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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执行力超强

万达的项目为何总是能提前按质按
量地完成?这里有小秘密!

每一个项目开工前，计划部门都会
有一个大的框架，根据当地情况对模块
做一些调整。在大的模块定下来的同
时，比照大模块的内控模块也会同时出
炉，内控模块的节点时间都会提前，这样
会有效地保证工期。

二、传递压力有高招

很多企业的指令一层一层下去，为
什么到地方政策就失效了?但在万达这就
不是个事!

首先，所有会议只要项目公司来汇
报的必须一把手汇报。第二，万达所有
的计划，不是很轻松就能完成的，需要有
一种压力的传递和激励让大家蹦一蹦。
但一般情况下，大家都能超额完成。在
万达集团使用频率非常高的一句话是

“打铃交卷”，其意思就是到了时间节点
就必须完成工作任务并上报，不会有别
人替你答卷，不“交卷”就是零分。

在万达，每年都会把当年开业的万
达广场、酒店等项目的品质进行排名，在
集团年会的会场外用很大的展板公布，
这就是很大的压力，排名靠后的总经理

会感觉无脸面对团队，只有回去后发奋
图强。万达已经形成这种文化，大家共
同感觉目标任务完成不好是一种耻辱。

三、万达开会有特色

1、不打印工作报告
在每年的万达年会上，王健林都会

作一个精彩的大会发言，精彩是因为：他
的工作报告都是亲自手写，从不用枪手；
他的工作报告只有他自己知道，从来不
在会前印刷；他的报告既有宏观分析，也
有客观业绩，还有微观褒贬，更有未来走
势。一个半小时的报告，酣畅淋漓，让你
大有收获。你必须用笔认真记，因为下
午的分组讨论你必须真刀实枪地讲。

2、精细的会务手册
如果你有幸得到一本万达大中型会

议会务手册，即便你不是组织活动出身，
基本你组织其他的会议，也能得心应手
了。细节，是万达开会最关键的。除了
参会必要的流程、参会人员、参会的主
题、会议每一个议程的时间……甚至参
会人员每人每天每场在哪个桌子开会，
需要穿什么服装，在哪个餐厅、哪个位置
就餐，参会当天的天气如何等都有详细
的说明和介绍。万达年会的胸卡就是一
个浓缩的会务流程，一个小卡片就是一
个为你私人定制的数据库。

3、开会没人敢迟到
在万达，如果你敢迟到，你一定会很

难堪！这不是指要罚你多狠，指的是你
自己的心理体验，很难堪。曾经有个总
经理级别的领导第一次开总裁会，当时
通知的时间是 9点，他“掐点”去的，一进
会场，大家都用异样的眼神看他，看得他

心里直发毛。会后，有同事好心提醒：下
次早点来吧，就你敢“掐点”来。第二次
开会，他提前 5分钟来了，但是还是被大
家每个人异样的目光“瞩目”了一番。他
不解，后来才知道，在万达开会有个不成
文的规定：大大小小的会，下一级一定会
比上一级提前早到5-10分钟。这不仅是
一种尊重，更是一种对待会议的态度。

4、开会发言只捞干货
万达开会从来没有空话、废话，开会

是要解决问题的，不是来听你唠叨的。
因此，万达会场经常会有发言和汇报被
打断，因为你跑题了，或者“这个根本用
不着跟我汇报”。万达开会也用PPT，但
都是极简风格，有规范模板，杜绝花里胡
哨。一般开会不许超过10张，给董事长、
总裁汇报基本不会超过 3张。当然这 3
张都是筋骨，筋骨后基本上都有超链接，
如果领导问细节，后面有更细的。

5、会后不落实等于会白开
不要以为开完会就可以一拍屁股走

人，万达的重要会议都有纪要，也不要以
为有了会议纪要就万事大吉，万达还有
一套强大的会议督办系统。开会确定的
事会落实到每个人每件事、到具体时间
段。万达每个部门每周至少有一次例
会，每个月有月度会，季度会，还有半年
总结会和全年大会。最常见的是每个部
门的周例会，为了跟踪会议纪要中涉及
的行动计划及重要工作，万达自己开发
了一个任务追踪系统，目的是通过量化
的指标来跟踪会议落实情况。

