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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种一种思想，收获一种行为；播种一种行
为，收获一种习惯；播种一种习惯，收获一种品
格;播种一种品格，收获一种命运。在九江银行
工作四年多，不仅仅需要一份对工作的热爱，更
为重要的是自我心态的调整与适应。任何一份
工作做久了，或多或少都会感到枯燥。

首先，学会欣赏自己。人的一生中，人人都
有过这样的攀比与感伤，你羡慕我，我羡慕你，
而唯独忘记了去羡慕你自己。其实，我们每一
个人都可以设想一下，就是当你真的一切情况
都很糟糕时，也不要像祥林嫂一样到处诉苦埋
怨，那样你只能让别人看不起。想明白了， 你
能发现自己是最值得自己去羡慕的、夸奖的，哪
怕比来比去你真的没有别人好，但是，要记住，
金无足赤，人无完人，你要坚信你是最棒的，你
是最富有的!多花时间品读一些有品味、有寓意
的美文，美化自己的心境，使自己忘了每天大量
的琐碎的烦心事，为自己心灵建立一个温馨的
驿站，用鲜花编织芬芳的日子，用朝霞编织灿烂
的日子…让心放逐，让心飞扬。多与挚友交谈，
欣赏他的长处，真诚地赞美他的为人处事能
力。悦纳他给你的赞赏，赞赏是有力量的。

其次，学会欣赏大自然。每天一上岗，就要
面对着形形色色、性格各异的顾客，面临着莫名

的嘲讽和误解的委屈，长期下去就会
压抑自己的心情而影响正常工作。
抽出时间走出喧杂的城市回归到大
自然去，世间万物，各有灵性，到乡间
湖畔，林中溪边观赏一些花草虫鱼，

利用假期游览一下名山大川、江河湖海，使
自己置身于祖国美丽的风景名胜区。为自
己心灵搭建一间浪漫、温馨的小屋，用甘冽
的山泉灌溉自己的心田，用春风涤荡自己的心
胸，用飞鸟的歌声净化自己的心灵。到大自然
中感受万物的灵气，陶冶自己的心灵。

再次，学会欣赏自己的工作环境。俗话说，
远亲不如近邻。和谐的同事、顾客关系会提高
你的威信，增强你的信心，提升你的工作积极
性。要学着用积极的眼光看待一切人和事，心
里时刻想着领导、同事对你的好，顾客对你的赞
扬，用欣赏的眼光看待他人的长处。调节和处
理好人际关系，为人处事要有灵活性、敏感性、
宽容心和幽默感等，创造和谐的工作环境和良
好的生活氛围。积极、主动、热情成就自己美好
的人生。如果遭人嫉恨，也很大度;被人算计，也
很洒脱;要能做到以德报怨。记住：忍一时风平
浪静，退一步海阔天空。你不是傻子，你拥有智
慧的人生，你拥有光彩的人生!宽容是会受人尊
敬的。

学会欣赏会使你有个性、有创造力和凝聚
力，会拥有良好的人际关系，会在工作中如
鱼得水，会密切与顾客的关系，会使你的工
作提高效率，会让你的的人生丰富多彩。

“我喜欢一回家，就有暖洋洋的灯光在等待；我喜欢一起床就看到大家微笑的脸庞；我喜
欢一出门就为了家人和自己的理想打拼；我喜欢一家人心朝着一个方向瞭望……”

一首应景的歌，撩动了大家的心。广州分行五周年行庆，这个特殊的日子虽然已经过
去，但在很多人心里还是留下了深深的回响。

3月24号晚上11点，在表演前一晚最后联排播放五周年视频的时候，我忍不住偷偷掉了
泪。一张张熟悉的面孔，从陌生到熟悉，又从熟悉到陌生，是九江银行把大家聚在了一起，更
是缘分的安排让我们成了一家人，镜头里每一张笑脸，每一个定格，都见证了九江银行一步
步走过来的艰辛历程。

