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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春光明媚，桃红柳绿，莺飞草长，正是春游 文自然景观为一体的城郊休闲旅游胜地。石阶而

踏青的最好时机。春游，是我国民间的优良习 下，便是林荫深处，继而是湖畔，还有竞相开放的

俗，至今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古时又称之为踏 蔷薇，妖娆的风姿尽收眼帘。

青、寻春、探春、郊游等，即在春暖花开之时，  　　接着便三五成群吆喝着去感受湖面的平静，坐

人们或单或双，或三五成群，离开喧嚣纷乱的城 在船上，水底的植物清晰可见，任凭风吹向何方，

市，来到大自然的怀抱在青山秀水间寻找春的足 没有任何打扰，享受着这份宁静。之后到了清水

迹，让久锢的心情来一次洗礼。 湾，躺在沙滩上，用沙子淹没了脚踝，沐浴着暖暖

　　在这个美好的时节，身为长虹国际酒店的一 的阳光，呼吸着迎面而来清新的潮潮的空气，一天

员 ， 同 样 跟 着 春 的 脚 步 ， 享 受 着 “ All for 的烦恼早已抛之脑后，让时间静静的流淌，… … 这

you”的光环，一起寻觅着春的足迹。 一天只属于自己，全身心的投入到大自然的怀抱

　　坐在车上，沿途的景致越走越是苍郁，远 中，体验着生命与自然相交融的快乐。

山，田野，到处一遍碧绿，经过昨夜雨滴的亲  　　静谧的仙海湖，原来正是个可以让人远离扰人

吻，嫩嫩的花蕾在春寒中露出更美的本色，在人 的红尘喧嚣，幻现起世外桃源般景象的地方，让身

们的赞美声中似乎更骄傲的挺直了腰身，柔柔的 心得到一次真正意义上的解放。

和风把深深的期待幻化成玫瑰雨露，春天在初绽 　　“ 一年之计在于春”也正寓示着酒店蓬勃生

的冻土里播下了种子，在嫩绿的枝头绽开一抹新 机，这次踏青之旅不仅让我们在忙碌的工作中得到

绿，洒下生机与希望。阳光暖暖的，天是蔚蓝 身心的放松，更重要的是增加了同事间情感，增强

的，心是美美的，呼吸着春的气息，感受着春的 了凝聚力。身为长虹国际酒店的一份子，我们同样

罗曼蒂克。 自豪，我们将紧跟着您的步伐，不断创新，携手并

　　欣赏着沿途的风光，不知不觉便到了仙海 进，共同铸造长虹国际酒店美好的未来。

湖，仙海湖以水上运动，水上娱乐为特色，融人                                                            财务部/石凤

长虹国际酒店被评为
长虹公司2011年创建工作先进单位
　　2011年长虹国际酒店“ 创建文明城市、建设文明企业”