你总会听到这样的话吧——“会后，
我们要狠抓落实”。在万达，根本没有这
样的词儿，因为万达有一套强有力的落

实方法。很多人惊叹万达的执行力，其
实你读懂了万达是如何开会的，就基本
上能理解一些了。

四、万达企业文化

1、万达精神：勤学敬业 志在必得
2、万达价值观：诚信人的价值高于

物的价值，企业价值高于员工个人价值，
社会价值高于企业价值。

3、管理理念：人才理念：人是核心资
本。沟通理念：沟通贵在坦诚。学习理
念：万达就是学校。服务理念：服务关注
细节。领导理念：领导重在执行 质量理
念：质量是立身之本。制度理念：制度就
是严格。成本理念：成本检验管理水平。

大连万达集团简介

大连万达集团创立于1988年，形成商
业地产、高级酒店、文化旅游和连锁百货四
大核心产业。万达集团2013年收入1866
亿元，创造连续8年增长30%。2014年12月
23日，万达商业地产在港交所挂牌上市。

王健林，男，1954年10月24日出生于
四川省绵阳市，1989年起担任大连万达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1989年进入房
地产行业，1993年起担任大连万达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总裁。是中共十七大
代表、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常委、第十一届
全国工商联副主席，兼任中国民间商会副
会长、中国企业联合会副会长、中国企业
家协会副会长、中国商业联合会副会长、
中国慈善联合会副会长。2013年福布斯
中国富豪榜，王健林以净资产860亿人民
币问鼎中国首富。2014年彭博亿万富翁
指数中，王健林净资产达到人民币1543亿
元，排名亚洲第三。 2015年福布斯发布
全球富豪榜，王健林以242亿美元财富成
为中国内地首富，全球排名第29。

延伸阅读：《万达哲学·王健林首次
自述经营之道》（中信出版社2014年1月
出版）

研究一下“万达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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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坛新星★★

胡雯君，中学一级英语教师。她热爱
教育事业，自工作以来，兢兢业业，用热心
去对待她的教学工作，用恒心守候着对学
生的责任，用爱心关注着学生成长。

教学工作中，她善于思考，热爱学习，
不断地在教学实践中提升自己的业务能
力，形成了轻松自然又严谨高效的教学风
格。课堂上，她注重提高教学技巧，钻研
教材的同时也钻研学生，因材施教，轻松
幽默，让学生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学习英
语，并逐步培养学生对英语的兴趣及运用
语言的能力。她注重师德修养，通过不
断的学习,提高教育教学和管理能力。

作为一名年轻的英语教师，她虚心
向各位老教师和优秀教师学习请教，经
常积极听课学习，学习别人的优点，克
服自己的不足，并常常邀请其他老师来
听课，加快自己成长的脚步。在教学过
程中，她善于和学生沟通，把握学生的
年龄心理变化，知晓学生的认知水平，
对学生能做到耐心细致，亦师亦友。

在做好本职工作的同时，她还认真

完成学校安排的临时性工作，曾多年从
事学校团委和广播台工作。开展了“绿
色环保，节约减排”—团员们骑自行车
环城活动；组织校广播员们参观市广播
电视台等活动。通过这些活动，繁荣温
中校园文化，提高自己的实践能力，也
获得了丰富的生活阅历。

由于学校的信任和积极进取，她工
作八年来成绩突出，受到广泛好评。
2007—2012年她多次被学校授予“优秀
教师”“先进工作者”等荣誉称号;教案、
公开课多次被学校评为优秀。2012年
10月所执教的听说课《Scrapbook》获全
市英语优质课说课竞赛一等奖。2014
年 4 月，她所执教的读写课《School
Field Trip》参与了市教科院组织的“送
教下乡”活动。2014年9月，所执教的读
写课《My Friends》在全市英语优质课说
课竞赛中第一名,并代表咸宁市参加全
省英语优质课说课竞赛荣获一等奖。在
科研方面，她及时总结教学经验，认真做
好反思，并将反思所得及时整理成文。
2012年所撰写的论文《母语在外语教学
中的作用》被评为全国教育科研成果一
等奖。2007年至今，她所辅导的学生在
全国中学生英语能力竞赛中，分别获得
国家二、三等奖和省市级一、二等奖。