2010年10月我们第一批柜员到位，一起去总行实习的那段时间真的无比美好，住在“快
乐7天”，每一天的相处都是在互帮互助的友好气氛下度过，所以我们柜员条线这个小家庭就
已经形成了很好的氛围.在开业前，整个营业部还在装修的情况下，我们也会在有点嘈杂的环
境练习着三项技能，相互竞争，相互提高，那段时光让大家每每在以后的日子回忆起来都感
觉弥足珍贵，很多人现在都在不同的岗位发光发热，我们依然在这个大家庭里相互关爱，相
互成长。

五周年行庆，大家有机会欢聚一堂，才发现涌现出那么多新面孔，90后的队伍不断长大，
广州分行也是开枝散叶，节节高升。这几年里，九江银行在广州遍地开花，陆续开设了荔湾
支行、海珠支行、广园支行等8家综合性支行及3家社区支行，而且还在保持着一年新设两家
支行的态势，有时候朋友在哪里路过九江银行都会很兴奋地跟我说，现在九江银行发展速度
好快，哪哪都有支行了，客户也感觉更加方便快捷，听到心里总感觉一股由衷的自豪。

对我自己而言，来到国际业务部后台机关的岗位已经3年多了，这是一个很锻炼人的平
台，因为在九江银行是全员营销，作为后台岗位有时也需要担任营销的角色，支行和团队需
要的时候我们都会随时配合一起去营销客户，但后台岗位需要更多的是把心沉淀下来，细心
的进行操作处理，严防不出操作风险，有时候真的感觉很难在这两个角色中找到平衡，所以
这个平台也让我在不断的锻炼成长，不断寻找自己的定位。作为后台岗位，更多的需要去服
务客户，服务团队，服务分行。

广州分行像婴儿一样，从出生到现在5周岁，从咿呀学语到现在昂首阔步，我们每一个岗
位的员工都在见证着她的成长，也在奉献着我们的青春，她还在不断的长大，还会有更多个
更好的五年、十年，我们心怀希望地朝着她前进的方向，甘愿做一个小小的垫脚石，让她更加
步履轻盈，走向远方。

闲话-秦淮酒家
南京六合九银村镇银行 徐 欢

古来今时话青山，巍巍青山依然故；
文人骚客言绿水，清清绿水静如初。
取适非鱼得深意，松风明月连翠微；
今生此来红尘客，云隐独行酒不孤。

来九江银行工作已经快一年
半了，来武宁支行也有一年多了，
我深切的感受到自己的心态和工
作方法在不断的变化和进步。四
月初自己从柜台调到了大堂，岗位
的变化让自己学到的东西更多，也
让自己的工作生活更加充实忙碌，下面我就跟
大家分享交流一下自己在大堂的一些工作心
得和体会。

一、服务第一。作为大堂经理，自己的的
服务质量和效率是摆在第一位的。要做到微
笑面对每一位客户，用自己的笑容打动客户，
拉近与客户心灵的距离。我们要展现出自己
的服务技巧，体现出客户第一、服务卓越的理
念。当客户进入银行大厅，大堂经理要对他们
展开会心的微笑，热情、文明地去服务客户，用
微笑去了解客户的需求，用微笑去解答客户的
疑惑，使客户觉得来银行办理业务是倍受尊重
的、倍受欢迎的，更是舒心的。对于不懂业务
的客户，我们一定要做到耐心细致，教会这些
客户自主填单，真正懂得该笔业务的办理流
程。客户较多时，及时分流客户，询问客户需
求，分流一部分客户至自助终端办理业务，节
省客户的等待时间，提高电子分流率。并
且要时刻关注着大厅的整洁卫生和美观，
填单台不可杂乱无章，前台和大堂经理桌
上的各种文具要整齐有序。同时要对柜台
内的所有业务都了如指掌，保证及时调整客户
到指定窗口迅速办理业务，让客户深切感受到

