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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VE YOU, HAVE ME, HAVE A FAMILY

风里雨里烈日下，我们都在这里等你

P25 大城小事

社区明星 说走就走的旅行 点靓你的家P29 理想生活P39

“景瑞生活汇”
欢迎扫一扫

微博关注我
@景瑞生活汇



全国各服务中心
Jingrui service center

太仓规划馆
地址：科教新城文治路8号太仓规划展示馆
电话：0512-33060070

太仓花园港苑
地址：太仓市城厢镇庙前港路花园港苑
电话：0512-53990818

太仓公安局经济开发区派出所
地址：太仓市经济开发区洛阳东路58号

太仓市公安局沙溪派出所
地址：太仓市沙溪镇金溪路与长寿北路交叉
口东南50米

上海悦公馆服务中心
地址：太仓市浏河镇闸北路666号
电话：0512-53986118

山海悦庭服务中心
地址：太仓市浏河镇郑和大街34 号

苏州誉蓝湾服务中心
地址：吴中区越溪镇文溪路景瑞御江山物业
办公室78-104室
电话：0512-66175992

苏州无双销售中心
地址：苏州市高新区科技城武夷山路与富春
江路交汇处
电话：0512-87776666

苏州歌悦花园服务中心
地址：吴江经济开发区庞北路369号
电话：0512-65688468

景瑞时光里营销中心
地址：苏州市常熟国家高新区银河路与丰田
路交汇处
电话：0512-55999888

余杭御蓝苑服务中心
地址：杭州市余杭区余杭街道禹航路43号8
号楼
电话：0571-88666802

杭州临平御华府服务中心
地址：杭州市余杭区临平世纪大道与汀兰路
交叉口御华府32幢物业办公室
电话：0571-88666580

杭州申花壹号院服务中心
地址：杭州市拱墅区祥符街道申花路与塘萍
路交叉口申花壹号院物业服务中心
电话：0571-88666516

杭州悦西台     
地址：杭州市拱墅区祥符街道申花路与塘萍
路交叉口
电话：0571-85351007

杭州白龙潭景区
地址：杭州市西湖区转塘街道龙门坎村

杭州文欣苑
地址：杭州市西湖区西溪街道文二路195号
文欣苑小区
电话：0571-85260743

南通景瑞望府服务中心
地址：南通市开发区惠仁路18号
电话：0513-89195916

南通景瑞御府销售中心
地址：南通开发区通富路与啬园路的交汇处
往南300米
电话：0513-89197016

海安光华花苑二期服务中心
地址：南通市海安县高新区西城街道青萍办
事处

海安仁桥花苑
地址：南通市海安县海安镇钟涵村旁

海安韩徐花苑
地址：江苏省南通市海安县和谐路

海门御江山服务中心
地址：海门市海兴路北京路交汇处
电话：0513-81263366

常州景瑞曦城服务中心
地址：常州市钟楼区茶花路6号12号楼会所
电话：0519-83296989

常州景瑞英郡花苑服务中心
地址：常州市玫瑰路66号1号楼1楼
电话：0519-81691662

常州景瑞望府服务中心
地址：常州市天宁区景瑞望府花苑16#1楼
电话：0519-83822636

常州北自所物业服务中心
地址：常州市新闸街道新龙路113号
电话：0519-68202865

扬州景瑞望府服务中心
地址：扬州市邗江区京华城西路与新盛路交
叉口处
电话：0514-82109899

无锡望府服务中心
地址：锡山区锡东大道西兴越路南瑞景望府
335单元2楼 
电话：0510-88858008

南京慧谷水轩服务中心（原：春风十里）
地址：南京市江宁区东善桥街道吉山大道9号
电话：025-52733969

南京慧谷山居服务中心
地址：南京市江宁区东善桥街道吉山大道8号
电话：025-52151633

泰州荣御蓝湾服务中心
地址：泰州市永兴路33号49栋三楼物业办公室
电话：0523-86059199

泰州东润首府服务中心
地址：泰州市海陵区东风南路与永兴路交汇处
1号楼
电话：0523-86876672

泰兴长江国际
地址：泰兴市虹桥镇虹桥开发区虹桥大道66号
电话：0523-87767159

泰兴金御华府
地址：泰兴市济川街道润泰路99号
电话：0523 87767109

舟山豪布斯卡服务中心
地址：舟山市普陀区沈家门鲁家峙景瑞街88号
电话：0580-3781810

舟山半岛湾服务中心
地址：舟山市普陀区沈家门鲁家峙鲁滨路111号
电话：0580-3785588

台州望府服务中心
地址：台州市路桥区桐屿街道文化路与龙栖
街交汇处
电话：0576-82328766

台州西溪山庄九龙园
地址：台州市温岭市城西街道九龙园大道
939号
电话：0576-81761700

宁波望府服务中心
地址：宁波市鄞州区天童南路北大东路交叉
口望府雅园2幢一楼
电话：0574-89069929

宁波上府服务中心
地址：宁波市鄞州区学士路1655号景瑞上府
物业服务中心
电话：0574-89212800

宁波龙湖缇香郦城案场
地址：宁波市鄞州区天童南路与北大东路交
叉口
电话：0574—89066868

宁波海国图志销售中心
地址：宁波市江东区江东北路与徐戎路交汇处
电话：0574-55866666

宁波海畔居服务中心
地址：宁波市鄞州区下应街道文溯公寓
电话：0574-83013997

宁波海港城服务中心
地址：宁波市鄞州区天童南路与北大东路交
汇处海港城办公室

宁波红翎台服务中心
地址：宁波市鄞州区天童南路与北大东路交
汇处，26号楼一楼

宁波景瑞金地御江山销售中心
地址：宁波鄞州区天童南路海港城正南御江
山售楼处
电话：057489066868

绍兴景瑞望府服务中心
地址：绍兴市绍兴县柯岩大道高尔夫路
电话：0575-89990436  0575-81100907

绍兴上府服务中心
地址：绍兴市镜湖新区裕民路1号
电话：0575-89963250

绍兴曦之湖服务中心
地址：绍兴市越城区二环西路与山隐新村交
叉口景瑞曦之湖
电话：0575-89172336

诸暨上府服务中心
地址：诸暨市文种南路58号
电话：0575-87391898  0575-87572366

缙云和泰城服务中心
地址：丽水市缙云县五云街道仙都路108号
和泰城物业服务中心
电话：0578-3269298

亲亲家园客户服务中心
地址：丽水市缙云县亲亲路152号
电话：0578-3139116

滨江御园客户服务中心
地址：滨江御园地址缙云县国税局东南50米
电话：0578-3318632

湖州西西那堤服务中心
地址：湖州市田园路198号
电话：0572-2509590

湖州清丽家园服务中心
地址:  湖州市轻方纺路139号
电话：0572-2367080

湖州天盛花园服务中心
地址：湖州市吴兴区仁皇山路1109号天盛花园
电话：0572-2165313

湖州安吉恒隆府
地址：湖州市安吉县天荒坪南路与迎宾大道
交叉口东北150米

湖州金茂大厦客户服务中心
地址：湖州市吴兴区康山街道七里亭路251号
金茂广场
电话：0572一2167110

长兴望府服务中心
地址：湖州市长兴县龙山大道888号会所2楼
电话：0572-6028789

恒隆·天逸城客户服务中心
地址：湖州市安吉县递铺穆王东路28号
电话：0572-5022772

恒隆商业广场客户服务中心
地址：湖州市安吉县递铺镇丰华路67号
电话：0572-5077528

安徽广德春熙湖畔
地址：安徽省宣城市广德县团结东路与春熙
路交界
电话：0563-6969000

安徽合经区新港工业园滨河松园、竹园
地址：安徽省合肥市经济技术开发区

安徽合经区新港功业园滨河梦园
地址：安徽省合肥市经济技术开发区

安徽合巢经开区安置小区
地址：安徽省合巢经开区

安徽庐阳工业区荣成北苑
地址：安徽省合肥市庐阳区

安徽合肥方兴园
地址：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紫云路386号

安徽质检中心园区办公楼
地址：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工业区

安徽岠嶂华庭及西山雅居
地址：安徽省合肥巢湖经济开发区

安徽大杨花园等5小区
地址：安徽省合肥市四里河路与大杨南路交口

安徽太和县创业路、富民路宜居小区
地址：安徽省阜阳市太和县

安徽武警安徽省消防总队机关生活区
地址：安徽合肥蜀山区长江西路321号

安徽肥东县循环经济示范园义和家园
地址：安徽省合肥市肥东县循环经济示范园义
和家园合肥循环经济示范园农村工作局附近

安徽瑶海区和寓家园
地址：于合肥市瑶海区合裕路与繁昌路交口
东北

上海花园城服务中心
地址：上海市虹口区花园路118弄5号会所一楼
电话：021-56989582

上海嘉城·雅颂湾管理处
地址：上海市嘉定区江桥镇海波路118弄会所
一楼
电话：021-39539589

上海嘉城·爱琴海服务中心
地址：上海市嘉定区江桥镇海波路127弄12
号104室
电话：021-39111981

上海嘉城·新航域服务中心
地址：上海市嘉定区江桥镇海川路58弄16号
2楼
电话：021-39111747

上海嘉城·香馥湾服务中心
地址：上海市嘉定区江桥镇海川路77弄199号
2楼
电话：021-39525656

上海嘉城·馥邸服务中心
地址：上海市嘉定区江桥镇海蓝路398弄1号
101室
电话：021-39525656

上海美兰湖·岭域服务中心
地址：上海市宝山区罗芬路98弄33号2楼
电话：021-56016202

上海青浦城中花园销售中心
地址：上海市青浦区盈港路453号
电话：021-39873300

上海惠南法兰云廷服务中心
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沪南公路9181弄
电话：021-58171322