工作在公司创建指挥部统一部署和指导下，各部门协调推

进，通过酒店各业务单元的共同努力，创建工作与酒店经营

管理工作得到有效结合，取得了良好的创建成效，为绵阳市

成功创建为全国文明城市做出了贡献，长虹国际酒店的创建

工作得到了上级主管部门的肯定和表扬。

　　集团公司从酒店生产经营、环境综合治理、员工文明行

为规范、及历次综合检查情况进行评比，经创建工作组审

议，长虹国际酒店被评为长虹公司2011年创建工作先进单

位。                                                                  综合部/赵显芳

　　2月28日下午14：00长虹公司文明创建领导小组在

长虹国际酒店鸿图多功能会议厅举行了长虹公司文明

创建2011总结暨2012动员会。公司党委办公室、公司

办公室、工会办公室、团委办公室、长虹国际酒店等

单位负责人参加了会议。

　　会议对2011年度公司创建工作进行了总结，指出

公司在 2011 年创建工作取得了良好能效，得到市上级

主管部门的充分肯定，长虹获得了绵阳市创建先进集

体的荣誉。

　　会上谭副总经理、胥主席作了重要讲话，会议对

16个创建组织推进工作先进单位、22个创建工作优秀

单位进行表彰和奖励。长虹国际酒店获长虹公司

2011年创建工作先进单位称号。

　　集团公司杨总经理在会上对2012年公司文明创建

工作提出了四点要求：一是创建工作要常态化。二是

各单位要进一步解决内生动力问题即认识问题。三是

要明确主线，“ 三创一争”是今年的文明创建主线。

四是抓好企业文化建设。

　　公司表彰决定指出：希望获得表彰的单位保持荣

誉、再接再厉，要求全体干部员工深刻认识创建工作

对企业发展的意义，结合公司“ 三个满意”核心价值

观的贯彻落实，从“ 员工关系”建设出发，不断改善

公司发展环境，创建员工工作生活的舒心环境，将公

司“ 建设文明企业”工作不断推向深入。

                                                                         质培部/吴红英

长虹公司文明创建

2011总结暨2012动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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踏青 赏花 沐浴阳光

