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实事求是 一切从实际出发

“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
“是”，就是客观事物内在的必然的联系，即
规律性;“求”，就是去研究和探讨。“求是”就
是认真追求、研究事物的发展规律,找出周
围事物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工作的向导。

一个人要做到“实事求是”并非易
事。这种良好道德品质的形成，是一个长
期的、艰苦的过程，需要从多方面着手：

首先，要提高对“实事求是”的道德认
识。具有“实事求是”良好道德品质的人，
对“实事求是”的道德价值一般都有清醒
的理性认识，而缺乏“实事求是”精神的人
往往对“实事求是”的道德价值有着这样
那样的模糊认识。我们每一位天安人，通
过在生活、工作实践中坚持“实事求是”获
得积极的人生体验，让“实事求是”成为自
己坚定的道德信念和自觉的人生追求。

其次，要锻炼坚持“实事求是”的道德
意志。坚持“实事求是”，一方面会经常遇

到来自周围环境中某些消极因素的干扰；
另一方面，也会受到自己头脑中各种私心
杂念的阻挠，因此必须在实践中自觉地用
正确的思想动机逐渐战胜错误的思想动
机，以磨练坚持“实事求是”的顽强意志
力。

再次，要培养坚持“实事求是”的优良作
风。为此，一方面要加强理论学习和实践锻
炼，不断地总结经验教训，掌握坚持“实事求
是"的科学方式和方法；另一方面，需要从当
前做起，无论认识和处理任何问题，都一丝
不苟地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

1.实事求是，就是一切从实际出发。
制定工作方案和企业发展战略规划时，一
定要从具体工作所处的环境条件和发展
阶段出发，不要脱离工作实际。

2.实事求是，就是要“从实践中来到
实际中去”。理论要联系实际，要在管理
中学习管理，要学以致用，要把学到的好

东西和工作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这也是
一个学风问题。

3.实事求是，就是要一是一，二是二，
不夸大，不缩小。 在评价一个人或者一件
事时，一定要客观中立，不要“不以是非为
标准，而以好恶利害”为取舍，这是一个做
人的态度问题。

4.实事求是，就是“白猫黑猫，抓住老
鼠就是好猫”。“只认功劳，不认苦劳”，以
实际成果和价值论成败行奖罚。

5.实事求是，就是“说实话，办实事，
做靠谱的人”。

我们需要坚持实事求是，从身边做起,
从小事做起,不好高骛远,不把自己的能力估
计过高,不满于现状，在各个岗位发挥自己
的能动性，正确联系自身的实际情况和社会
状况,提前做好准备,制定好适合自己的,切
实可行的职业规划。只有做好充足的准备,
才能在激烈的竞争当中处于不败之地。

一、实事求是，就是一切从实际出发。
对于企业而言，规章、制度、会议精神

等是至高无上的行为准绳，只有员工积极
发挥主观能动性，坚决贯彻落实规章、制
度和会议要求，减少甚至杜绝自身的主观
臆断，始终坚定“一切从实际出发”，才能
有效防范和控制经营管理风险。

可以说，脱离实际的思想及行为往往
暗藏着风险，危害非常大。而且如果这种
思想意识未得到及时制止，这种风气会不
断蔓延，造成极坏的影响。

首先，“脱离实际”实际上就是自以为
是、刚愎自用，自认为什么都不会有问题，
过分依赖自己以前的经验和判断，过多相
信别人的许诺，过分相信下属或同事等
等。然而，万事万物都是瞬息万变的，此
一时彼一时，依据以前的状态肯定现在或
未来就是这个状态是绝对不合理的，事物
是发展，事物的表象是变化的。许多风险
的产生往往就是自以为是、刚愎自用种下
的恶果。

其次，“脱离实际”是一种不负责任的
态度。这种意识会催生自说自话的行为；
既然是自说自话，那就无法确保在公司的
规章、制度和会议要求进行正常的经营管
理活动，从而带来不可预知的风险。

具有高度责任感的员工在业务经营
管理活动中总是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对
工作高度负责，对任务一丝不苟，从来不
做“脱离实际”的事情。