胡雯君老师说：她愿意成为一叶扁
舟，长年累月航行于知识的海洋，将一
批又一批渴望成才的求知者送达理想
的彼岸；愿意用千百倍的耕耘，换来桃
李满园香。风雨无阻，无怨无悔！

★★教坛名师★★

李朝霞，中学语文高级教师，多年从事
班主任工作。她多次被学校评为优秀教师、
优秀班主任，多次考核年度优秀。先后获得
咸宁市"优秀少先队辅导员"、“咸宁市爱心
妈妈”、咸宁市"骨干教师"、咸宁市首届”十
佳师德标兵”、咸宁市“名师”。

卢梭在《爱弥儿》中说道：“最好的教育
就是无所作为的教育：学生看不到教育的发
生，却实实在在地影响着他们的心灵，帮助
他们发挥了潜能，这才是天底下最好的教
育。”在她看来，教师的一言一行，莫不在潜
移默化中影响着学生对世界观的看法，进而
积淀为价值观和人生观，她希望做一名以人
格魅力启迪、感染学生的“人师”。她深感言
传身教的意义，她严格自律，注重师德培养，
用真心去爱学生，用良好的自身修养去感染
学生，用精湛的教育艺术去启迪学生的智
慧。她严慈相济，享受着和学生一起学习、
生活、解决问题的过程，注意观察学生的细
微变化，既关心学生的学习、生活、健康，更
关心他们怎样做人。如春雨润物，她希望用
自己的人格魅力影响学生做一个身心健康、

积极进取、开朗乐观的高素质的人。二十个
春秋的风云流转，带着对学生无尽的爱，她
与学生一同成长一同进步，用青春、智慧和
汗水谱写着教师之歌，在平凡的岗位上找到
了快乐与成就。

做学生喜欢的教师，光有良好的师德是
不够的，还要有扎实的专业水平。在几十年
的教学实践中她深深地体会到，语文是一门
学科，也是一门艺术，是富有情感性、独创性
的特殊的艺术。她坚持学习，不断尝试改变自
己的教学方式来带动学生学习方式的改变。

在课堂上如何真正地关注到每一个学
生，如何提高小组合作学习的效率，如何合
理安排教学环节使学生体验学习过程，如何
更有效地开展阅读，如何在课堂上实现知识
与技能、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与价值观三
位一体的目标，都成了她用心钻研的问题。
在她不断尝试、大胆实践下，学生“活”起来
了，语文课“活”起来了，也逐渐形成了她“稳
中求活、活中求实”的教学风格。执教公开课
在省市优质课竞赛中获奖，辅导学生作文竞
赛获国家级一等奖、多人次获省级市级奖。

2006年，她有幸接触到“生命教育”，参
与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生命教育》教材
编写工作。使她对教育有了更新的认识：教
育应该尊重生命个体，尊重学生的人格与个
性，保证他们有相对的人格自尊与自由，他
们的任务不只是“学习”，而应该是“成长”。
在这一认识下，她努力创设宽松、自由、和谐
的学习氛围，坚持把微笑带进课堂，把尊重、
理解和宽容留给学生。有理由相信，做她的
学生是幸福快乐的。

上期“有奖纠错”获奖名单

(本期校报纠错结果请以电子文稿的形式发至630986063@qq.com)

教师：吴红霞 柯春霞 鲁友贤 陈颖
学生：2013级（9）班 涂鹏飞 2014级（5）班 刘金羽

2014级（9）班 水蓝蓝 陈远哲

当寄宿班班主任对我来说是头一
回，对我个人来说既是锻炼也是挑战。
对寄宿班学生的管理还是头一次，我决
定尝试一下这盘“菜”。

我的管理指导思想就是“四个学
会”：学会生活、学会学习、学会做人、学
会沟通。我把学会生活当做学生第一
要务，这些孩子们父母大多工作比较
忙，希望通过学校教育更好培养孩子的
生活能力，所以我决定教育学生从“学
会生活”开始。