我行的服务准确、方便、快捷，专业，树立出一
个良好的大堂经理服务形象。

二、心态端正。在听到客户抱怨或者倾
诉时，一定要耐心细致的倾听并且帮助客户，
要向客户做好解释工作。客户有抱怨，我们首
先要从自己身上找问题，是业务办理过慢还是
自己的服务不好，要及时跟柜台里面的同事沟
通交流提高服务速度，同时时刻提醒着自己要
做好自己本职工作，维护好大堂的一切，只有
每次这样反省自己，才能不断的进步提高。最
棘手的莫过于遇到客户的投诉，在遇到客户投
诉时，一定不要慌乱更不要与客户有任何的争
执，不能认为客户是无理取闹，只有抱有这样
的心态才能真正的解决问题。不要急于辩解，
有时候客户需要的可能只是宣泄，等待客户宣
泄完毕，大堂经理及时的要向客户做好解释工
作并且抚慰客户的情绪，要用自己的专业知识
和良好稳定的心态来打动客户。作为大堂经
理，客户第一个直面的就是你，一定要有一颗
强大的心脏，不慌不乱，不急不躁，最重要的是
有一个最良好的心态，只有这样，才能成为一
名合格的大堂经理。

三、时刻营销。大堂经理的营销甚至可以

说是日常工作中最重要的一部
分。要随时关注客户需求，随时
要有营销头脑。首先对我行产
品要熟记于心，细致理解，这样
在向客户营销我行产品时才能
体现出自己的专业性，才能打动

客户，赢得客户的信任，推出我们的产品。其
实有的时候，客户并不是不想购买产品，是因
为对产品的不了解，这个时候我们就要耐心的
向客户营销，过程中要体现出我行产品的特色
之处和收益率。客户最关注的就是理财产品
和定期储蓄的收益，我们要用数据说话，精确
全面的打动的每一位潜在客户。一些理财展
示牌，宣传单页等产品展示工具要摆放在最显
眼的地方，第一时间引起客户的注意。我个人
认为要做到大胆营销，对于所有可能的客户，
我们都要上前去营销，详切询问客户对产品的
真实需求，长期还是短期，更偏向理财还是定
期储蓄，往往在不经意的营销甚至是与客户聊
天中，就发掘出了潜在的客户资源。营销无小
事，，只有日积月累并脚踏实地的去做，才能有
源源不断的客户资源，才能真正体现出大堂经
理的价值所在。

大堂经理要始终把客户摆在首位，客户就
是我们的衣食父母，要用完美卓越的服务去赢
得每一位客户，用暖人心脾的微笑去打动每一
位客户。大堂无小事，用万分的贴心去对待每
一位客户，客户们才会把我们九江银行当成另
一个家。

常听人说，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
然而，在我们以达成组织目标为共同目的的竞技
场，当竞争进入了良性循环，每个人的能力都在竞
争中不断提升，而将军的职位只有一个，甚至师
长、旅长、营长的职位都只有寥寥几个时，优秀的
士兵该何去何从？

曾几何时，关心我们的前辈们，总是会给我们
善意的提醒：“你们还这么年轻，做了几年人力资
源专员后，去做什么呢”“还是去做客户经理学习
业务，竞聘行长助理等等才有发展”……所以在不
经意间也会经常关注各种竞聘，希望能有机会得
到更好的发展。在分支机构，我感觉这是一个人，
或者说少数几个人的天花板，来到科技部后，才感
觉这是所有人的天花板。我们都是优秀的士兵，
却怎么也当不了将军。

当我们的队伍快速扩大时，引入专业序列，恰
逢其时，我们终于可以骄傲的说，我喜欢我的
专业和工作，我想在我专业的领域一直发展，钻
研，直至精通，我可以通过其他直接或间接的方式
去学习能提升我工作能力和效率的业务知识技
能，而非为了发展紧紧盯着那些背离我们初衷的
管理岗。