上海中梅苑客户服务中心
地址：上海市闵行区罗秀路1339弄4号102
电话：021-64551060

上海汇锦城服务中心
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新环西路1000弄
电话：021-58813968-0

上海好世凤凰城服务中心
地址：上海市闵行区银都路3536弄137号
电话：021-54435866

上海景平苑服务中心
地址：上海市闵行区繁兴路1000弄34号104室
电话：021-34200810

上海小沃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杨浦区大连路688号宝地广场A
座20-22楼
电话：021-61588831

上海公安消防总队职工医院服务中心
地址：上海市三泉路22号

上海浦江宝坻三期（西区）物业客服中心
地址：上海市闵行区浦江镇江文路201弄
电话：021-60292790

上海御景园管理处
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锦绣路888号
电话：021-68779918

上海菁鸿锦庭客户服务中心
地址：上海市株洲路9弄4号2楼
电话：021-66066758

上海长发虹桥公寓管理处
地址：上海市长宁区虹桥路1163号物业管理处
电话：021-52955357

上海建明花苑客户服务中心
地址：上海市株洲路388弄14号
电话：021-66302801

上海阳光美景城管理处
地址：上海市闵行区莲花路288弄24号102室
电话：021-54936013

上海景瑞物业管理有限公司绿地香溢管理处
地址：上海市奉贤区海湾镇海兴路1881弄物
业办公室
电话：021-57502088

上海奥玎宫廷别墅
地址：上海市闵行区虹梅路3001弄88支弄1号
～191号

上海绿地海樾售楼处
地址：上海市宝山区沪太路5255号

上海纪王邻里中心
地址：上海市闵行区纪翟路 1785 号

上海康桥水都服务中心
地址：上海市宝山区水产路2600弄88号两
楼物业办公室
电话：021-66762260

上海新虹仪小区
地址：上海市虹口区欧阳路377弄11号2楼
电话：021-65088626

圣得恒业花园
地址：上海市闵行区都市路2099弄64号一楼
电话：021-64428210

城中苑服务中心
地址：青浦区城中北路10幢588弄25号 
电话：021-69721532

上海花园二期管理处
地址：上海市闵行区沪闵路7886号管理处
电话：021-64975956

上海逸流公寓
地址：上海市普陀区普雄路29弄5号1楼
电话：021-52359860

上海长峰浦江小区
地址：上海市长宁区安顺路89弄7-11号

年丰案场
地址：上海市奉贤区南桥镇年丰路与望园南
路路口绿地悠唐城接待中心
电话：59209881

上海银都路2688弄客户服务中心
地址：上海市闵行区银都路2688弄15号楼
508室
电话：52272839

上海汇宝中心
地址：沪南路2633弄汇宝中心1楼
电话：28509900

上海合星大厦服务中心
地址：上海市普陀区云岭东路651号
电话：021- 69520117

上海宝山景瑞生活广场服务中心
地址：上海市高跃路176号412室
电话：021-36325784    

上海嘉誉天荟案场
地址：上海市杨浦区殷行路1280号

上海拉夏贝尔服务中心
地址：上海市莲花南路2700弄50号

上海景瑞站前大楼售楼处
地址：上海市宝山区殷高西路10弄1号2号
电话：021-55088869

上海青浦港隆服务中心
地址：上海市青浦区盈港路453号港隆国际
大厦
电话：021-59209880              

重庆蓝溪谷地服务中心
地址：重庆市沙坪坝区天星桥红槽房正街99号
电话：023-65371399

重庆御蓝湾服务中心
地址：重庆市北碚区北温泉街道缙泉路300号
电话：023- 68290068

重庆沙龙花园服务中心
地址：重庆市沙坪坝区都市花园东路66号
电话：023-65508381

重庆西联社服务中心
地址：重庆市九龙坡区杨家坪兴胜路1号
电话：023-68510199

重庆缙云香缇管理处
地址：重庆市北碚区双元大道501号
电话：023-68329306

重庆仙山流云管理处
地址：重庆市武隆县仙女山新区银杏大道61号
电话：023—77826665

重庆鑫源仙居管理处
地址：重庆市武隆区仙女山镇银杏大道53号
电话：023-77822008

天津阳光尚城（嘉阳花园）服务中心
地址：天津市北辰区小淀镇津榆公路205国
道旁
电话：022-26999626

天津水岸城服务中心
地址：天津市宝坻区大白庄镇香江大道与黄河
路交叉口
电话：022-22408501

天津瑞华园服务中心
地址：天津市宝坻区北环东路与环城东路交
口东侧
电话：022-29279558

太仓荣御蓝湾服务中心
地址：太仓市经济开发区常胜南路18号
电话：0512-53873515

太仓望府服务中心
地址：太仓市经济开发区常胜南路88号
电话：0512-53833330

太仓翡翠湾服务中心
地址：太仓市东古路58号（近郑和西路）
电话：0512-53378303

南洋壹号公馆服务中心
地址：太仓市南园西路9号
电话：0512-53995828

全国统一服务热线：4006306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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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首语

P03 景瑞物业荣膺“上海市物业服务综合百强企业” TOP11
         及多项殊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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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R A T I T U D E  H A S  Y O U

如 若 生 命 是 一 场 烟 火 ，

那 么 相 遇 便 是 最 美 的 绽 放 ，

将 你 带 到 我 眼 前 ，

感 恩 有 你 。

 

感 恩 年 迈 的 父 母 ，

教 我 智 慧 ， 正 视 人 生 。

因 为 有 你 ，

我 才 懂 得 付 出 ，

让 我 用 最 真 诚 的 心 回 报 您 的 晚 年 。

 

感 恩 亲 近 的 朋 友 ，

支 持 鼓 励 ， 雪 中 送 炭 。

因 为 有 你 ，

我 才 能 勇 往 直 前 ，

以 后 ， 让 我 们 继 续 相 互 扶 持 。

 

感 恩 孩 子 ，

纯 真 美 好 ， 增 添 欢 乐 。

因 为 有 你 ，

我 才 懂 得 关 爱 ，

让 我 用 满 分 的 心 思 ，

给 你 精 彩 生 活 。

 

大 大 的 世 界 ，

小 小 的 人 生 ，

感 恩 有 你 ，

伴 我 一 程 ，

让 我 们 一 起 看 见 幸 福 生 活 最 温 暖 的 模 样 。

感恩有你

JINGRU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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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 拓 新 地 图 ，这 个 假 期 不 简 单
⸺ 2 0 1 8 瑞 令 营 游 记

P17 社区脉动

HAVE YOU, HAVE ME, HAVE A FAMILY

风里雨里烈日下，我们都在这里等你

P25 大城小事

社区明星 说走就走的旅行 点靓你的家P31 理想生活P39

“景瑞生活汇”
欢迎扫一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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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瑞风采

SHANGHAI PROPERTY SERVICES COMPREHENSIVE
TOP 100 ENTERPRISES

景瑞物业荣膺
“上海市物业服务综合百强企业” TOP11 

及多项殊荣
文 / 陶婧

上海市物业管理行业协会第五届理事会第七
次全体大会在上海开放大学报告厅举行，来自行
业的229家理事单位代表和121家会员单位代表参
加。会议上发布了《2018上海市物业管理行业发
展报告》，并现场公布了2018年度上海市物业服
务企业综合服务能力星级测评结果名单。

此次共有239家物业企业参与测评，上海景
瑞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以自身雄厚的综合实力、优
秀的物业管理服务水平和客户的高满意，荣膺
“2018年上海市物业服务综合百强企业”、
“2018年上海市物业服务企业综合能力测评5星
级”称号及多项殊荣。

景瑞物业作为上海市物业管理行业协会的副
会长单位，一直严恪自律，并在2018年6月获得
上海市合同信用促进会颁布的2016年至2017年
上海市守合同重信用企业证书；9月19日荣获
“2018中国物业服务专业化运营领先品牌企业”

称号。景瑞物业始终跟随行业发展变革的脚步，
遵循市场规律，秉持“做中国城市理想生活的推
动者”这一愿景，在物业服务管理上结合时代特
点，为客户提供定制化的优质服务，不断创新突
破，为客户提供舒适理想生活。

