叫“挖掘潜

力”！

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如今，来到力天

已半年有余，同事说我变了，而我，在感受

着短板延伸过程中的收获，更感激着这份

变化。

2010.3.18

[文］ 李石磊

作
为08年的应届毕业生，我很荣幸来到了公司的长安融府项目，这是我参与的第一

个工程。

09年5月18日是我来到工地的第一天，毛地面、结构墙无疑是施工前给人留

下的印象，这个印象会一直让你留到墙面粉刷、地面处理、顶棚面板做完以后才会改变。

刘经理安排了我在工地的工作：文件的收发、一些资料的整理及协助严工的工作，虽

然只是整理整理东西，不会让人感觉到有什么技术含量的事情，但是等到竣工后才发现

对于资料的整理，还是大有文章的。

如果让我给自己在长安融府项目的工作打一个分数的话，也就是60分。

60分？60分是什么概念？就是刚刚及格。人生中能允许有几个60分，如果总是60分，久

而久之谁会再敢用你？所以100分是目标，不能对自己太放松，要对自己狠一点。

设计交底、技术交底、设计变更、变更洽商等等的新名词在工作中不断地出现，我是

艺术设计专业毕业的，对于这些名词都是第一次听到。如果不懂这些名词，不仅会让别人

觉得我是个外行，甚至连自己也会觉得太肤浅。没别的，只能从头学，从头干！

每当遇见不懂的东西我都会向项目部的前辈们请教，他们都是我的老师，通过与他们

的接触，我觉得，人的一生也像一个装修工程，如果你不懂装懂地进行装修，那完工后你

会为你的无知付出代价，那就是所谓的豆腐渣工程，后果可想而知了。

09年6月12日是施工许可证办下来的日子，也是我们工程正式施工的日子，石膏板隔墙、

各个专业布线管等分项工程都在紧张地进行着，当施工中遇到问题了，我们大家一起商议

一起探讨，一个个攻克。

每天大家都是汗流浃背，安全帽一摘，头发都像刚刚洗过一样。

长安融府办公楼内装修工程——多功能厅 [实景拍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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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飞逝，3个月的工期瞬间就过去了，我们终于在甲方

指定的时间完成了这个项目。

9月12日至10月12日的一个月，我们逐层的自检，发现问题立

刻修复或调整，之后就是整理资料等待甲方和质监站的验收。

当把项目整体交给甲方验收后，回想刚来工地的时候现

场那一片空荡荡的模样，再看看现在装修后的效果，所有苦

和累，都值了。

竣工后，剩下的工作就是提交竣工资料和图纸，我负责竣

工图纸这部分工作。在做的过程中，我发现了自己的一些不足：

以前做的深化图纸、设计变更的图纸、与甲方办洽商的图纸，只

留下了纸质版的，而电子版的资料却很难一下子找齐，这使我

很被动，没办法只好重补重画。谁让自己没有未雨绸缪呢。

现在我又来到了公司的新项目上，这次一定提前做好计

划，施工过程中的修改图纸，无论是纸质的，还是电子版都

保存到一起，时间都编制好，再不行就在自己的笔记本上记

录下何年、何月、何日图纸哪部分变更了，等做竣工图时查询

起来就方便多了；或者是一有空就直接把变更部分图纸加到

施工图纸上，到了竣工后开始做竣工图了，只要整体修改个

别错误就可以了，也不用忙手忙脚找东找西的，自己忙得一头

雾水，别人也跟着着急。

由衷地感谢公司给我到项目学习提高的机会，感谢项目部

的各位老师对我的教导和支持，真的很谢谢你们，在以后的工

作中我会继续努力、好好学习，做一个优秀的力天人。

千思板是一种漂

亮的、多功能的室

外、室内用建材。

具有优异的耐冲

击性、耐水、耐湿

性、耐药性、耐热

性、耐磨性，而且

其耐气候性也很

优异。太阳光照射

也不会引起变色、

褪色。此外，拥有

易清洗，维修保养

方便等特点。千思

板的冲击吸收力

以及特殊制造工

艺使其具有一定

威力的抗震性。

长安融府办公楼内装修工程——贵宾接待室 [实景拍摄图]