专业序列，助力成长。它不仅提升了我们的
目标感，在我们的专业领域，我们顺着阶梯指示牌
往上爬，不会轻易迷失；又增加了我们的归属感，
我们不再三心二意的天天想着我必须竞聘到其他
条线的管理岗上去，才有所谓的发展；最后，它满
足了我们的成就感，五级科技工程师享受CIO的
荣耀和待遇，五级公司客户经理享受CEO的荣誉

和待遇……
如何才能提升我们的专业序列，使我们的发展又快又好

呢？
岗位职称是前提。每个岗位都有任职要求，我们都讨厌

考试，抱怨并不是只有考试才能鉴别能力。但是，一方面，在
现行的考核体制下，只有客观的职称才是一把公尺，从一个侧
面公平的丈量大家的能力；另一方面，考取专业领域的职称，
也是一个全面学习或者说复习的机会，如果在专业领域内越
精通，在一定程度上越会缩短复习的时间和减小难度；如果在
专业领域还算不上精通，更有一个机会加强学习。

岗位关键经历是基础。锻炼自己，从不断试错开始。紧
抓自己的核心职责，多参与与核心职责相关的工作或项目，逐
步提高自己在核心职责领域的成功率，通过量变引起质的飞
越。

绩效优良是关键。对于靠业绩说话的一线客户经理等岗
位，这点尤其明显，根据每个岗位所应达到的业绩标准，能上
能下。而对于我们中后台的专业人才，参与甚至带领团队出
色的完成本部门的各项任务或项目，能客观评分的，得分优
良，不能客观评分的，获得大部分领导和同事的一致好评。

敢问路在何方？路在专业序列里。

说说大堂工作
武宁支行 吕 张

学会欣赏
德安支行 胡翠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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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法》是一本
早有耳闻的日本畅
销书，今日有机会
拜读，是一种莫大
的幸运。红白相称
的封面上赫然写着
醒目的“干法”两字，整本书主要围绕着寻找工作的意义，通过列举稻盛
和夫先生在京瓷工作的亲身经历来探讨“人为什么要工作？”、“如何投
入工作？”，并且指出了将工作做好的几点关键素养，例如目标、坚持、完
美主义、创新等。

工作好比一本书，封面写着“人为什么要工作？”，每个人都有着自
己的打开方式，有积极的也有消极的；有好奇的也有重复的；有敷衍的
也有务实的……

看书之前，我们就会思考封面字样“人为什么要工作？”。
从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来看，工作能够满足人生存需要，社交需

要，自我实现的需要。
生存的需要。亚当斯密在《国富论》认为我们能够享用到面包师烤

的面包，并不是因为他们的恩赐，而是他们出于自利的需要，我们是需
要支付一定的费用。只要人还活着，就会有支出，如果你没有足够的收
入来弥补自己的支出，那么你将寸步难行。工作可以让你有一定的收
入来满足你的生存需要，这是一切的根本。人所需要的任何需求比如
安全的需要、被尊重的需要、自我实现的需要都是在你能够满足自己物
质条件的基础上实现的，如果连今日的晚饭都不知道在哪里，还会有时
间和精力去做公益、做慈善吗？

社交的需要。工作从来都不是一个人的事情，任何工作都是一个
团队一同协助完成。我们是社交型的群体，工作所能够带给我们的是
可以结交更多志同道合的人，稻盛和夫先生认为工作中的人可以分为

“可燃型”、“不燃型”、“自燃型”。如果知道自己还达不到自燃型的地
步，目前只是一个“可燃型”的人的话，就应该去接近一个可以让自己燃
烧的火源。并且接受这种积极氛围的熏陶，假以时日可以做一个自燃
型的优秀职场人。此外工作还是“百病良药”。 你有没有发现身边没
有工作的朋友开始变得别家庭琐事缠身，每天围着老公孩子转，与社会
脱节，开始变得容易抱怨，其实就是没有工作的后果；而稻盛和夫先生
在承受着身体和升学考试多次落榜巨大压力，毕业找工作受挫后，依然
选择在自己渺小的岗位上拼命投入工作，最终他的人生开始发生改变，
渐入佳境。