景瑞物业作为上海市物业管理行业协会的副
会长单位，一直严恪自律，始终跟随行业发展变
革的脚步，遵循市场规律，秉持“做中国城市理
想生活的推动者”这一愿景，在物业服务管理上
结合时代特点，为客户提供定制化的优质服务，
不断创新突破，为客户提供舒适理想生活。

此次参与测评并获得多项殊荣，既是对景
瑞物业全方位的考量，也是对企业在发展中坚
持不懈努力的肯定。我们将谨记大会号召，不
忘初心，牢记使命，助力本市物业管理行业的
繁荣发展！

JINGRUI STYLE

2018年7月25日下午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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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创工作组”⸺用瑞智打破格局，让创新缔造价值
2012年，“瑞创工作组”正式成立，它是一支由景瑞物业员工组成的创新专业团队，团队由公司

总部及分公司工程技术骨干组成，这支创新团队凭借自己的创新力斩获了五项国家专利及日常工程创
新案例。

以创新的态度优化现场管理，呈现匠心品质
随着物业管理的项目的增多，对设备机房的管理要求也越来越苛求，为了减少支出、提高效益，

“瑞创工作组”在2013年开始了设备机房空调多时段定时控制器的创新研究。通过这项创新研究，每
月能够节省73073度电，同比可节省电费58万元/年。这项创新也成为了该团队第一项国家实用新型专
利。2015年，淤泥清掏产诞生，解决了窨井堵塞的老大难问题；2016年，专利创新集水井排水泵自动
冲洗装置，保证排水泵的防洪排涝正常工作，最大限度地延长排水泵使用的年限；2017年，专利创新
多功能窨井盖提升机。

用创新的智慧提升管理效益，打造服务品牌
“瑞创工作组”的创新落实到物业服务管理的全方位，安全类创新、管理类创新、经济类创新共

计43项。团队将这些点滴的创新与实际工作和管理有效结合，创造更大的效益和高水准的服务。同
时，团队也注重每一项的创新成果的推广和使用，将每一个新的创新成果通过一个项目的试点到所有
项目循序渐进地覆盖，以深入落实到项目管理，降低人工成本，节省时间成本，攻克环境劣势和技术
难点。2017年，重点推广了两项专利创新，覆盖55个项目。

魏守武⸺坚信理论与实际相结合，才会让本专业发挥
到最大效应

2017 年度来到景瑞物业，魏守武在领导及同事的指
导与协助下，从熟悉景瑞，融入景瑞，到投身景瑞。从
2008 年开始学习园林知识到现在，一直应用所学知识并
结合现场实际，有效解决项目上的绿化养护问题，也为
后期养护特点绘制了参考的副本。

  在工作中，由于工作环境的需要，虽然身兼数职，
他也依然注重学习各种绿化植物养护知识，同时他积极
协助领导出谋划策，解决工作中遇到的各种实际困难。
生活中，他也会为小区居民提供一些盆景养护小妙招，
赢得客户的好评。在不仅做好本职工作的同时，魏守武
也积极协助其他同事完成工作。每一件细小的事情，在
魏守武那里像一件大事一样完成。他说，一件小事是小，
但无数件小事汇集起来可能就是大事。

WHEN THE MOST BEAUTIFUL PROPERTY TEAM MEETS 
THE MOST BEAUTIFUL PROPERTY PERSON

当最美物业团队遇上最美物业人
⸺上海市第二届“最美物业人”评选

文/陶婧

2018年4月4日至8月21日，上海市物业管理行业协会开展了上海第二届最美物业人评选工作。
上海景瑞物业管理有限公司的“瑞创工作组”获得最美物业服务团队称号，上海花园城社区绿
化工魏守武获得最美物业人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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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4日，嘉誉国际广场业主方邀请朋友们
一起参加世界杯暖场活动，为热爱足球和激情的
朋友们带来一场惊喜盛宴！案场的服务员做足了
准备工作，确保活动举办的顺利进行。

8月1日，嘉誉天荟项目又配合悠方举办了点
赞最美新江湾•城市告白活动，一场嘉誉•天荟组
织的点赞活动引爆了新江湾。案场项目人员也积
极配合活动开展，充分做好后勤工作，同时协助
现场秩序维护，保证活动顺利开展。伴随着主持
人甜美的嗓音，活动正式开始，现场人潮涌动，
国际名模、青春快闪、新马大礼吸引了众人的参
与。活动现场项目案场人员配合活动方派发精美
礼品，礼品上的精美图片和暖心话语，唤起了在
新江湾地区工作居住的人们的共鸣。伴随着悠扬

的钢琴曲，衣着艳丽的模特们，清新甜美的裸色
长裙，若隐若现的镂空裙摆，搭配闪亮的亮片点
缀，闪耀全场，为新江湾增添满满的夏日风情。
围观人群纷纷上前与模特合影，点赞新江湾。

新江湾把美好的生活送给了每一个在这里居
住、工作的人，新江湾馈赠我们，我们用真情回
报新江湾。嘉誉•天荟作为国际城市综合体，占
据新江湾核心位置，聚合居住、办公、餐饮、休
闲、购物多种功能，打造“一站式”消费娱乐中
心，丰富消费业态，助力新江湾地区商业升级。

平日的工作虽然辛苦，但是我们依旧会打起
十二分精神，认真做好每一个细节工作，相信我
们的工作会越做越好！

在规划理念上
嘉誉•天荟独辟蹊径，通过空中天桥打通悠

方购物公园及轨道交通脉络，让璀璨生活一线联
通，打造最完善的城市综合体典范。未来也将与
五角场商圈形成商业互补与联动，共同谱写沪上
繁华商圈新篇章。

所以自从2018年7月16日项目进场后，案场
各级员工均积极配合甲方工作，虽然客服加保安
保洁总共只有8位员工，但是大家都尽力改善案
场环境，提高案场服务整体质量，保证案场给客
户能够带来良好的第一印象，打好提升业主销售
工作的基础。

嘉誉•天荟作为 43 万方嘉誉湾滨水大盘压轴藏品，
雄踞上海新江湾核心地带，由富力地产鼎力呈现，是新
江湾区域最大最完善的城市综合体。项目规划有凯悦酒
店、滨水商业街区、公寓式酒店等多种业态，致力于创
建新江湾城未来核心地标，缔造世界综合体典范。

案场的周经理本着营造良好展示环境，让客户舒心、
贴心的理念，对各项服务制定了明确要求，要求所有员工
必须热情接待，保证案场整洁华丽，使客户能够得到宾至
如归的尊贵感受。同时，工作方式以被动改为主动，做到
自我提升，对协助部门多提要求，先让自己满意，再让客
户满意。

项目现场循环播放抒情音乐，并设置吧台为客户提供
精致的饮品水果，让客户多逗留现场，为销售工作创造机会，
同时现场十分注重人员培训技巧包括客服接待技巧、带客
流程的规范等等，保洁方面也极为重要，保证案场干净整
洁才能给与客户亮眼感，能够吸引客户并使其感受到项目
的高质量。

SHANGHAI JIAYI TIAN HUI 
⸺THE MOST BEAUTIFUL JIANGWAN
上海嘉誉•天荟⸺最美新江湾
文/佘晓杰

在日常管理工作之余，案场项目人员也积极配合业主开展活动：

JINGRUI STY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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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LDREN, WE ENCOURAGE EACH OTHER.
孩子我们共勉

文/绍兴荣御上府 周伟英

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初为人母当妈妈本身也是从
懵懂到明理的过程，因为之前都是没有经历过的，特别
是随着孩子的长大，朝夕相处总有不断的新课题出现在
家长与孩子之间，女儿小时候还好，只要哄着，陪着就
可以了，当女儿特别不乖的时候还可以河东狮吼一声，
女儿也就被镇住了。可随着孩子慢慢成长，我开始寻找
最适合孩子的教育方式，看过各种“育儿秘笈”然而我
觉得只有适合自己宝贝的才是最好的方法。孩子上小学
后她开始有了自己独立的思想了，很多时候再也不能使
用像小时候一样的方式了，可能现在很多的家长还是以
灌输式或忍让式的方法来教育孩子，其实这个时候的孩
子往往有了两面性，起码她并不排斥与最亲近的人交流，
只要别让孩子害怕或不信任，所以我更愿意跟朋友般的
跟女儿交流，这话说着容易，其实做起来挺不容易的，
因为很多的惯性和固有的教导方式让很多的家长无法站
在孩子的角度去看待问题，特别是日新月异的新思维，
新观念让孩子总觉得跟家长的代沟很大，哈！很多时候
我采用的事先预防式，就是把一些孩子常常会发生的事
情先在未发生之前拿出来跟孩子探讨，然后分析其好处
与坏处，让孩子自己事先自己来判断事情的对错。

记得有一次开家长会，发现很多家长都想找到一种
激励孩子的方法，其实在我看来，方法固然有，但针对
每个孩子，方法是不一样的，就好比每个孩子都有自己
的个性，我常常跟女儿说：你最大的好处与坏处就是要
面子，今天你跌倒了，只要你好强，你受不得示弱，你
一定会自己爬起来的，其实人生也如此，在跟女儿的交
往中，其实很多时候我还在采用宽松式教育的，可能有
些家长在苦口婆心后无奈地说这一切其实都是为了孩子