最后，制定工作方案和企业发展战略
规划时，一定要从具体工作所处的环境条
件和发展阶段出发，不要脱离工作实际，
没有经过缜密的思维和严格的程序，没有
充分估计对方的实际能力，只算得上是自
以为是、刚愎自用式的判断。这种判断非
常随意，且大多数具有明显的性格缺陷，
不确定性很多，隐藏着许多随时可以引爆
的风险。总之，这就要求全员上下一心，
从大局着眼，从自身做起，立即解决自身
的思想及意识中存在的脱离实际的问题。

二、实事求是，就是始终要坚定“从实

践中来到实际中去”。
在业务开展和经营管理中，有些干部

员工还存在着一种想当然的错误思想态
度及行为意识。

第一种情况是自以为以前都是这样
操作下来的，这样做应该不存在问题；或
者认为“工作就是这么做的”、“大家都是
这样做的”等等；在这些思想意识的支配
下，这些员工工作往往精力不集中，作风
不严谨，每天不紧不慢的上班下班，由于
自己的自以为，不仅已使公司蒙受了损失
还不知道，而且还稀里糊涂毁了自己原本
蛮好的工作，更不要谈干事业了。

第二种情况是有的上级给下属布置
工作或同事间开展合作时认为“你办事我
放心”，这种主观认为下属或同事肯定行；
有的没有正视实际情况，没有对下属或同
事的能力进行合理评估、不肯认真跟踪，
不知怎么跟踪受限，这两种情况左右着上
级对下级工作进程没有进行跟踪，草草交
代一下就算了事，不跟踪过程，不修正过
程中出现的偏差，使得达不到预期的效
果。这样一来，即便不产生损失，也得要
重头再来，严重影响工作效率。

第三种情况是有的上级在听取汇报
时，下属怎么讲就怎么听，讲什么信什么，
人云亦云，没有对汇报内容进行充分的了
解、分析和评估，凭借片面或错误的信息
进行决策，这样势必会带来不好的结果。
当上一级领导过问时，该上级会振振有词
地回答说下属也是这么汇报的，试图以这
种不负责任的话进行搪塞。

这些思想意识个个都是典型。如果
干部员工还以这些思想去指导工作，那可
以肯定他的潜意识里是有意的，其结果绝
对是先淡化了自己的管理目标、风险防范
及监控意识，不重视隐性问题，也就难以
制止问题的发生。所以理论一定要联系
实际，要在管理中学习管理，学以致用，这
也是一个学风问题。

三 、实事求是，就是要一是一，二是
二，不夸大，不缩小。

第一，树立主人翁精神，塑造健全的人格，
以感恩的心态开展工作。一般而言，具有
主人翁精神的人都有着比较健全的人格，
但有健全人格的人未必具备很高的主人
翁精神，只有两者兼备，并懂得感恩，才能
与企业同心同德，以企业利益为重。
第二，必须做到“四严”——严密的工作思
路、严谨的工作作风、严肃的工作态度和
严格的工作要求。

严密的工作思路贯穿着实事求是的
思想意识。思路严密的人是不会偏离公
司的经营管理轨道的。只有保持在公司
经营管理的“方圆”之内，才能树立正确的
工作思路，实事求是，脚踏实地，循序渐进
的开展工作，方能达到预期成效。

严谨的作风是做好工作的保障。只
有作风严谨，才会一如既往地执行公司下
达的任务，贯彻公司的经营理念，并时刻
保持严谨，步步推进，步步为营。

严肃的工作态度不是板着脸办公，不
能遇到什么事情都大惊小怪，神经兮兮，
而是要求不管对外交流还是对内沟通，都
要把事情当事情，并认真对待，不得有丝
毫懈怠。如果态度不严肃、不端正，就有
可能为风险提供滋长的温床，使得这项工
程存在坍塌的风险，到头来不仅毁了工
作，毁了事业，使个人公司都蒙受损失。

严格的工作要求贯穿在严谨的工作
作风、严肃的工作态度和严密的工作思路
中，并确保作风、态度和思路顺利发挥各
自的功能。只有对工作的要求高了，才会
主动、自觉、自愿地形成严谨的工作作风、
严肃的工作态度和严密的工作思路。