每天下午我跟着朱工、孙工、严工到施工现场，寻找施工中

的问题和不足。刚开始施工，一下午就能检查完，等到全面施

工，从早晨开始检查，直到晚上都转不完，总感觉时间不够用

似的，没多久天就黑了，甚至有时希望一天有48小时该多好。

施工中，让我印象最深的是“千思板”[·]的翻样，刘经理带着孙

工、严工和我熬了3天2宿。由于千思板有三种规格尺寸，工程量很大。

这种材料是从荷兰进口的（加工供货周期65天），价钱不便宜，为了保

证甲方的利益和项目的质量，必须要进行细致的翻样算量，4000多平

米我们几个人分了几层，按照房间的高度、长度，再结合千思板的三

种规格尺寸，选出这一面墙用什么规格的最合适，用多少张最合理… 

…

一开始以为不就是翻样吗，就是算算量，有什么难的？并

且地毯、壁纸都已经算完了，也没觉得有多难，但是等到打开

千思板的图纸开始真刀真枪操练的时候，终于明白了，这活

儿，还真不容易呀！

一天下来，根本就算不出多少，晚上算到眼睛都睁不开

了，就到隔壁的库房里找个桌子或者椅子躺一会儿，醒来再接

着算。千思板的翻样，晚一天出来就会延误整个工期的进度，

所以必须要按刘经理规定的时间把量算出来，不然之前的进

度计划也就是纸上谈兵了。

等到这一阶段的工作结束之后，虽然已经累掉了几斤肉，

但还是有很强烈的成就感，由此也让我明白了“先苦后甜”这

个词的真正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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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张静