好的时候，只能给孩子无形的压力与叛逆，至少，我绝
不会跟女儿这么说的。

如今社会几代人宠爱一个孩子，宠爱是没有错的，
但要经常有意识地告诉她，人要有孝心，要懂得尊重长辈，
要让孩子明白，别人的付出并不是理所当然的，要懂得
回报，感恩，要学会分享。

与女儿在一起的日子是最快乐的，有时候我都不知
道是我在陪伴她成长，还是她在陪伴我给我各种小感动，
从她小时候开始至今，当你在呵护孩子的同时，其实你
也在享受跟她在一起的快乐，多年以后你会发现，在我
们心目中她们依然是个孩子。我一直注重言传声教，女
儿爱看书，我们从不强求她一定要看什么样的书，让她
随性，在我看来喜欢上阅读才是最重要的。前段时间的
一段对话让我感触：“妈妈，你白天上班，晚上还陪我看书，
累不累啊？”“累啊，很累”“那你为什么还要看书，学
习不是小孩子的事情吗”“谁说的，大人也要学习的，妈
妈也有目标的，妈妈也要向你学习，努力上进，同时也
为你做个好榜样”“妈妈，你白天上班，晚上还要陪我，
太累了，记得一定要好好休息哦”我感到欣慰，因为我
的孩子懂事了，懂得心疼大人，懂得大人的艰辛，同时
她心里也应该比较平衡吧，原来不是只有孩子才学习的，
大人也要学习。

在陪伴女儿成长的岁月中，许许多多细节是女儿在
感动和提醒着我，使我的目光变得开阔，性格变得坚韧，
使我能够不断战胜骨子里的忧郁与厌倦，重新热爱生命，
热爱生活。培养孩子的过程，其实也是做父母的新一轮
自我塑造和完善的过程，我庆幸能有这样的过程，宝贝，
妈妈爱你！妈妈谢谢你！

网络上有这么一段话：写作业前，母慈子孝、欢声笑语、一片祥和。写作业后，鸡飞狗跳、咆哮声、哭泣声，
声声入耳；作业已经成为横亘在我和孩子之间的最大障碍，破坏亲子关系的第一杀手，同时也是让我快速衰
老的终极元凶。让陪娃写作业的妈妈们产生强烈的共鸣，集体呼吁陪写作业简直太难了，给钱都不想干！但
是没办法谁让她是亲生的呢。我还好女儿还算乖巧，虽然如此但往往做起来总是没那么容易的。

虎妈还是猫爸
TIGER MOTHER OR CAT FAT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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虎妈还是猫爸

我叫王心源，是一名党校退休教师、中共党
员、副教授。毕生从事教书育人工作，可称之为“桃
李满天下”。同时，作为父亲的我，在搞好本职
工作之余，和妻子一道，还要抓好子女的培养教
育，引导他们发奋图强，茁壮成长。我们有两个
儿子。大儿子是中科院硕士研究生班毕业，中共
党员，现任上海市科学院处长。小儿子是上海复
旦大学法律系硕士研究生班毕业，中共党员，现
任上海市检察院一分院检察官副处长。两位儿媳
妇都是大学本科以上学历，现任上海市中学担任
教师。他们都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做出了优异的
成绩，多次评选先进和受到表彰。

为了安享晚年，我们老两口在上海市浦东新
区新场镇汇锦城社区购置了一套 90 平米的商品
房居住。该小区内绿树成荫，花团似锦，小桥流水，
鸟语花香，环境优美。配套设施齐全，有游泳池、
健身房、乒乓球、台球馆和网球场，再加上有一
流的景瑞物业服务公司的优质服务，是人们宜居
的好地方。

汇锦城是一个较大的社区，业主们大都是来
自祖国各地投身于上海建设的青年英才。望子成
龙，盼女成凤，是他们普遍的心愿。但是，如何
能够达到这个目标，实现子女成长的愿望呢？现
将我们教育子女的一些做法和体会加以介绍，供
大家借鉴和参考。

首先，要从小培养子女的自立意识。现在的
小孩是在蜜罐中长大，从小娇生惯养，缺少艰苦
磨练，依赖性很强。我们则从小要求子女做洗碗、
抹桌、扫地、洗浣衣服之类的家务活，养成了自
己动手的良好习惯。长大后，则要求他们积极参
与学校和社会的公益活动，如勇当志愿者、拥军
优属、尊敬和关爱老人、义务植树造林等。除此
之外，他们把平时积攒下来的零花钱捐献给灾区
人民，从小培养和树立他们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

第二，让子女养成节俭的风尚。当下，有不
少的年轻父母的观念是，在吃、穿、用方面，自
家的孩子不能比别人家的孩子差，于是，在孩子
身上舍得大把大把花钱。但是，我们在教育子女
时，则要求他们养成节俭的良好风尚，平日里穿
着朴素大方得体就行，不去攀比，不追求时髦，
不乱花钱。在读高中和大学阶段，要求他们参加
多种志愿者活动和勤工俭学劳动，以便在社会实
践中得到锻炼和成长。

第三，要多表扬和鼓励，激发子女的上进心。
无论是什么性格的孩子，关爱才是最好的教育，
而表达关爱最好的方式，就是对子女多表扬多鼓
励。如果父母对子女少一些训斥和谩骂，多一些
表扬和鼓励；少一些埋怨和冷淡，多一些交流和
关爱，那么就能拉近父母和子女间的距离，就能
激发子女的上进心。我们平日里在教育子女时，
就是这样身体力行地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俗语说，“子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
鼓不敲不响，玉不凿不成器，教育子女要做到精
雕细凿。年轻的父母们，希望你们在教育子女方
面创造更多更好的方法，为实现中国梦培育出一
批优秀的人才。

JADE MUST BE CARVED AND POLISHED 
BEFORE IT BECOMES AN ORNAMENT

玉不凿不成器
文 / 上海汇锦城 王心源 谈谈教育子女成才的一点体会 我们教育子女的做法和体会是：

TIGER MOTHER OR CAT FAT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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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SIC EDUCATION
教育根本
文 / 海门望府 秦妙华

虎妈还是猫爸是现在孩子教育一个很突出的问题，很多人往往就把教育的格调定错了，要么过于严厉，要
么过于溺爱，我认为这些是不对的，那现在的教育究竟应该是虎妈还是猫爸呢？我个人认为对孩子应该做到性
格习惯教养教育的时候是虎妈，生活困难面对上是猫爸。

中国教育往往强调的是子不教父之过，棍棒底
下出孝子，但忘了还有一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所谓的棍棒底下出孝子，这样往往会导致孩子过早
的叛逆，性格、习惯、教养的培养才是孩子的重点，
修身是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基础，对于修身这时
候我们就要发挥虎妈的特点，告诉他这些应该怎么
做？现在的孩子不同于我们以前，现在的孩子普遍
比我们小时候聪明，所以往往家长就把这些当做炫
耀的资本，而忘记修身。何谓修身，就是性格的培养，
习惯的养成，既然孩子都是聪明的以后怎么样才能
让孩子在社会上更好地立足超越别人呢？显然是良
好的习惯和教养，这就是修身的作用。

孩子在接触外面的过程中往往会被带偏，这
时候虎妈的性格就很重要，以自己的过来经验，
教育孩子，培养孩子的性格。打个通俗的比方，
现在的孩子很多吃饭要靠“骗”，这说明了什么？
孩子性格培养的缺失。往往家长认为孩子长大了
会好，但是长大以后的孩子还是这样子。等到他
上学以后，他就会不习惯，因为在家里他是独一
无二的。失去了在家里的特权，会影响他的性格
造成他的自卑，很多家长认为现在小没事，等上
学了老师强迫一下就好了，对不起，请不要有这
种想法，如果你一个孩子都没有教好，难道你还
希望在众多的孩子中老师把他教好？再者，他现
在就好像一棵树，小时候就已经长弯了，难道你

还指望他大了能笔直？以我的观念这是不切实际
的，所以在孩子的性格培养中我们的角色就是虎
妈，为的是能让他更好地修身。

当然我们也不是就一直是虎妈，我们也要做
做猫爸，什么时候做猫爸呢？当孩子遇到挫折的
时候，我们毕竟比孩子经历更多，当孩子遇到困
难挫折的时候我们就要给他充分的引导，给他教
育，而不能是虎妈，充满了呵斥，这时候猫爸比
虎妈更有用，能让孩子更好地面对。

所以究竟是虎妈还是猫爸，我们不能一概而
论，要做到具体事情具体分析，具体时候充当正
确的角色，我认为这样会对孩子的成长更有利。

何以修身？静以修身，俭以养德。

虎妈还是猫爸
TIGER MOTHER OR CAT FAT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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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爱如山，但年幼的我却没能读懂，抬头仰望湛蓝的天空中的白云朵朵，父亲啊，
是你在微笑么？