自我实现的需要。稻盛和夫先生认为工作的目的是磨砺心志，提
升心态。人会因为自己的价值能够得到彰显而产生成就感，现实生活
中有很多人明明自己的资产已经足够自己一辈子花销，为什么还要去
工作？导演陆川在《开讲啦》中，有人问他“大家都说你拍的《王的盛宴》
电影烂，为什么你还要去拍？”他从容回答说：“是不是烂片时间说了算，
有机会等你四十岁的时候再去看看这部影片，我依然会坚持拍电影，我

知 道 它 会 活 的 比 我
久。”他们的需求已经
从基本的生存需要上
升 至 自 我 实 现 的 需
要。他们需要的是能
够挑战自己的极限，不

安于现状，依然想要改变世界。每天安静的听曲垂钓是一种生活；每天
为了工作通宵熬夜也是一种生活。

而你是以怎样的方式打开你的工作这本书呢？我们又应该如何正
确的打开这本书。

爱上你的工作。有人把工作当饭碗，有人把工作当事业。仅仅把
一份工作当做谋生的工具，满足每天的温饱即可，听起来有些堕落，可
这实际上是很多人的状态，在你还不该安逸的时候选择了安逸，某一天
可能就会为此付出代价。没有人喜欢被强迫着做事情，这样不仅没有效率，而
且会事倍功半。如果有一件事是你自己发自内心热爱，不用别人提醒，你也会
自发自主的去完成。工作中可能会遇到很多困难，但困难都是成功派来的考
验，不试着去解决，下次依然会碰到这个问题。把工作当做事业，秉持
着“工作虐我千百遍，我待工作如初恋”的态度，试着和它相处，你会发
现你从它身上得到的东西远比你付出的多。

持续付出不亚于任何人的努力。很多人都说自己在努力，你看我
今天把我的工作都做完了，可能你只是用了8个小时做了人家2个小时
可以完成的工作量；你在朋友圈发一张看书的照片，其实那些书只是你
买来之后可能翻都没翻过的，发完朋友圈之后你一直在期待朋友圈里
别人的回复和点赞，然后一晚上就在看手机而不是看书…….这些
都只是看起来努力罢了。真正的压力不是有人比你努力，而是
比你优秀的人依然比你努力，如果想要比做别人做的好，同样也要
比别人付出更多。有人信仰“尽人事听天命”，你真的尽人事了吗？你
真的竭尽全力了吗？如果一份工作你是打算持之以恒的做且发自内心
的喜欢话，那就再给自己一次机会，把这个平凡的工作做到非凡为止。

精益求精。不管多么细小的工作都要用心做，投入100%的力量。
工作中有很多不只是处女座的人会追求完美，“追求完美”在工作中不
是贬义词，而是一种赞扬。“有些错误是用橡皮擦不掉的”做事情必须是
有意注意的结果，犯一些看起来很无关紧要的错误会养成自己得过且
过，反正犯了错误还来得及改正的懈怠思想，终会在关键时候酿成大
错。加拿大“工程师之戒”告诉我们，细节决定成败。

具备创造精神。跟在别人后面永远走不到最前面，敢于走别人没
有走过的路，才能发现不一样的风景。世界上唯一不变的就是变化，如
果不能够跟着做出调整的话，就会被市场淘汰。在从按键手机到智能
手机的转变中，我们见证了诺基亚帝国从兴盛到衰落的历史，如果一味
固守，可能在明天就会被别人超越。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重要的是将其用于实践当中，
用正确的方式打开你的工作，你善待工作，工作必将善待于你。

你打开工作的方式正确吗
——稻盛和夫《干法》读后感

吉安分行 彭月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