四、.实事求是，就是“说实话，办实事，
做靠谱的人”。

这就要求全员必须养成一切从实际
出发的工作作风，继而以高度的主人翁精
神、健全的人格和一颗感恩的心，确保思
路清晰、作风严谨和态度严肃，做靠谱的
人，办靠谱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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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实事求是的过程中
不断成长

文·阿康公司 高宇

作为一名员工，应在工作的过程中不

断地提升自己，“万丈高楼平地起”，要是
没有了平地，万丈高楼也会是空中阁楼，
坍塌只是时间问题。唯有坚实的基础，才
能撑起人生的高楼。脚踏实地，一切从心

无旁骛，方能致远。
凡事都要脚踏实地去做，不驰于空

想，不骛于虚声，而惟以求真的态度作
踏实的工夫。一个人只要脚踏实地，不
断提高，爱岗敬业，勤学实干，即使在

平凡的岗位上也能干出不平凡的事、干
出属于自己的一片天，脚踏实地刻苦坚
持，不管这条路如何坎坷，不论路上多
么艰辛，只要脚踏实地，就能够通向美
好的明天。

实事求是
——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工作作风

鄂市公交总公司副总经理 武爱琴

自习室

自习室

企业文化

宣讲

听企业文化宣讲
之“实事求是”有感

综合服务公司 郭培

通过学习思维导图这本书，让我充分认
识到了其对学习的重要性，“思维导图”是
一种全新的思维方式，它可以提高思维品
质，具体有很多优点：

1、对理解和记忆能力有帮助
当我们用思维导图方式来进行学习的

时候，会先针对这个问题里面包含的哪些
内容进行思考，这样做主要是为了培养我
们养成善于倾听的习惯，同时对于激发我
们的右脑也有较大的帮助，在进行导图创
作的时候，会使用到不同的颜色和外形，这
都是需要我们借助充足的想象力来实现
的，而我们的右脑对这类抽象思维的创造
力帮助是比较大的，经常练习可以达到功
能优化的作用。

2、把新旧知识点有机结合起来
通过利用思维导图的方式来开展学习，

需要把前后的知识点联系起来，这样可以
帮助我们把整个学习的流程整合起来，从
浅显的东西延伸开来，进而帮助我们更牢
靠的掌握好各方面的知识，在学习的时候，
每个人都需要借助过去已经学过的知识对
新的东西进行加工，这样才能更好地进行
理解，因而这种学习方式可以把整体的知
识结构变成立体化的存在，显然对于学习
的进步也会有更积极的帮助。

3、可以有助于学习思维的培养
学得好不好很多时候还需要看思维能

力怎么样，尤其是在不断地熟悉了思维导
图这种学习方法之后，我们能够将这种方
法，在生活和工作各个方面都合理运用，这
种学习方法不仅仅适用于学生，还具有普
遍性。它可以达到改善学习行为和习惯的
效果，当我们的思维能力得到加强之后，学

习能力的提高也就指日可待了。当我们掌
握好这种学习方法之后就可以更容易的达
到目标，我认为要合理掌握思维导图的学
习方法，这可以帮助我们形成系统的学习
习惯，同时，对达到某种学习和工作目标也
会有较大的帮助，例如对日常的沟通和演
讲、写作等都是有益处的。

4、有效提升个人的综合学习能力
思维导图能够充分运用左右脑的机能，

利用记忆、阅读、思维的规律，协助人们在
科学与艺术、逻辑与想象之间平衡发展，从
而开启人类大脑的无限潜能，思维导图对
于致力于发展自己学习能力和提高思维水
平的人具有非凡的功效和价值，应用范围
十分广阔。思维导图的概念是由东尼博赞
提出的，通过网络上查找相关资料显示，对
于思维导图的研究和应用，我们中国还是
比较落后的，相对于新加坡等早已将思维
导图列为必修课的国家，我们还有较大的
差距。