⸺ 题记

我的女儿已经有三岁，在父母温暖的怀抱中
长大，给了她所有的爱。看着小时候把她抱在怀
里，一脸笑意，我竟情不自禁地流泪了，可能我
还是很在意对她的爱吧，尽管她的脸上写满了不
在乎。

从她会说话的那天，和我的关系就非常好，
可能是应了那句“女儿是父亲的小棉袄”，也许
之前并不能完全理解这句话的意义，但是现在对
于我，却觉得很感动，很暖心。她总是喜欢外出玩，
不管是白天还是晚上，总叫我带她出去玩。每天
晚上都拉着爸爸妈妈讲故事，讲得实在累了，就
和她用石头剪刀布的方式轮流讲。有的时候还会
问我，“爸爸你喜欢妹妹（妹妹是她的小名）？”
我就笑笑，你是爸爸的心肝啊，怎么会不喜欢呢！

她每天都会起来的很早，天刚刚亮就把我从
睡梦中叫醒了，记得有一次晚上为了哄她早点睡
觉，就骗她爸爸第二天会早点去带她出去玩，结
果早上五点二十就爬到床头把我拍醒了，后来就
再也不敢拿这个骗她睡觉了。有时候她会很调皮，
对谁都无所畏惧，天不怕地不怕。对于小孩子的

成长，我认为要按照传统的模式去教育她，当然
会给予她一些开放的思维，生活中也不能完全由
着她的性子来，不然长大就不好管教了。

有时候会觉得她突然间懂事了很多。上周六
上午，老婆去上班，我一个人在家做好饭，我把
盛好的饭菜放在桌子上让她不要动，她就很听话
地坐在那里，等她妈妈回来，说，“妈妈，我没
有动桌子上的饭菜，等妈妈一起吃。”有时候也
不知道她是从哪学的，记得有一次我感冒不舒服
了，她就学着大人的样子把药拿来让爸爸吃，还
说‘乖’，看她那小而认真的样子，既讨人喜欢
又让人感动。有时候在吃好东西的时候发现我在
看书还没吃，都不忘给爸爸留一份，真是个懂事
的乖女儿。 

每天的工作都比较忙，回家陪她的时间也不
是很多，但是每当拖着疲惫的身躯回到家的时候
看到她天真无邪的笑脸，所有的不快都一烟消云
散，所有的付出都是值得的。

FATHER'S DAUGHTER
爸爸眼中的女儿
文 / 太仓荣御蓝湾 杨涛 时间飞逝

虎妈还是猫爸
TIGER MOTHER OR CAT FAT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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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莫干山之行
2018年7月8日，上海的49位宝贝们来到了

浙江省湖州市莫干山镇参加瑞令营，这是一个清
新浪漫的地方。孩子们一同出发，共同入营。参
与破冰游戏，消除隔阂笑到肚子痛。随后的几
天，我们一同经历了莲花池探险、悬空玻璃桥、
高空滑草。我们在炮火台看风景，在塘栖古镇鉴
古今。我们走过最有趣的丛林，吃过最温馨的烧
烤。这段特殊经历，是我们最美好的回忆。

江苏⸺无锡马山拓展之行
这个夏天，有55位宝贝们，来到了无锡马山

拓展基地，参与了各种活动，团队协作、农事劳
作、科学实践、闯关挑战，我们看到了最坚强，
最努力的他们。日常上，孩子们自己洗衣做饭；
挑战中，孩子们穿越绳索；团队里，不仅大家打
成一片，真人CS作战时更是表现出了浓浓的团队
协作力。

2018 年的夏天，景瑞物业的瑞令营活动精彩启动，也完美落幕，在此期间宝贝们的天真，努力，执着，
在这个夏天为所有人留下了最美的回忆。这一次，你们开拓了新的人生地图，我们看到了你们的可爱、
认真、勇敢、搞笑 ......

2018 RUI CAMP TRAVEL
开拓新地图，这个假期不简单

⸺2018瑞令营游记
文/徐婷

社区脉动
COMMUNITY PULSE

4 5 6

1 2 3

1、2、3、上海⸺莫干山之行

4、5、6、江苏⸺无锡马山拓展之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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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瑞之星⸺谁是人气王？
活动结束，《景瑞生活汇》微信平台举办了

线上活动，邀请观众评选2018瑞之星。经过一周
如火如荼的投票，感谢6819名热心观众参与投
票，景瑞物业在这里代替宝贝们向您们道谢六次
精彩旅程，选出来六位人气王，获得2018瑞之星
的称号。

江苏⸺溧阳晶阳山庄之旅
2018年7月19日，江二的26位宝宝在这个假期

来到了溧阳晶阳山庄，在愉快的五天四夜，放飞自
我，在团队中游戏，在游戏中成长。烈日当空，汗
如雨下，宝贝们仍坚守信念，军姿挺拔。游戏中运
用团队的力量，大家互相帮助，顺利完成，突破了
陌生感，迅速建立了战友情，加深了解。

浙江⸺嘉兴梅花湾之旅
2018年7月8日，浙江的36个孩子们集体来

到嘉兴梅花州，活动主题是“雏鹰”猎人部落。
短短五天他们体验成长、凝结友谊。军装下的孩
子们宛如一个个小军人，无论是列队还是立正
时，都力求完美，优秀挺拔。

天津⸺唐山乐亭游
2018年7月18日，天津分公司社区的11位小

小少年郎来到唐山乐亭进行了新一季的瑞令营活
动：沙滩足球、探险、野炊、拓展训练...每个孩
子都展现了最优秀的自己。体力运动后，孩子们
还参观了李大钊纪念馆，认真的模样，小小的年
纪努力钻研。

重庆⸺黄水原始森林公园
2018年7月，重庆的9位景瑞宝贝来到了黄水

原始森林公园开始了今年的瑞令营，丛林探险作
为主题活动，分队制旗、团队玩耍，夏天从快乐
开始，可爱的他们非常优秀地完成了每一项任
务。

瑞令营活动，是孩子们一开始对暑假的记
忆，180 个宝贝，打过、闹过、笑过，过程中
的认真探索，离别时的依依不舍，期待明年我
们再见，期待明年重遇时的欣喜若狂。

社区脉动
COMMUNITY PULSE

4 5 6

1 2 3

1、2、3、江苏⸺溧阳晶阳山庄之旅

4、5、6、浙江⸺嘉兴梅花湾之旅

1、2、天津⸺唐山乐亭游

3、4、重庆⸺黄水原始森林公园

1

3

2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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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孩子们的比赛是最好看的，没有丝毫的火药味，只
有各种最天真的执着，这一点从他们的作品就能看出来。鲜艳
的色彩，稚嫩的笔画，谢谢你们让我们看到你们眼里最美丽的
家园。

景瑞物业第三届涂鸦比赛，以“有你有我有家”为题，小景共收集到447件绘画作品。每位宝宝画
得都很好，经过筛选，有55件作品进入最终评审，并获得优秀作品奖，另外经过《景瑞生活汇》微信
平台票选，选出了3件人气作品，接下来，让我们加快脚步，一起回顾这场童心盛宴。

HAVE YOU, HAVE ME, HAVE A FAMILY
最美童画来袭，有你有我有家
⸺景瑞物业2018年第三届涂鸦比赛
文/徐婷

王玮琦 12 岁 天津嘉阳花园

王小欢 6 岁 太仓荣御蓝湾

童画组（3-6）

微信人气王

童趣组（7-9） 童心组（10-12）

王晗馨 9 岁 舟山半岛湾

1、徐子恒 4岁 宁波望府

2、滕瑗 5岁 南洋壹号公馆

3、王嘉豪 6岁 绍兴望府

4、朱偲杨 6岁 南通望府

5、鲜蕊涵 7岁重庆御蓝湾

6、任娣涵 8岁 常州英郡

7、方瑜 9岁 常英英郡

8、胡云熙  9岁 太仓翡翠湾

9、胡思羽 10岁 太仓翡翠湾

10、李东阳 11岁 太仓翡翠湾

11、吴帅歌 12岁 无锡望府

12、陈瑜 12岁 恒隆天逸城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社区脉动
COMMUNITY PUL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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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脉动
COMMUNITY PUL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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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EARS OF WRITING, A SPRING AND AUTUMN PERIOD
岁月执笔，一家春秋

⸺我为你代言第三季活动之书墨无垠
文/徐婷

岁月匆匆，一晃而逝，沿着时间的小道，离开家，又回到家，春去秋来，日复一日。吹红了桃花，
吹落的枫叶，看着家里最美的风景。淋着夏季的大雨，踩着冬日厚厚的雪，在家里饮一杯冷饮，喝
一杯热茶，在景瑞这个大家庭里回味一种由内而外的温暖 .....