　　抓住春季新茶上市的契机，长虹国际酒店会展部

以明前春茶为卖点，于3月20日在怡苑大堂吧开展“ 春

姿茗香”春茶节主题营销活动。

　　此次活动为突出春季万物复苏、春茶绿色健康的

主题，活动现场鲜花环绕，更显春意盎然。活动期

间，客人点茶后将赠送该茶品的功效介绍提示卡，同

时讲解饮茶对人体的健康之处，以此增强员工与宾客

之间的沟通交流，提升整体消费氛围，通过开展此次

营销活动，不仅起到了稳定现有顾客的目的，更吸引

了新的顾客，提高了酒店整体营业收入。

                                   会展部/董红梅

酒店举办“ 春姿茗香”春茶节

　　文明创建活动作为酒店精神文明建设的 店的文明创建工作。各业务单元进一步深 团队文化建设上，各业务单元在组织开展

一项重要任务，是酒店外塑形象，内升素质 入开展以“ 创建文明单位、创建文明班 文明争创工作时，紧紧围绕本部门的经营

的有效载体，也是新形势下酒店和谐稳定发 组、创建文明小区、争当文明员工”为主 和管理工作要求，从提升员工素质、和谐

展的内在需要。2011年酒店的创建工作得到 题的“ 三创一争”主题文明争创活动，并 员工关系、开展绿色饭店创建、推动酒店

了上级主管部门的肯定和表扬并被评为了长 以此为主线，与酒店提升基础管理工作相 发展四个方面着力推进酒店效率提升、管

虹公司2011年创建工作先进单位。2012年， 结合，抓细节抓改善；与企业核心价值观 理提升，为酒店健康发展创造良好的生态

为巩固和发扬酒店创建成果，根据公司创建 建设相结合，抓好员工素质提升、培养职 环境。

工作的总体部署，结合酒店实际情况，设立 业精神。将建设“ 文明酒店”工作落实在                          

                         综合部/赵显芳了精神文明建设推进小组，负责组织开展酒 提高员工队伍素质、强化基础管理、注重

强化基础管理，深入推进酒店创建工作

　　在毛主席 “向雷锋同志学习”题词 人、人人为我的良好酒店风气。

49年之际，为加强酒店精神文明建设， 　　二、学习雷锋艰苦朴素、勤俭节约

进一步在酒店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的作风。培养良好的工作与生活习惯，

观，对酒店员工在市场经济中进行道德 在工作中注意节约用水、用电，低碳生

劝诫，促进酒店健康发展，酒店党、 活，自觉抵制浪费，爱护财产物资，自

政、工、团积极响应全国深入开展学习 己维护酒店利益。

雷锋活动， 在酒店员工中开展“学习雷 　　三、发扬雷锋的“钉子”精神，努力

锋”活动。为使酒店员工充分感受雷锋 学习。多读书、读好书，提高自身的科

精神的洗礼，特在酒店内设立两个“学 学文化素质，用高雅、健康的文化生活

习雷锋”服务点，一是酒店前厅大堂副 充实自我、陶冶情操。

理处；二是餐饮预定接待台，并在全店 　　学习雷锋干一行爱一行、专一行精

员工中进行倡导如下： 一行的敬业精神。自觉在岗位上磨练意

　　一、学习雷锋助人为乐、勇于奉献 志、砥砺品行，自觉到基层岗位上接受

的精神。从工作中的点滴做起，人性化 锻炼、成长成才。恪尽职守，追求卓

服务，团结友善，力所能及帮助他人， 越，做一颗永不生锈的螺丝钉。

积极投身公益活动，努力促成我为人                       综合部/赵显芳



绿色创建 我们在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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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客房服务员，可以进来吗?

I Housekeeping, May I come in? 

您需要我们什么时候打扫房间?

When would you like me to clean your room?

我需要加个枕头。

I need one more pillow please.

空调坏了。

The air-conditioner doesn’t work.

我们将干洗这条裙子。

We'll dry-clean the dress.

我何时能取回洗的衣服呢？

When can I have my laundry back? 

您是要快洗服务还是当日取？

Do you prefer your laundry by express service or 

returned on same-day?

水龙头一晚上都在滴水。

The water tap was dripping all night long.

如果您有问题，请随时找我们。

If you have any problems or requests, please 

don’t hesitate to let us know.

请将您的现金、珠宝和其他贵重物品寄存在酒店

的保险箱内。

Please deposit your money, jewels and other 

valuables in the hotel safe.

很抱歉给您带来这么多麻烦。

Sorry to have caused you so much trouble.

我向您保证，这类事情以后不会再发生了。

I assure you it will never happen again.

您可以从您房间里打长途电话。

You can make long distance call from your room.

在房间内打市话是免费的。

Local calls made from the hotel room are free of 

charge.

英语角
English  Corner

第二十期

酒店案例分析
酒店前台常见疑难问题处理

1、当一位客人没有预订而前来入住，但房间已满，应如何处

理？
　 首先向客人表示歉意，“ 先生（小姐），真对不起，房间

刚刚安排满了，我马上为您联系附近其他酒店好吗？”征得客

人同意后，为其联系，然后告诉客人“ 一旦有退房，我们会与

您联系的，欢迎您下次光临”。

2、如果客人进房间后，打电话来说他不喜欢这间房，要求转

房，怎么办？
　 要了解客人退房的原因，“ 先生（小姐），不知您喜欢转

到什么样的房间？”视情况为其调整到合适的房间，若是房间

设备方面的问题，马上通知有关人员进行维修；若是服务的问

题，应尽快报告当值主管并登门道歉，若一时无法解决，应表

示歉意，并做好解释，“ 真抱歉，现暂时没有房间，一有房

间，即刻通知您好吗？”使客人觉得他的要求受到重视。

3、客人嫌房价太高，坚持要较大的折扣，应如何处理？
　 首先做好解释，如介绍客房设施，使客人感到这一价格是

物有所值的。并礼貌地告诉客人“ 您今天享受的这一房价折

扣，是我们首次破例的，房间设备好，而且是最优惠的”。如

客人确实接受不了，可介绍房价稍低的客房给客人。

质培部/吴红英

营销部/苟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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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 光 大 道星 光 大 道 一季度服务标兵、优秀班组一季度服务标兵、优秀班组