你有过连续15天加班到夜里24点的体验么？

你是否想拥有这样一份尝试？

或许，你会认为我在说胡话，或者疯了。

我有过，并且写下这些文字时，是夜里24时20分（也是15夜的最后一

夜）。周围很安静，只听到空调的呼呼声，提醒披着羽绒服敲击键盘的自

己——虽已是3月，仍春寒料峭。入春后，北京下起雪气温骤降，这反常的天气

啊，犹如我现在的工作时间。

这次非常规的体验来自一次员工成长专题会（那应该是值得我铭记一生的

会议）。会议对我们每位成长中的员工进行了分析，找出各自工作当中存在的问

题并给员工出谋划策予以指正。“懒惰是你最大的问题”——会议对我的结论

一针见血！对我的分析使我意识到自己身上长久以来存在的懒惰问题。“要向懒

惰开刀”“要向自己挑战！”……大家为我出谋划策。我愿意接受挑战，愿意改掉

懒惰。可是，怎么改？岂是说改就能改好？有什么好办法么？

“哪里有什么好办法，要改掉自己身上的问题只能靠自己”，“最简单的、看

起来最笨的方法往往是最有效的”……大家仍然热心地就我的懒惰问题绞尽

脑汁！“好！笨人就用笨办法！连续几天加班到深夜！”我脱口而出。会场安静了

片刻，没有人反对。“我会连续加班15天到夜里24点，用时间挑战懒惰”，我接

着说。“好。用你自己的方式改正自己的问题，希望你的方法有效”，大家对我的

自我挑战拭目以待。

下步就是实施了。15夜，岂是说起来那样容易？

… …

现在，我坐在这里，写着这些字，桌上摆放着我15夜的简短日记。翻阅着

这些文字，一股暖暖的感觉涌上心头，这种感觉已经陌生很久了，与那次难忘

的会议上酸痛的心理形成鲜明的对比。我舒缓地叹了一口气：我承认我很懒，

但我终究过了这样一道难关，虽然看起来是那样笨拙。感谢那次会议。

亲爱的们（我忽然好想用这样的网络语言称呼读者），谢谢你们读下这些

文字。接下来，请允许我将我的简短日记摘录于下，并期待着在日后的岁月里，

她（这篇短文），连同那普通又不普通的15夜，化作我成长的助推器。

第一夜：

同事们都下班了，偌大的办公室独坐我一人。现在距

离24时还有5小时的时间，我该怎么“打发”这漫长的时光

呢？……打发时光？好可怕的念头。鄙视自己一下！我是在

向懒惰开刀，向自己挑战不是吗？行动吧，你那些完成得

不彻底的工作，你那些一知半解的工作，开始吧！

……

第三夜：

我已经熬过了两天。说“熬”一点也不夸张。干涩的眼

睛，发昏的脑袋，这才是第三天呢？这样下去可怎么得了？

……

第五夜：

咦？今天状态好了不少，居然毫无困意，我已经抱着公司

新安排的工作文件看了5天了。因为是新任务（其中还涉及到专

业问题），越看越有问题，越看越不懂。问题已经写下了一大

篇，然后上网去查。原来好多的基础概念都是似懂非懂。

……

第十夜：

关于项目的一些信息已经整理完毕并填充到相应的位

置，原来表格真的是活的，表格之间的数据不是简单的“按

格填空”，原来看似简单的数据之间可能存在千丝万缕的关

系，虽然我现在无法做到捋清这些关系……边翻着文件边

思考着的我期间不觉抬头看了一下悬在墙上的钟表：已经过了

24点？今天怎么会这么快？我有些不相信地又对了一下自己

的手表：24时15分，没错。先到这里吧，明天还要上班呢。我

收起文件夹，竟然有些不舍地拎起书包，关好电脑还有灯，

锁好门——这一系列我已经很熟悉的动作——轻松地

结束今夜。

现在是第15夜，也是我对自己挑战的最后一

夜。忽然有种豁然开朗的感觉，因为，我已与夜晚

和平相处。至于那不堪提及的“懒惰”，也许在某

个未知的时刻还是会冒出来挑衅我。那么，我将如

法炮制。俗话说：道高一尺魔高一丈。

忽然想起莫文蔚的一首《越夜越美丽》（虽然

内容完全不搭界），独有的空间与时间，独有的思

考与感受。

力天，总能让我清楚地看到自己身上存在的

诸多不足，并耐心地帮助我一点一滴地纠正问题。

力天，总能带给我超乎世俗之外的感受。那些，都

是人生的一笔笔宝贵财富。

仅举此例，与君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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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blimation

[文］ 林萍

从
2008年7月1日至今，我来力天已经有一年零八个月

了。这期间，我从一名懵懵懂懂的普通员工走到了

如今的市场部副经理职务，在众多同期到岗的80

后应届毕业生来说，我可谓一路高升，连升两级。在众人眼

里，似乎这一切都是那么的一帆风顺，但唯有我及我的领导

明白个中滋味。

刚担任市场部主管开始没几个月，我就产生了动摇、退

缩与胆怯。于是，我对领导说，“我干不了市场部主管，我还

没准备好，我对自己的管理能力很不自信，这官我不当了。”

大多数情况，当事人都说自己当不了这官，我想没人会对你抱

有希望，给你机会的。但是，在力天却不是这样。

就当很多人都对我失去了信心，认为我就是一个懒惰、

平庸的80后时，张董在第二天早晨将我叫到了他的办公室，

进办公室前我仍是一副就是干不了的态度。稀里哗啦一顿理

——记最难忘的一次谈话

论自己如何如何没有能力，不会安排属下工作，事情一多就

会毫无头绪等等。听我说完后，张董心平气和地问我：“安排

工作前，你有没有仔细地想想先做什么后做什么？有没有在

头天晚上想好第二天上班都有哪些工作？”我说：“没有”，

他问：“为什么？”我无语。紧接着，他非常尖锐地说到：“原

因只有一个，那就是懒！你懒得做计划！这跟能力无关。”顿

时，我发现自己是如此的虚伪，细思量，自己真的就是懒惰，

真的无法找出其他的理由。如果不是懒惰，我可以笨鸟先飞，

我可以早做计划，我可以学习如何管理部门……我原来真的

可以很自信地挑起重担。

张董一大早什么事情也没做，首先想到的是我的事情。正

如他所说，作为长辈，他在听到我“罢工”的消息时感到伤心，

父母辛辛苦苦培养我是想我能有出息，而不是如此的不堪重

负，我真是让关心我、培育我的人蒙羞。整整一上午，从领导

到长辈，张董从各个角度对我进行耐心地教导，我本以为除

了父母以外，不会有人这么耐心地对我了。

从领导办公室出来后，我突然感觉豁然开朗，我的一个

个心结与问题被解开了。如果自己足够努力，所有的问题都不

是问题。在我自暴自弃的时候，是力天的各位领导对我不离不

弃，帮助我度过了心理和管理方面的难关。我有今天的成就真

的感谢这些领导。



ENJOY LITERAL DUCHY DECORATION
■ 中国农业银行北京市分行办公楼四、五、六、七层（3标段）工程——会议室 [设计效果图]
→ 项目开工时间：2009年12月

了解更多资讯，请浏览力天大成网站：www.bjltdc.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