2018 年 8 月底，景瑞物业大力开展“我为你代言”第三季活动，以“家春秋”为题，开展书墨
无垠书法比赛，不同的文体、不同的字体，通过阵阵墨香传递家的味道。在整整一个九月里，我们
收获了不同年龄段的业主投稿，看到了景瑞家庭不同的幸福模样。感谢来自全国 10 个城市，14 个
社区的 30 多多副作品。

1、无锡望府 赵晨曦

2、南通望府 时敏

3、绍兴上府 李将剑

4、无锡望府 陈慧妍

5、宁波望府 毛于飞

6、康桥水都 符盛清

7、太仓荣御蓝湾 张浩峰

8、太仓望府 朱建新

9、绍兴望府 胡祖权

1 2

7 8 9

3

4

5

6南洋壹号公馆 张毅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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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消防通道畅通

14、入户深访

15、帮业主扔垃圾

16、随手帮业主关门

17、为业主电动车充电

18、修补地表

19、修理设施

20、询问陌生车辆

21、夜晚巡逻

22、张贴提醒

1、擦净高处玻璃

2、擦拭垃圾桶

3、擦拭上下扶手

4、擦拭娱乐设备

5、扶正指示牌

6、给业主搬快递

7、检查电子围栏

8、美境行动

9、清洁地面

10、清理草坪

11、清理排水口

12、清理天台排水沟

高温“烤”验，我们不惧
烈烈红日当空照，夏日炎炎不可挡。骄阳似火，热浪袭人，35 摄氏度以上的气温让小区宛如置身

于一个“大蒸笼”中，业主纷纷感慨进入了“烧烤模式”。在这样的恶劣天气下，小区物业人员依然坚
守岗位，默默付出。

秩序维护员汗流浃背但身形挺拔，保持着良好的工作状态，门口站岗、盘查，园区巡视、检查，
一个都不少，用汗水保卫业主平安。保洁员活跃在小区各个地方，走过之处，不见垃圾，不怕苦，不怕脏，
把汗水留给自己，把整洁的环境留给业主。高温炙烤，衣服湿了干，干了再湿，不怕脏、不怕累，哪
里需要他们，他们就出现在哪里⸺工程维修员。有了他们，小区才能正常运行。阳光下的白衬衫，
湿透的后背，是那么的扎眼。客服工作繁杂琐碎，每天面对业主们各种各样的诉求，但他们依然用热
情的微笑、真诚的服务，去对待每一位业主。

他们的目光全部停留在了这片土地上，即使高温“烤”验也不惧！

HAVE YOU, HAVE ME, HAVE A FAMILY
风里雨里烈日下，我们都在这里等你
文/赵慧

作为景瑞物业的一员，深深地明白什么是一切以业主为中心，我们时刻准备着，无论是面对什么困
境，都能及时地做好措施，规避风险，创造奇迹！

大城小事
SMALL THINGS IN BIG CITIES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9 20 21 22

17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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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抽出积水

2、处理树木

3、关闭门窗

4、检查灯箱

5、清洁下水道

6、疏通积水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1 5 9

2 6 10

3 7 11

4 8 12

7、疏通下水道

8、疏通窨井

9、台风通知

10、微信朋友圈提醒

11、召开会议

12、准备防汛物资

台风登陆，防“汛”于未然
台风时不时光顾的季节又到了，我们已经亲密接触过了

许多次，但作为业主的守卫者，我们依然要将每一次视作第
一次，严防死守。

首先，台风到临之前，各项目开展防台防汛会议，下达
命令，责任到人，避免错误。工程部提前检查小区各个设施，
保证正常运行；安全部检查户外附属设施以及阳台易坠落物
品，防止台风期间出现意外；客服管家张贴公告、朋友圈提醒、
短信发送等通知业主；保洁员们关门窗天台、疏通管道，保
证暴雨及时疏通。

其次，台风来临正是检验团队战斗力的时候。所有人轮
流值班，保证小区服务 24 小时全天在线。工程部随时准备，
以防电力水泵设施出现问题；安全部如常在岗，不因恶劣天
气放松安全警惕；客服管家守在通讯设备附近，等候业主的
召唤；保洁员们披上雨衣，雨中扫除积水，铺上防滑地毯。

风雨安全度过，我们工作人员却并没有放松，清理道路
污泥垃圾、断树残枝、扶正歪倒的树枝、处理渗漏堵水问题 ......
一项项工作有条不紊持续完成着，一切都恢复如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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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城小事
SMALL THINGS IN BIG CITIES



Q：艳艳看您旅游时拍的照片都非常美，让人羡慕，您还记得您的第一次
旅行吗？
A：追溯起来，最早的旅行应该是去香山，当时人特别的多，非常的拥

挤，但当站在山顶，那震撼是相当大的。旅行中，当你站得高看得远

了，就会发现你的眼界更加开阔了，同时会发现大自然的美好。感受到

了人与自然的那种关系，更接触自然。

Q：在旅行中会有一些意外的情况，您遇到过“囧”的旅途经历吗？
A：最“囧”的经历是上月去青海，其实前期准备工作都做得非常细致，但

到机场要登机了，发现没带钱包。等于没带钱就出门了，但是时间又来

不及，我只好登机了。到那边就想办法找朋友先借钱，但是又没有直接

的朋友，好在有张信用卡，用这个卡，走遍了这次旅行。

Q：说走就走的旅行，还有计划的旅行，您觉得哪个更好呢？
A：说走就走的旅行，我这人随性好游，只要想法有了当月就会行动。

Q：接下来您打算旅行吗？
A：我下周和朋友自驾去西安。虽然去过，毕竟还是网红城市，我也想去

凑凑热闹。哈哈哈

没有旅行的生活，只能称之为生存，人之所以爱旅行，不是为了抵达目
的地，而是为了享受旅途中的种种乐趣，也许旅行的意义并不在于你在
沿途中看了多少风景，而是在于你旅行中的那种心境的变化和丰富的经
历。

重庆蓝溪谷地业主
魏艳

Q= 小编  A= 魏艳

旅游已经成为人们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种生活方式，除了在国内旅行，近年来去海外
旅行也很方便，而且现在的旅行方式多种多样，不同职业不同城市不同年龄段，通过旅
行相遇都能探讨出共同话题与爱好。蓝溪谷地的业主魏艳就是一个说走就走的旅游达人，
下面我们就来了解她那丰富精彩旅游见解与解读吧！

I GREW UP WITH YOU, 
YOU ACCOMPANY ME TO THE OLD.
景瑞业主 • 说走就走的旅行
采访/重庆蓝溪谷地 魏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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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州西西那堤
秩序维护员

朗成

为党和人民服务
2015 年我来到景瑞物业，你问我如何从一个工人过渡到物业人，我告诉你，我也是

一个党员，“为党和人民服务”就是我的宗旨，成为物业人后，为业主服务，我也心甘情愿。

日常服务
作为保安，我和我的兄弟们每天肩负着小区的安全重任，7 点提早到岗，认真巡视小

区，楼道卫生，设施设备，人员进出等都是我关注的重点。各个岗位，各个区域进行检查，

如果问题简单，那就我自己解决，无法处理的就上报，随后跟进直到处理完毕。从小事做

起，分轻重缓急进行处理，这是我日常服务最有效的秘诀。

热心服务
热心服务，是做物业人的准则，无论是业主还是同事，谁需要帮助，我都会伸出援助

之手。西西那堤的高层有 460 户，每次遇到突然下雨的情况，我就跑上跑下地通知各个

业主收衣物，有时来不及了，就在楼底大喊提醒，这最原始的方式也最方便。我每天都会

在小区“逛”上足足 5 个小时以上，所以小区里的 632 户业主基本都认识我，这样也方便

我为业主服务。

深夜服务
深夜服务应该是每个保安最深刻的回忆了，记得一次我们深夜巡逻时遇到一名喝醉

的业主，刚好我也认识，所以我和另外一位同事把他背回家，看到他老婆感动安心的样

子，心里很满足，也很快乐。

全能服务
我相信所有物业人都是全能的，为了社区都练就了各种本事。为了环境，我学会拔草

美化，为了设施，我能做泥瓦工，为了安全，我考取了消防员证书，为了业主出行，我连换

轮胎也学会，不用夸我全能，我只是一个最普通的物业人。

大雪服务
记得 2018 年 1 月，西西那堤小区内被大雪覆盖，车辆都无法通行，更何况是业主了，

我带着兄弟们在第一线抗雪清道，白天黑夜都不曾停歇，在那样寒冷的天气里干得热火

朝天，就这样三天三夜的时间，终于缓解了出行情况。恶劣的天气是每个社区都会遇到的

问题，刮风下雨，白雪冰雹，我们都一同面对。

文明服务
社区的荣誉就是每一个物业人的荣誉，每一种表扬也是对业主生活品质的肯定。

2017 年 10 月，为响应政府“文明城市”的号召，但是同时又不能打扰社区的正常运行，我

和主管钱冬冬在评选之前连夜进行楼道卫生、及垃圾分类的检查，彻夜 24 小时工作，绝

不打任何折扣。

用心服务
安全部一共有 10 名队员，一直处于缺编的状态，不过身为领班，我愿意付出自己的

劳动，承担自己的责任。虽然工作多，但是质量不会打折扣喔！

湖州西西那堤社区有着一个亲切的小哥，他就是我们小区的秩序维护员⸺郎成。他总是
面带笑容，待人亲切和善。他很普通，但是不平凡；他很低调，但是小区内的各个角落
都能看到他的身影。