服 务 标 兵

优 秀 班 组

保卫部徐加英

会展部大堂吧班组 餐饮部传菜班组 财务部审计班组营销部总台班组 房务部六楼清洁班组 君怡酒店保卫班组

营销部张宇 餐饮部李丹 工程部孙进东 餐饮部肖丽琼 会展部蒲珊珊 君怡酒店雍雯 餐饮部王海洋 房务部唐昆雁 财务部梁爽爽

袁总经理指出：首先是思想上要高度重

视。争创“ 金叶级”绿色饭店是我们落实

酒店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内容，是落实人本

管理、提升服务品质的必然选择。不是想

不想抓的问题,而是必须抓、必须抓好的问

题。只有认识到位了,宏观上把握住了,才能

变被动为主动。其次是措施得力，广泛宣

传。要求各部门严格按照实施方案开展系

列工作，全店上下，统一步调，统筹安

排，认真宣贯，营造“ 创绿”的良好氛

围，广泛宣传绿色饭店的理念和标准，让

每一位员工都能成为绿色卫士；从资源节

约、环境保护、循环利用、食品用品安

全、节能管理、健康管理费用、适度消费
　　2012年3月14日长虹国际酒店在酒店鸿 理助理魏定国参加了本次会议。 等几方面入手，大力倡导、宣传绿色消
图多功能会议厅举行了简单而隆重的创建 　　动员大会在酒店“ 绿色创建，我们在 费；同时谈到创建“ 绿色饭店”活动由于
“ 金叶级”绿色旅游饭店动员大会。 行动”的宣传口号中启动，谢副总就酒店 覆盖范围广，标准要求高，所以需要全力
　　长虹国际酒店副总经理谢波主持了启 创建“ 金叶级”绿色饭店实施方案进行了 以赴，扎实推进，确保创建目标按期顺利
动仪式，总经理袁冬梅在会上发言，表示 解读，酒店工程部经理舒强代表酒店绿色 实现。最后是落实到位，奖惩兑现。要求
长虹国际酒店自2008年元月被四川省旅游 饭店创建小组，宣读了《 倡议书》，酒店 工程部、质培部按照创绿考核标准、能源
星级饭店评定委员会授予“ 银叶级绿色旅 绿色代表刘元元引领全体员工进行了真挚 考核办法严格实施考核，做到宣传到位、
游饭店”称号以来，一直坚持“ 安全、健 的“ 创绿”宣誓，展现了长虹国际酒店创 指导到位、检查到位、处理到位。
康、环保”服务理念，认真贯彻行业标 建旅色饭店的决心和力量。 　　会上，副总经理谢波就《 绿色旅游饭
准，围绕省市关于推进“ 节能减排，弘扬 　　“ 绿色饭店”作为一种发展理念和发 店》标准进行了现场培训，各部门员工代
生态文明”的社会发展要求，把握长虹公 展目标，就是在饭店经营过程中，倡导节 表参加了现场学习。
司节能减排小组依据国家《 “ 十二五”节 能降耗，促进环境和谐，在不断节约能源 　　长虹国际酒店创建“ 金叶级绿色旅游饭
能减排综合性工作方案》的通知精神，认 消耗的基础上为顾客提供高质量、健康、 店”的步伐已经迈开，在“ 创绿”道路上
真贯彻落实酒店年度“ 提高人效、提升品 安全的产品和服务，同时，引导顾客改变 坎坷是必然的，困难也一定不会少。但各
质，实现可持续发展；加强内部管理，开 传统消费观念，倡导绿色消费。长虹国际 部门共同努力，一定顺利完成“ 金叶级”
源节流实现年度计划”的精神，在全酒店 酒店全方位地将绿色、低碳的环保理念植 绿色饭店创建工作。
范围内积极开展“ 金叶级”绿色旅游饭店 入，未来一段时间，将创建“ 金叶级绿色

争创“金叶级”绿色饭店工作小组 
创建活动，并希望酒店能够借此契机，谋 饭店”作为经营工作的一项重要任务。 吴红英
求更大的发展。酒店财务总监李蓉、总经 　　在创建“ 绿色饭店”动员大会现场，