第一步吃饭。端盘要平，走路平
衡，这样就不会泼洒饭菜汤汁；吃菜不
挑，汤不泡饭，这样就会营养均衡，有益
健康；饭后送盘，分类摆放，这样就会有
条有理。

第二步就寝。午睡是必修课，孩子
在小学绝大多数没有午休习惯。首先
教他们铺床叠被，军训一周基本解决了
这个问题；其次教他们脱衣就寝，懒得
起床穿衣，因为不懂脱衣睡的好处，我
便开导他们有三点好处：一是容易入
睡，睡得舒服；二是有利于睡眠中长身
体，发育正常；三是可以防止感冒。一

月后学生大多都知道脱衣睡觉了。
第三步穿衣。大多学生热爱运动，

秋季燥热，出汗量大，多数孩子午休时
穿着湿衣就睡，容易生病。我就在全班
统一要求：早上来校时，书包一定要带
一套衣服备用，中午睡前换上干净衣
服，湿衣服装在包里晚上带回家。当然
衣着要整齐干净，衣领要翻正，上下衣
要搭配合理等，这些穿衣着装的要求，
我看很多家长都缺少教育。

第四步是坐姿。学生的坐姿正确
直接影响了孩子身体健康。“行如风，站
如松，坐如钟”，这是我对学生的要求。
我教导学生坐位要保持四个要素：一是
手放桌面腰挺直；二是椅子与桌子的距
离要合理，不远不近；三是眼睛与书本
距离不少于 50厘米；四是阅读时一定
要两手拿书，书要斜放桌面，保持 45度
的角。经过几个月的训练，现在不少学
生改变了不良的坐位姿势。

当然要教会孩子们生活还有很多
方面需要老师的悉心指导，当寄宿班的
班主任给我最大的收获就是：既当了慈
母又做了严父，既是传道授业者又是生
活的良师益友。我要是中午有事没有
陪他们吃饭，有的学生笑着说：老师你
也要“扣分”（我们班级管理是积分制）；
午睡要是没有去查寝，有学生感叹说

“啊，我今天中午没睡安稳。”
总之，寄宿班工作头绪多，任务重，

要尽快让班级走上良性健康的轨道，还
需更多的智慧与付出。我将不断摸索，
力争三年后交一份满意的答卷。

秋日的午后，我沐浴着温暖的阳光，步
履轻松地前往学校。耳朵里传来张靓颖歌
声——“终于等到你，还好我没放弃”，歌声
道出了我的心声。

2014年 6月初，我加入到大学毕业生求
职大军中。那时的我辗转在武汉的各大人
才招聘市场，四处投递简历，工作还是毫无
眉目。我领悟到“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
感”。6月底，从朋友处得知咸宁市教育局公
开招聘教师的信息，在朋友的鼓励下，我参
加了各种考试，最后来到温中任教。

温中，我想轻轻的告诉你：你让我找到
了前进的方向。当我走进校园，看到学生活
跃的身影，在蓝天与绿草的映衬下，他们或
踢足球，或结伴跳绳，或互相追赶嬉戏。一
幅幅活灵活现的校园风貌图呈现在我的眼
前。正是因为这些活泼可爱、积极向上的学
子，温中才积蓄正能量，永葆美青春。从他
们身上，我看到了希望。他们就是我努力奋
斗的价值之动力，那么，在这里开启我的人
生航程吧。

温中，我想轻轻的告诉你：你让我找到
了家的幸福感。刚进来时，面对一个陌生的
环境，我感到孤独。学校领导和同事们无微
不至的关怀和悉心教导，让我在学校也能感
受到家的温暖，也融入了温中这个大家庭。

工作中，同事们给予我无私的帮助让我感
动。特别要感谢的是我所带班的两位班主
任，在她们的指导下，我逐渐学会了如何管
理学生、如何与学生相处等。如果不是你
们，我也不会这么快地适应了这里的环境，
找到家的温馨。

温中，我想轻轻的告诉你：你让我人生
的价值得到了升华。记得去年教师节，我走
进教室，打开电子白板，发现班上热闹非
凡。这时，几个男生和女生陆陆续续走上讲
台，羞涩地递给我几束鲜花，“老师，节日快
乐！”他们中有的是因字母书写不过关被我
叫到办公室过的，有的是因为上课不认真听
讲，被我单独批评过的，也有因为找不到正
确的学习方法而被我引上路的。我甚至一
度还担心他们因为我的苛刻而讨厌学英语，
担心他们不理解我的良苦用心。

