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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 和 之 声 
    2009 年度第 1 期（总第 37 期） 

 

上海瑞和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工会团支部主办 2009 年 1 月 31 日  

集思广益   再创佳绩                  

——记《瑞和之声》编委会 2009 年第一次会议暨约稿启事 

牛年伊始，瑞和党政工领导会同《瑞和之声》编委会成员举行了一次意义深

远的会议。会议特邀高级企业文化管理师、《东方城乡报》副总编辑陆卫老师参

加，共商如何提升《瑞和之声》质量，搞好瑞和企业文化建设事宜。陆老师现被

本公司聘为企业文化策划顾问，其阅历广博，学识深厚，经验丰富，一直以来为

业内所称道，他对如何办好《瑞和之声》提出了许多真知灼见。 

与会同志认为，历经 3 年的《瑞和之声》已日趋成熟，但仍需改进提高。如

内容还不够广泛，形式也过于单调，缺少新颖。具体而言，缺乏业务方面的交流

和探讨；缺少生活气息，可读性还不够；反映企业和员工精神面貌不够；排版和

字体字号单调，版面设计缺乏新意等。这些不足就是我们今年的努力方向。为此，

新一任编委会成员增加了相群、周元俊、赵晓莹等 3 位同志。 

陆卫老师表示，企业文化是企业的软实力，是企业核心价值观的反映；瑞和

各级领导对《瑞和之声》的重视就是重视企业文化建设的最好证明；编委会要知

难而上，积极投入，想方设法办好这份刊物。他要求《瑞和之声》应着力凸现 5

方面的功能：一是成为传递企业发展战略和领导决策思路的有效途径；二是成

为部门和员工互通信息的平台；三是成为瑞和苦练内功外塑形象的载体；四是

成为培养、启迪瑞和新人的教材；五是要成为企业发展历程的忠实记录者。刊

物既要贴近企业，又要贴近员工，在《瑞和之声》这一方舞台上增进交流，互相

学习，和谐奋进，很好地利用这份刊物积聚瑞和精神，展示瑞和人风貌。 

由此，编委会汇集了各方面意见，重新考虑了栏目的设置和形式的改进，以

使刊物内容更明了，形式更多样，让更多的员工喜爱并积极参与，真正办成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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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喜闻乐见、健康向上的企业内部刊物，为瑞和的企业文化建设添砖加瓦。 

具体栏目设置如下：（1）瑞和动态：主要介绍瑞和党政工团组织和各业务部

门的工作思路、动态以及公司新政新制度等；（2）财税资讯：主要介绍财会税收

方面的最新政策法规、最新解读等资讯；（3）业务规范与探讨：主要刊登业务规

范及对日常工作中遇到的业务热点、难点探讨和业务技巧交流等内容；（4）瑞和

园地：主要刊登发生在员工身边的新鲜事、有趣事、感人事以及员工交流版块；

（5）茶余饭后：包括日常写就的博客短文、感言心得、诗歌散文、影视感想、

旅行日记和其他有关的观点、建议等；（6）他山之石：主要介绍走出瑞和之外看

到的先进人物，优秀事迹，经验介绍，管理和理念等。（7）企业文化 ABC：不定

期地介绍有关企业文化的一些基础知识。同时，我们将根据实际情况，适时增加

新的栏目并完善已有栏目，做到与时俱进。 

为方便广大员工投稿，我们特指定办公室赵晓莹同志负责接收来稿。各位只

要将 U 盘拷贝就可以，来不及打字的可交手写稿件，并注明供稿人姓名。希望

大家踊跃投稿，有疑惑或建议可随时与我们沟通。我们计划在年底为每位供稿者

准备一份精美礼品，并对优秀作品进行奖励。 

真诚希望广大瑞和员工不要吝惜各自的观点和思想，一起加入到共建共筑瑞

和文化的洪流中来，塑企业文化，展瑞和风采，共同谱写瑞和更美好的篇章。 

编委会 

 

【瑞和动态】 

2009 年度迎新春联欢会 

1月 20日下午，由瑞和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党政工团主办的 2009年迎春

联欢晚会在东昇杰酒家举行。参加活动的有瑞和各成员单位及退休老同志。党支

部书记杨国庆、主任会计师杨万忠分别致新年贺词。 

联欢晚会由周元俊、赵晓莹主持，整个活动欢快而有序，热闹而温馨。当晚

向 2008 年度瑞和立功先进个人颁了奖；对荣获“流光溢彩”杯摄影比赛优胜奖

的作者颁发了奖品，并请他们介绍了获奖作品的拍摄过程；《瑞和之声》主编向

与会的瑞和老同志赠送了《瑞和之声》年度合订本。其中胡颖玥同志表演的民族

舞蹈和杨国庆同志现场的扯铃技巧展示，一庄一谐，给会场带来热烈欢快的气氛。

晚会还穿插了饶有兴趣的抽奖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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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活动主要由不久刚成立的团支部潜心策划。对于既无主办经验又正值业

务繁忙期的他们来讲，是一次严峻考验。整台晚会错落有致，色彩分明，轻松明

快，办得相当成功，给大家留下了深刻印象。 

工 会 

 

（图为联欢会现场主持人周元俊、赵晓莹） 

 

【光荣榜】 

瑞和 08 年度先进个人 

 

（图为事务所主任杨万忠为一等奖获得者陈铭颁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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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事务所党支部书记杨国庆为二等奖获得者史育琴、周元俊颁奖） 