立足岗位练内功  创先争优展风采

　　为提高厨师业务技能及厨艺水平，让厨师队 30分钟内，完成两道热菜的烹制，最后经过用 整、恢复。一会儿，咚咚咚的切丝声、观众的惊

伍掀起比、学、赶、超的学习氛围，从而提升菜 时、重量、长度、感官及味型等进行综合评比打 讶声、窃窃私语声及选手报告结束的声音不时传

品质量及宾客满意度。长虹国际酒店餐饮部于 分，决出胜负。大家参赛的热情度、积极性都很 来。

2012年4月11日在虹宫厅举行了“2012年度厨艺技 高，争抢着要求参赛，经过筛选最终有41人次参 　　经过激烈的角逐，最终李伟荣获了热菜组一

能大赛”，酒店总经理袁冬梅女士、副总经理谢 加了两个项目的比赛。 等奖，张臣平喜获热菜组二等奖，易传国获得了

波先生及其他领导现场评分，酒店还邀请了公司 　　14:00比赛正式在酒店虹宫厅拉开序幕，厨师 三等奖。黄强荣获了刀功组一等奖，王前华、卜

工会李静北老师等进行了现场观摩。 们个个穿戴整齐、精神抖擞、胸挂统一的编号 海波喜获二等奖，王委、王海洋、罗先亮获得了

　　此次厨师“ 技能大比拼”是长虹国际酒历史 牌，笑意盈盈的准备参加比赛。只听总调度王经 三等奖。酒店领导也在现场对相应的获奖人员进

上的第一次，分为“ 刀功组”及“ 热菜组”。刀 理的一声令下后，整个大厅静若止水，大菜刀犹 行了奖励，鼓励他们勤练内功，为店争光。

功组分为两轮，一轮16人，要求在25分钟内完成 如一条银光闪闪的鱼在厨师们得手中游走，有的

黄丝3两、银针丝3两及片皮任务；热菜组要求 厨师由于紧张手都在发抖，但很快个人进行了调                          餐饮部/刘元元

长虹国际酒店网络学校成立了！

-- 记长虹国际酒店2012年度厨艺技能大赛

　　为不断完善酒店培训体系建设，强化培训管 门对于通用知识也可以组织员工共同学习，便于 学习，经过期初试用及学员反馈，网络学习与传统

理，丰富培训内容，创新培训模式，推进酒店专业 交流； 课堂培训相比，确实有所不同，除了学习部门必修

化培训进程，长虹国际酒店于2012年3月组建了长虹 课程以外，个人根据自己的需求还可以选择选修课　　第三是培训覆盖面广、课程资源丰富，专业

国际酒店网络学校，也希望通过网络学校的开办促 程，不断充实和完善各自的酒店专业知识。性强：本次网络学校采用的系统可以供学员选择

进员工培养良好的学习习惯。 的课程有300门，资源丰富，专业性强。课程资 相信，通过酒店网络学校的成立，以及学习系统的

　　长虹国际酒店网络学校的成立，得到了酒店管 源涵盖了酒店经营、专业岗位知识、营销、工 引进，长虹国际酒店培训管理能做得更好。

理层的高度重视，也得到各部门的大力支持，酒店 程、财务、人力资源、胜任力提升、高级行政管

质培部还特别拟制了管理办法，并结合系统状态， 理等方面，适合酒店各个层面的工作人员及管理                           质培部/吴红英
修订了操作指南，并在系统使用前期进行了操作流 人员；