从此以后，他们在课前帮我打开电子白
板，在黑板上画好英语四线格等等。课上课
下，我们互相理解，互相帮助，共同进步，我
们像师生，更像朋友。我想随着时间的流
逝，我能成为他们的良师，也能成为他们人
生路上的益友，我愿与我的“朋友们”一起加
油，努力创造出一片属于我们的天地，在温
中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师者，所以传道授
业解惑也。我的人生价值就在一次次授业
解惑中得到了升华。

温中，我对你的感激之情千言万语都道
不尽，我会用实际行动来回报你的培育之
情。我相信，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
有了这片沃土，有了这些倾心相助的同事，
我会快速成长，做好学生的良师益友，做个
为校争光的优秀教师。

（教师朗诵）
有人说，教师是指引春风的人，
可我要说，我们是严冬里的火炭，酷暑里的浓荫
我们的温度，不论四季，温暖如春。
有人说，教师是托起太阳的人，
可我要说，我们是湍流中的站脚石
雾海中的航标灯
我们的高度，不在天空，指向灵魂。
作为一名光荣的教师，
学校就是我们的蓝天。
课本就是我们的田野。
纵使再苦再累，
我们也要挺直脊背，
站稳脚跟。

（学生朗诵）

加减乘除，算不尽您作出的奉献
诗词歌赋，颂不完对您的崇敬

（教师朗诵）

我不曾读书破万卷，
也不曾走遍祖国的大好河山，
更没有生花妙笔赋予我创作的灵感。
我只是千万教师中的一员，
就像星辰属于夜空，草木属于自然。
但我有满腔的热情和对收获的期盼。

（学生朗诵）

您用知识甘露，浇灌我们理想的花朵
您用心灵 的清泉，润育我们情操的果实

（教师朗诵）

初登讲台的我，
用青春和热情，去坚持、去探索、去磨练；
在前辈们的带领下，去沉思、去开拓、去呐喊。
说到这里，怎能不让人慨叹万千，
有多少老师为了教育事业挥洒青春。
我的付出还算得了什么？

（学生朗诵）

老师！您辛苦了！
我们向您致以崇高的敬意！

（教师朗诵）

滴滴汗水中，把教书育人的天职谨记；
满天夕阳里，只有对学生的殷殷期盼。

（学生朗诵）

您如春雨，润桃李，神舟大地尽芳菲。

（教师朗诵）

总有一天，我也会两鬓斑白，
粉笔迷朦了双眼，
就让清辉不老的月光刻下我们的誓言！
我要教会学生：

（学生朗诵）

你们的皱纹伸展
你们的鬓发添霜

（教师朗诵）

理想如歌，创造如泉，身教胜于言传。
做为一名温中的教师，我一定做到：
修身立德，为人师表
敬业爱生，教书育人
淡泊名利，严谨治学
为学生的美好未来
奉献青春，挥洒汗水

（学生朗诵）

一支短短的粉笔，
写下了您生命的篇章！
一方三尺宽的讲台，
耕耘着您毕生的希望！

（教师朗诵）

让我们带着对教育事业的忠诚
许下美好的心愿-----
希望温中能够更快更好地发展，
让我们一起向着明天，向着太阳，
向着辉煌，永往直前！

（学生朗诵）

我们一定不会忘记，
是谁为我们付出辛勤的汗水，
是谁引导我们追求理想之光。
到那个时候，我们一定回到温中母校，
向亲爱的老师们，献上更新更美的诗章
献上更新更美的诗章

（本文由七年级老师根据《祝愿》、《青春无
悔、生命无憾!》改编而成，并在第三届美育节综
合专场展演上朗诵）

我，是一名教师



















































































温中，我想轻轻的告诉你
郑伟

让孩子们学会生活
王能水

编者按：一个组织的运作与管理
既是一门科学也是一门艺术，学校作
为文教单位与企业组织在运作与管
理方面也有相通相同之处。介绍万
达以资为镜，进一步推进我校管理工
作的科学性与有效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