5、打造有创新思维的高素质人才
创新思维是一种不受常规思维束缚，

全新的思维过程。创新思维相对于传统思
维的新思维，就是我们常说的创造性思维，
是每个人天生就拥有的，但不是人人都能
够娴熟地使用。因为，大部分的创新思维
在我们接受教育的过程中被埋没了。创新
思维是企业竞争的法宝，有创新思维的人
是企业的重点人才。无论是学习、教书、改
革开放或是职场生涯，创新都会对我们产
生作用力，高素质人才当中最缺乏的是有
创新思维的人才，有创新思维的人，才能带
领企业突破瓶颈，坚持培养创新思维人才，
对未来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读这本书主要是冲着日本四大经营之
圣，稻盛和夫的名气去的。他 27 岁创办京
都陶瓷株式会社（京瓷），52 岁创办第二电
信（KDDI），这两家公司都进入世界 500
强。他如何拯救了日航公司，截止2011年3
月底共 424 天，从前一年同期破产亏损额
1800 亿，一年零两个月创造了日航历史上
空前的 1884 亿日元的利润，如此传奇的人
物，所著作的《活法》，让我有强烈的好奇心
想去了解他是如何成功的，我们从中又能学
到哪些东西，使我们的人生不再迷茫，如何
能将生活过的更好。

本书一来就强调，人为什么要活着？稻
盛和夫说简单的就是活的比降临人世之初更
好的人而来，并且给出了人生成功的秘诀：成
功的人生＝正确的思维方式×热情×能力。

一、正确的思维方式
对我感触较深的是他说要把工作当成

一种修行，不要把工作当成报酬。我觉得他
的思想非常正确，对待工作不仅为了让你换
取劳动报酬和劳动所得,劳动只是工作的附
带功能,工作意义还可以这样理解，工作可
以让你战胜欲望，磨砺心性和培养人格,也
就是说工作不是为了让你赚钱，他是为了你
磨练自己和培养自己,在干工作的过程中，
你的专注、你的用心，对自己的磨练，对欲
望的压制，一直在打磨自己，所以工作的的
过程是使自己不断升华的过程。

二、热情
稻盛和夫说在执行工作的过程中会遇

到三种人，自燃型、点燃型和不燃型。千万
不要做不燃型，不然你的人生会是无聊的灰
暗的，并且会一直在这种反复的负面感受中
轮回，我很差我不努力，我打游戏、刷抖音、

看电视，我没钱但是可以得到社会的救助，
我过差点就差点吧，于是我就在这种不燃型
的人生里面轮回。有一种是点燃型，就是别
人鼓励鼓励他，他就干劲十足，全力以赴的
去做事，于是取得了一个一个的小成功，他
越来越自信，也越来越喜欢工作和学习，他
充实健康阳光。而自燃型是不管别人怎么
诋毁他贬低他他都有自己的想法，都会不停
的努力去做成一个事，并且也会在积极的世
界里轮回。不管你喜不喜欢工作也不管你
喜不喜欢学习，都请在你当前的岗位上努力
精进，越努力越积极，这样才能摆脱失败自
卑的恶性循环。

三、能力
能力有的大有的小，稻盛和夫说“深

沉厚重是一等一的资质，磊落豪雄是第二
等，聪明才变是第三等资质”。他招聘员
工，第一看的是德行，再看勇气，最后看
能力，这个世界不乏有能力很强的人，他
们很多很自负，他们看不起那些比他们笨
的人，稻盛和夫说他不会招这种人进入自
己的公司，因为这种人很自大，觉得自己
特别的了不起，所以他不会努力，而那些
一般聪明，发现自己能力不是很足却很努
力学习工作的人，这种人到后来会超越那
些聪明的人，龟兔赛跑讲的就是这个道
理，人生比的是耐力不是爆发力。

稻盛和夫的活法给大家设立了一个高
端人士标准的人生观和价值观，让大家跟
着这把尺学习，以这把尺来量化自己。每
个人都有自己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好的人
生观价值观值得学习，梦想、追求、执
行、灵魂、利他、真我这些词语应该就是
稻盛和夫《活法》里面的精髓了。

《活法》读后感

文·营运部 高廷歧

思维导图学习心得

文·综合服务公司 刘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