程讲解及示范宣讲，同时在使用过程中对系统学员 　　第四是便于培训动态管理：因为有培训监督

予以指导。 报告，各部门培训管理员对部门学员学习状态、

　　长虹国际酒店为什么会选择创建网络学校，引 进度及考核情况等都能进行有效监督与抽查，能

进网络学习系统呢？因为网络学习有别于传统的培 够有效的进行培训动态的管理与档案建立；

训方式，具有独特的优势。 不论从教学方式上还是经费控制方面都有突破与

　　首先是具备便捷的操作模式：只要能上网并有 创新。该系统的引进，与酒店管理专业知识充分

配套的播放系统，系统学员就可以进行学习操作； 结合，使受训人员能获得更为全面的酒店管理知

识。　　其次是培训时间、场地及课堂形式灵活：因为

酒店各部门经营及接待状况不同，各部门的培训时 　　目前，长虹国际酒店网络学校首批成员近

间也不尽相同，通过网络学习，即使同一门课程， 150名，除了系统成员自学以外，各部门内部管

不同的学员在不同的场所和时间都能够学习；各部 理员也在积极组织部门成员接受网络公共课程的

舞动青春

　　四月，是万物复苏的季节；四月，鲜花烂漫的季节；四

月，是充满活力，激情澎湃的季节。

　　在这春光烂漫，鸟语花香的季节里，我们迎来了长虹公司

举行的“ 第九套广播体操比赛”，很荣幸的是，我和我的另外

两位同事也被选入其中。对于我们而言，这不仅仅是一次简简

单单的比赛，也代表着长虹君怡酒店，更代表着长虹国际酒

店。所以我们都不负众望，尽自己的所能做到最好。成功的道

路是艰辛的，是需要付出努力和代价的，也正因如此，我们三

个每天总是要比其他同伴早出发半个小时，花半个小时的车

程，才能如期到场参加酒店的排练。结束后，又要再花半个小

时的车程回到我们工作的地方。说真的，每天光是排练，都还

是挺辛苦的，还要舟车劳顿，一来一回，还真有些疲惫。不

过，我想我们的付出和努力是值得的，是能够得到回报的。想

到我们是为了荣誉，为了能够更好地展示我们长虹酒店人的风

采，能够更好的体现出我们充满活力，朝气蓬勃的精神面貌，

这点辛苦不算什么，能够展示我们的活力，舞动我们的青春，

也是一件挺幸福的事。

　　相信我们的付出是定能得到肯定的，不管最后的结果是怎

样的，我们都问心无愧，因为我们努力过，我们付出过，我们

不后悔！

　　我是来自西科大城市学院的大二学生，经过 刻地体会到酒店业的艰辛，也看到了酒店业的发

两个月的实习使我对餐饮业的基本业务和操作 展和前景，更加明白了自己以后学习的方向和侧

有了一定的了解，在这里我学习的不仅是酒店 重点，最后感谢长虹国际酒店能给我们提供这样

知识，更多的是自我综合素质的提升，在领导 难得的实习机会，在此祝愿长虹国际酒店能够越

同事的关照和指导及自身的不懈努力下，让我 办越好，生意越来越兴隆。                                    

在各方面都取得了进步。                            
　　酒店餐饮部是最为辛苦的部门，因为服务员

还需要完成很多工作岗位职责描述外的事情。

在我和同学们刚刚走上工作岗位的前几天，我

们就像无头苍蝇一样不能领会工作的流程和需

要，只能听从管理人员和老员工的安排，还需

要他们手把手的教导，庆幸的是所有的老员工

都对我们特别的友好，主管还专门为我们每人

安排了一名师傅，负责引导我们的工作。在后

面的日子里我们基本都能熟练掌握各项工作

了!总的来说，在这些日子里我们学习了不少东

西，除了了解到餐饮的服务程序和技巧，也学

会了如何调整自己的心态，如何处理好和同事

之间的关系，如何与顾客打交道，同时更让我

认识到做为一个服务员应该具有团结的服务意

识。

　　礼貌是一个人综合素质的集中反应，餐饮业

更加如此，要敢于向别人开口问好，对于客人

的要求，要尽全力去满足，尽管有些不是我们

职责范围内的工作，也要尽力帮其转达，尽管

有些要求不合理也不能办到，也都要用委婉的

语言、语气拒绝，或寻求其他的解决方法。更

为重要的是，在这两个月的实习工作中，我深

亮出你我风采 展现新形象
　　3月15日，长虹国际酒店第九套广播体操比 全面发展的优秀人才。