TO SERVE YOU IS MY MISSION.
景瑞员工 • 为您服务，是我的使命

采访/湖州西西那堤 朗成

喜欢服务，喜欢业主，

喜欢西西那堤，也喜欢

这一群志同道合的物业

人 ...... 这就是我，郎成。

社区明星
COMMUNITY ST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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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明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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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老公和我的期待下，在爸妈的期盼下，历
经怀孕的辛苦，你呱呱落地，虚弱的我看怀中的
你，红红的小脸儿上满是皱痕，柔若无骨的小手
在挥舞，感叹生命神奇的同时，我的心里是愉悦
的，我家又添了一个新生命，我为他取了个小名

“乐乐”，希望他一辈子平安快乐。
第一个月，你就像个小猫咪一样，整天除了

吃就是睡，吃的时候是循香而来拱着几口，眼睛
都懒得睁一下；饿的时候会挥舞一下小手用宏亮
的哭声表达你想填饱肚子的愿望，每当这个时候，
我的心柔软得也许能滴出水来。

第 二 个 月，你 会 发 出 单 音 了，“咿”“哦”，
虽然声音很小，但做妈妈的我还是敏感地捕捉到
了，和第一个月不同，你会小心地睁开眼了，虽
然你还不会辨识我们，但是你睁圆的眼睛明亮有
神，看着你我会情不自禁地笑出声来。

第三个月，老公买回了儿童玩具，比如塑料
摇铃，每当你躺在我身边的时候，我会轻轻地摇
动铃铛，清脆的铃铛声会马上吸引你的注意力，
你会随着铃铛声挥动小手或踢动着没我手掌心大
的小脚丫，以表示你的欢喜及愉快，同时会发出
响亮的“咯咯咯”笑声，我也会像傻瓜一样跟着
一起“咯咯咯”。

第四个月，你已经简单地说出连成串的“咿
咿哦哦”了，每回邻居来玩的时候，都要逗逗你，
最简单的就是和你一起“咿”呀“哦”的，你仿
佛能听懂一样，聊得不亦乐乎，此时此刻，我就

会想你肯定不笨，你的未来我要好好规划一下，
将这个想法告诉老公，老公会说我傻，现在操心
有点早。

第五个月，你已经能看到和听到了，特别期
待我的说话声，尤其在你打着哈欠想休息的时候，
你期待我轻哼着摇篮曲将你哄入梦乡，你的小手
会紧紧地抓着我的手指，生怕一放开我就会离开
你似的，毫无安全感，这个时候，我会轻轻地说“宝
贝，小宝贝，你睡吧，妈妈在这里，陪你着哦”！
这样的话语，往往会惹来女儿的醋意。

第六个月，在乡下养大的孩子要开荤加辅食
了，按我们老家的规矩，开荤是用田螺和籽鱼，
意思是希望宝宝长大后转转弯弯主意多，意即脑
袋瓜子反应快有主见有想法，另外还吃了苦瓜，
寄意于先苦后甜。所谓的吃就是舔了一下，小家
伙还是哇哇哇大哭了几下表示抗议，害我好好地
哄了一阵，心里不禁想着还是很有脾气的，不知
将来会不会很倔，不服管？

现在已经是第七个月了，所谓“七坐八爬”，
小家伙已经会坐起来了，“乐乐”一声，他立马
会转向声音来源地，看到是我时，会咧开嘴，张
开手要我抱抱，但更多的却是向我索要他的美
食⸺鱼肠，有了鱼肠万事足，我不禁又会感慨
是不是把你养馋了？

每一天，每一月，你的成长都给我带来快乐，
平安成长是我的心愿，我会尽职尽责做一个好妈
妈，教会你做人，引导你走好人生的每一步。

29 岁，我已经是一个女儿的妈妈了，但在我毫无防备的时候，你忽然在我的
肚子里生根发芽，有彷徨，彷徨于一个新生命的到来会给我的生活带来多大的变
动；有茫然，茫然于竞争激烈的社会我该如何把你养大；但更多的是期待，期待
一个新生命的到来，期待你参与到我的生命中，我愿慢慢陪你长大，只愿你伴我
到老。

I GREW UP WITH YOU, 
YOU ACCOMPANY ME TO THE OLD.

景瑞宝宝 • 我陪你长大，你伴我到老
文/南通望府 汤春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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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贝计划
BABY PLAN

童年的纯真，我曾经有过金色的童年。含饴弄孙，我

现在同孙儿又沉浸在他们金色的童年之中。在寓教于乐

中，我们每天都和他们在编织着美好的故事。

一幅图画，一架玩具，一次发现，一张照片、一场争

执 、一枚奖章、．．．．．．看起来微不足道，却包含着我们在

尽享天伦的快乐、梦想和追求！

这就是我们令人难忘的美好记忆：丰富多彩的金色

童年，是他们成长进步的第一个脚印，生命历程的第一阶

梯，未来人生旅途的第一个站点。

人生最大的成功，在于成就着一个幸福家庭。金钱、

地位、权力，那都是 " 昙花一现”的身外之物，我们正在探

索着、实践着、创作着让人企盼的“寓教于乐、尽享天伦”

的幸福生活！

唯有体魄的强健、儿孙的孝顺、家庭的繁延才是永恒

的 ! 让我们确保身体健康，提高生活质量，和儿孙们在幸

福中慢慢老去，这就是我人生的终极目标 !

致敬，我们令人难忘的美好记忆！致敬，他们丰富多

彩的金色童年！致敬，我们共同的幸福美好时光！在快

乐中、在幸福中，渐渐地完成着人类最崇高的交替！

编者按：
看了王老师编撰、制作的美篇《寓教于乐，尽享天伦》之后，我们深为他们在含饴弄孙方面的方法、体

会和经验所感染、感动、感奋，在我们提出：“你们是怎样加强孙儿‘健康、睿智、阳光’训练的？”问题后，

王老师结合自己的情况，谈了以下三点体会，现发表如下以飨读者。

王老师如是说：
针对目前社会发展的高速、现代、时尚的趋势，深感对第三代教育的标高、苛求和艰难，我们作为长辈

是无法胜任对他们教育的，所以一开始我们就同儿子他们就孙儿的教育“约法三章”：“健康、睿智、阳光”

的训练，由我们来负责，而“择校、择科、择趣”的教育，应由他们来负责。我们是怎样加强孙儿“健康、睿智、

阳光”训练的呢？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三点：

1、充分给予阳光，体质得到强健

我们这里所指的“阳光”，就是要让孙儿到大自然中去“经风雨，见世面”。于是我们就经常带着他们

自驾旅游度假、进行野外活动，让他们在经受风雨、增强体质的同时，在大自然中提高兴趣、增长知识。

2、充分利用平台，天资得到彰显

我们这里所指的“平台”，就是要让孙儿到场馆中去“开眼界，见世面”。于是我们就经常带着他们参

观各类博物馆、游览动物园等，通过这些平台，让他们在增长知识、开眼界的同时，天资得到彰显。

3、充分激活智能，潜能得到挖掘

我们这里所指的“智能”，就是要让孙儿到培训中去“学技艺，见世面”。于是我们就让他们去参加外

语及钢琴、绘画等各类艺术培训，让他们在掌握这些技艺、激活智能的同时，潜能得到挖掘。

自从我家孙儿王悦怿、王稼荣先后呱呱落地、平安降生至今快五年了。这是我在家含饴弄孙的五年，
寓教于乐的五年，尽享天伦的五年，忙碌、辛苦并快乐着 ......

ENTERTAINING AND ENJOYING THE BEAUTY OF LIFE
寓教于乐、尽享天伦

⸺我为孙儿编撰、制作生日周岁美篇
文/上海花园城  王槐松



“道系”不同于“佛系”，随缘，孩子开心就好，
我们因势利导，发掘孩子身上的每一个闪光点；
也不同于“法系”，做计划，按计划完成，高压政策，
我们喜欢孩子快乐成长，珍惜童年，但在每一次
成长中学到了宝贵的经验。

又是一年开学季，怎么对待开学是孩子和家
长共同的一个问题。孩子开始新的征程，爸爸妈
妈也要注重宝宝的学习和身心健康。但面对挑战
我们要勇敢迎接，注重方式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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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家长为了让孩子赢在起跑线上，选择为
自己的孩子报名兴趣班。但是他们容易盲目报名，
选择合适的兴趣班便是一个重点问题。孩子的兴
趣班培养只是为了将来多一个选择，开拓孩子的
思路，那么家长不需要盲目追求名师名家。因此，
距离社区的远近也可以成为考虑因素之一，既防
止宝宝将大部分的时间浪费在来回路程上，也便
于保证宝宝的安全。

宝宝的身心健康成长也是景瑞物业奋斗目标
之一。因此，我们为宝贝设计了大量社区活动，
如宝贝们的瑞令营、艺术比赛、夏日 PARTY、公
益活动和节日活动。这些活动不仅可以锻炼宝宝，
也可以加深亲子感情。欢迎各位宝爸宝妈和宝宝
一起参与，见证双方的每一次成长。

宝宝参加活动，认识新朋友的同时，家长们
也可以针对孩子教育进行交流，互相学习。如果

凑巧，宝宝以后还能和新朋友一起参加兴趣班，
孩子们互相促进，共同成长，加强孩子的自信心，
锻炼坚持一件事情的意志力。

新学期各位宝爸宝妈再忙，也要亲自或者拜
托值得信任的人接送孩子，避免发生意外。自己
接送孩子，容易让孩子产生安全感和幸福感；选
择信任的人帮忙接送孩子，如果次数少的话，要
选择孩子认识熟悉的人，并且和孩子或者老师提
前说一声。

新学期，孩子又开始晚间写作业了。如果各
位爸爸妈妈不在家，家里没有大人或者只有老人
孩子的话，可以将物业服务中心的电话给孩子，
孩子有事打电话，快乐孩子，安心自己。

每一个孩子都是景瑞的宝贝，景瑞愿意全心
守护他们的安全，呵护他们健康成长。

景瑞物业温馨提示：
BE A "TAOISM" PARENT.
REASON TO WITNESS EVERY CHILD'S GROWTH
做“道系”家长，
理性见证孩子每一次成长
文/赵慧

宝贝计划
BABY PL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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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居中心是景瑞物业旗下装修平台，提供装修咨询、设计、报价、施工、
局部改造、建材、维修等服务，为业主提供 4 大保障：公开透明报价，
隐蔽工程跟踪，资金安全托管，两年质量保修。今天有幸采访到西
联社的业主刘斌老师，深入了解到他的瑞居装修体验。

Q1：你好，刘老师，你第一次了解到瑞居中心是什么时候？
当初来接房的时候，物业工作人员就在主动推荐瑞居中心，说是自己的

装修平台，可以为业主提供装修服务。当时在小区中庭有摆展，详细的

情况可以去展位那里具体了解一下。

Q2：那你去到展位上具体了解瑞居中心的装修业务时，你的体验是什
么？
首先感觉到工作人员非常热情，立马端茶倒水。同时，又热情主动跟你

沟通，例如喜欢什么样的装修风格，理想的装修价位，对装修有没有什

么特殊要求等等。其实我不太懂装修的，所以我有很多问题想问，想要

了解清楚，工作人员对于我每一个问题都细致又耐心地为我解答。当时

就感觉他们很专业，服务也很细致。

Q3：那是什么原因让你最终选择瑞居中心进行装修呢？
我觉得瑞居中心最吸引我的亮点便是资金托管和装修过程跟踪。现在社

会上的装修公司太多，如果选择不好，有可能导致自己钱也去了，后期

的质保也跟不上。瑞居中心恰好弥补了这个不足，资金先到物业公司，

签的也是三方合同，遇到不能解决的问题还可以第三方从中协助解决。

另外一个就是装修过程的全程跟踪，因为我们平时工作很繁忙，家离西

联社也很远，很少有时间过来西联社。但是又放心不下装修，害怕水电

安装这些隐蔽工程做得不好，后期造成居住的麻烦。瑞居中心的客服管

家就帮助我们全程监管装修进度，每个星期都会给我们发送装修的照

片，给我们汇报房子装修的进度，大到装修现场，小到走水电的品牌，

很贴心。即使人不在西联社，对我的房子的装修情况也是了如指掌。

Q4: 你觉得瑞居中心与其他装修公司相比，特别之处在哪里呢？
感觉很规范，不是那种乱七八糟的装修公司。入户门都会做成品保护，

装修现场都会设置统一的垃圾堆放区、材料堆放区、张贴一些安全用

电、装修完毕请关水关电关灯的温馨提示，而且客服管家每天都会去现

场巡查，进行签到、拍照，并且及时发送给我。这是我没有想到过的。

Q5：在整个装修进程中，让你印象最深刻的事情是什么呢？
安装踢脚线和开通燃气让我对瑞居中心的感触又进一步了。因为我们签

的合同其实并不包含安装踢脚线这一项，但是当时我是在网上买的材

料，一时半会也找不到安装师傅。这个时候瑞居中心的师傅主动地提出

帮我安装，而且安得还很平整。当时就觉得很感动，其实都不是他们的

分内事，还是主动帮我做了。另外就是装修完毕后，要涉及到开通天然

气，当时客服管家来验房，就提出说厨房这个柜门要打两个孔，管道还

要包管，天然气公司才会开气。我当时就有点着急了，也是不晓得该找

哪个，装修公司的也退场了。这时候客服管家就说帮我联系一下瑞居中

心的装修师傅，帮我弄一下。没想到经过客服管家的沟通，第二天瑞居

中心的就来到我家帮我包管、打孔，又解决了我开气的问题。感觉他们

总是能够雪中送炭，给我解决装修中的燃眉之急。

YOUR LITTLE BEAUTIFUL HOME
点靓你的家

采访/重庆西联社 刘斌

理想生活
JINGRUI CIRCLE

Q= 小编   A= 刘斌（业主）

装修效果

规范装修现场

客服管家装修巡查服务

装修前



为什么您漫步社区时能看到各种各样的大玩具，有可爱的熊大、熊二、有趣的小矮人、
逼真的小熊猫？那是因为景瑞物业想要为您的生活增加一份童趣。

童趣的社区小品可以给小业主在游玩时更添乐趣，喜欢的卡通人物就出现在自家的
小区，可以拍照、可以撒娇，从小开始，景瑞物业精彩你的童年。

正值壮年的您，一定也有一颗童趣的心，只是被眼前忙碌的生活、工作的压力所忽
略了。景瑞物业想要装饰您的回家路上风景，如果您能会心一笑，那我们更是满足了。

有人说家有一老，如有一宝。景瑞社区里的老人，都是我们的宝贝。最好的孝顺方式，
就是把你们逗笑，如果您们不喜欢卡通人物，也没有关系。草地上精致的海星装饰、蘑
菇座椅，花了心思的小品您一定喜欢。

景瑞物业致力于为您打造温暖的社区环境，希望您看的最温馨的场景，在景瑞物业
的社区里感受到最精彩的心思，最理想的生活。

YOU WILL LIKE THEM LIKE THIS.
这样的他们，您一定喜欢

文/徐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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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脑风暴
JINGRUI CIRCLE

生活在景瑞的社区，感受一片美丽的环境，清新自然，整洁优雅，
可我们还嫌不够，偏要给您更多惊喜。



要 求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工作的时间早已不止是生活的三分之一。
有的人加班工作，乐此不疲；有的人，勤奋努力，想早点回家；
有的人，误打误撞，找到梦想。工作的时间不只有压力，工作的
目的也不仅仅是为了金钱，工作的态度每个人都不一样，工作的
故事，每天都在上演。最亲爱的你，请和我们分享一下您的职场
攻略，让我们听听你的故事。题目自拟，字数需在 1000 字以上，
并附 5 张以上高清精美照片。同时，您的文章也有机会成为下一
期杂志的封面故事。

投稿方式
请发邮件至 zjkh@jingruis.com 或以书面形式递交
物业服务中心。

稿 酬
如您的来稿被采用，您将获得景瑞物业送出的精美礼
品一份。

投稿人向本杂志所投稿件应是原创作品。
投稿人需对所投稿件的真实性负责。

37期《职场攻略》征稿
截稿时间：2018年11月15日     咨询电话：021-56311773-403 （周一至周五 9:00-17:30）

游戏规则
2018年，《景瑞生活》推出了一共4期季刊（33期、34期、35期、36
期），每一期里都有文章描述了景瑞物业所获得的荣誉称号、证书及
表扬，那么一共获得了多少次荣誉，出现在了那几篇文章中呢？（小
提示：荣誉信息不仅只在景瑞风采里喔）

报名方式
请知道答案的业主，及时报名。可通过《景瑞生活汇》微信公众号给
小景留言或者发送邮件到 zjkh@jingruis.com（别忘留下自己的联
系方式和家庭住址喔！）

属于真爱粉 的 “数字密码”
不知不觉《景瑞生活》已经出到第36期啦，感谢所有认真关注景瑞物业的热心业主，也感谢本杂志的粉丝们，所以这期季刊，

《景瑞生活》和您玩个小游戏，测试真爱粉对本杂志的关注程度，话不多说，快来看看游戏规则吧！

惊喜大奖
每位成功报名并留下正确数字的业主就能获得一份精
美礼品喔！

（只要您的数字和查找的文章用心，稍微有点偏差，
小景也不介意）

* 本次活动解释权归景瑞生活所有
（活动后续请关注《景瑞生活汇》微信公众号）

第36期《景瑞生活》互动游戏
截止日期：11月15日     咨询电话：021-56311773-403（周一至周五 9:00-17:30）

“景瑞生活汇”欢迎扫一扫 来微博关注我@景瑞生活汇

职场
攻略

WORKPLACE
OFFEN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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