赛在酒店后庭院成功举办。来自全酒店11个部 　　本次体操比赛的举办，既是对酒店企业文化

门共7支代表队参加了比赛。本次比赛为了体现 工作的一次重要检阅，是酒店广大干部员工精

公平、公正的原则，特邀请了酒店总经理、副 神面貌的全新展示，也充分体现了团结奋进的

总经理、财务总监及总经理助理担任评委，经 酒店精神。

过紧张激烈的角逐，餐饮部获得一等奖，君怡 （又讯）4月24日，长虹集团公司工会为增强员
酒店和职能联队获得二等奖。 工体质，推动全民健身运动，酒店队员充分展
 　　本次比赛是酒店积极响应集团公司号召， 示出当代酒店员工靓丽的风采和团结向上的团
经由酒店党政工团联合发起，综合部进行了精 队风貌，通过激烈的争夺，在来自集团公司共
心组织和筹划，各部门为了迎接此次比赛，在 计36支参赛队中，最终取得了优秀奖。
不影响经营工作的前提下，抓住点滴时间刻苦

                                                   综合部/吴红英
训练。

　　酒店总经理袁冬梅在赛前发言谈到：比赛

将是各个部门团结、健康、向上的集体力量的

一次展示，也是青春活力的一次大检阅。酒店

发展到今天已经走过了风风雨雨十四个年头，

能够取得今天的成绩是我们全体酒店员工在平

凡的岗位发扬负重拼搏，勇于创新的精神取得

的成果，成绩的背后离不开员工们健康的体魄

和强健的身体。一个合格的优秀员工不仅要在

工作中勇于争先，还要在身体素质锻练上也能

勇攀高峰。成为一个新时代的德、智、体、美

-- 记长虹国际酒店第九套广播体操比赛

我的实习心得 实习生/尹林

　　清晨漫步在长长的河堤上，静静地享
受着这难得的宁静，深深地呼吸着这清新
的空气，堤边一棵棵嫩绿的柳树也轻摇着
头陪我漫步。
　　天天奔波于工作和生活之中的我，已
许久没有这难得的雅兴在柳树的陪伴下漫
步了，于是乎心情在今晨变得无比舒畅，
心胸在今晨变得无比硕大，忘记了一切该
忘记的烦恼。
　　正当我沉静在这久违的好心情里时，
一阵微风迎面扑来，随及带来的却是一阵
阵的咳嗽声，原来风把柳絮吹浮在空中散
开，让堤边漫步的我已睁不开眼，也不敢
深深地呼吸，只能用手或衣袖遮挡着面
部，瞬间让人急于想离开这到处飘浮着柳
絮的堤边，就这样我匆匆地结束了这久违
的清晨漫步。
　　回到家中，细细想来，其实世上万物
如同柳树一样都具有它的双重性，它能让
你心情舒畅，也能让你的心情瞬间变得灰
暗。事物即如此，何呼人呢？每个人都有
让人赏心悦目的一面，又要让人不愿看到
的灰暗一面，这也是人性的一个双重性，
因此，我们在生活、工作中就不必去追
求、计较太多的得失、在乎太多的闲言碎
语，对于工作中的矛盾本着事物的双重性
去解决和化解，从灰暗中去发掘光明的一
面，只有这样相信自我、把握自我、善待
他人、理解他人，在繁忙的工作、生活中
去寻求万物万事让人开心的一面，让真心
地笑容随时陪伴着你、我、他。

柳树
综合部/李晋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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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培部/吴红英

※  米饭若烧糊了，赶紧将火关掉，在米饭上

面放一块面包皮，盖上锅盖，5分钟后，面包

皮即可把糊味吸收。

※  煮饺子时要添足水，待水开后加入2%的食

盐，溶解后再下饺子，能增加面筋的韧性，

饺子不会粘皮、粘底，饺子的色泽会变白，

汤清饺香。

※  烧荤菜时，在加了酒后，再加点醋，菜就

会变得香喷喷的。烧豆芽之类的素菜时，适

当加点醋，味道好营养也好，因为醋对维生

素有保护作用。

※  风油精的妙用（1) :在电风扇的叶子上洒

上几滴风油精，随着风叶的不停转动，可使

满室清香，而且有驱赶蚊子的效用。

生活小常识
营销部/杨珺玮

-- 长虹国际酒店培训管理创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