 
（图为事务所副主任王友军、工会主席支民兴为三等奖获得者颁奖） 

 

【瑞和动态】 

宝山区税务局领导莅临指导 

农历正月初七一早，春节后第一天上班，宝山区税务局几位领导在沈局长的

带领下，来我所拜年。所综合协调小组成员参加了团拜会。团拜会首先由沈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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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宝山税务局向本所全体员工拜年。沈局长提出，面临经济困难，宝山税务局

要认真落实好国家各项税收扶持政策，帮助企业共渡难关。税务机关是政府职能

部门，从本质上说也是服务，同样也是涵养企业发展的服务。对事务所来说，也

是服务，处在客观公正上的服务，是联系政府与企业沟通的中介服务，为企业服

务好了，事务所本身就会得到发展，企业也从中得到更有序的发展，这是一举两

得、共生共荣的事。目前，税务部门作为政府管理经济的专职机构，除个别有恶

意偷漏税的票案需要打击外，其余单位存在的一般性问题，都可以通过梳理、积

极整改的办法予以解决。沈局长的一番话，给大家带来了一种讯息，也给我们事

务所明确了目标与方向。                                 

工 会 

 

【瑞和园地】 

电脑实用小技巧 

一、Ctrl 键十大用途 

第一招：快速关闭 Windows XP 

我们都知道，Windows XP 的关机过程很慢，要等很长的时间，不过我们

可以利用“Windows 任务管理器”来快速关机：点击任务管理器的“关机”菜单，

在选择“关闭”命令的同时按住 Ctrl 键即可。 

第二招：在多文档程序中关闭当前文档 

众所周知，Alt+F4可以关闭当前项目或退出当前程序，但很少人用Ctrl+F4

这个组合键，其实它可以在多文档程序中关闭当前文档，而不会关闭程序。 

第三招：显示“开始”菜单 

在按住 Ctrl 键的同时，再按下 Esc 键，就可以显示“开始”菜单，跟按 WIN

键的作用是一样的。 

第四招：输入法切换 

按下 Ctrl 键的同时，再按下 Shift 键，可以在不同的输入法之间切换。 

第五招：开关中文输入法 

按下 Ctrl+Space（空格）可以在中英文输入法之间切换，也就是打开或关

闭中文输入法。 

http://192.168.0.6:8080/vdocument/base/docbaseview.jsp?id=402880861efd495c011f41bb074b0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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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招：同时选择不连续文件 

按住 Ctrl 键，然后点击你要选择的文件，所有你点过的文件都会被选中。

如果想在全部选中的文件中去掉少数几个，也可以采用先选中文件，然后按住

Ctrl 键单个点击相应文件的办法。 

第七招  

按住 Ctrl+Shift 键并用鼠标拖曳文件，可建立快捷方式。 

第八招：撤消或恢复 

很多人都知道 Ctrl+Z 是撤消，但你知道 Ctrl+Y 是恢复妈？试试就知道了。 

第九招 

电脑启动是按住 Ctrl，将进入启动菜单（与按住 F8 效果一样） 

第十招：复制新法 

我们都知道用鼠标左键把文件拖到另一个文件夹是进行移动操作，但如果在

移动的同时按住 Ctrl 键，那就是复制了，不信试一下！ 

 

二、Excel 常见问题以及解决方法 

与 Excel 经常“打交道”的过程中，常遇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其中，以下几

方面的问题尤为突出。现将出现的问题及解决的方法告知同行，以此共勉。 

一、在 Excel 中不能进行求和运算 

由于在操作中更改了字段的数值后，求和字段的所有单元格中的数值没有随

之变化，造成不能正常运算。可以单击“工具→选项”命令，在打开的“选项”对话

框中单击“重新计算”选项卡。在“计算”选项区中选中“自动重算”单选按钮，单击

“确定”按钮，就可以进行自动计算并更新单元格的值了。 

二、在 Excel 中打开多个工作表时提示“内存不足，不能执行显示” 

这时首先关闭所有的应用程序，在桌面上单击鼠标右键，从弹出的快捷菜单

中选择“属性”选项，在打开的“显示属性”对话框中单击“设置”选项卡，将“颜色”

下拉列表框设置为 256 色，即可解决问题。 

三、 在 Excel 中出现“＃DIV/0！”错误信息 

若输入的公式中的除数为 0，或在公式中除数使用了空白单元格(当运算对

象是空白单元格，Excel 将此空值解释为零值)，或包含零值单元格的单无格引

用，就会出现错误信息“#DIV/0！”。只要修改单元格引用，或者在用作除数的

http://192.168.0.6:8080/vdocument/base/docbaseview.jsp?id=402880861efd495c011f41bedf4001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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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元格中输入不为零的值即可解决问题。 

四、在 Excel 中出现“＃VALUE！”错误信息 

此情况可能有以下四个方面的原因之一造成：一是参数使用不正确；二是运

算符使用不正确；三是执行“自动更正”命令时不能更正错误；四是当在需要输入

数字或逻辑值时输入了文本，由于 Excel 不能将文本转换为正确的数据类型，也

会出现该提示。这时应确认公式或函数所需的运算符或参数是否正确，并且在公

式引用的单元格中包含有效的数值。 

五、在 Excel 中出现“＃NAME？”错误信息 

出现此情况一般是在公式中使用了 Excel 所不能识别的文本，比如：使用了

不存在的名称。解决的方法是：单击“插入→名称→定义”命令，打开“定义名称”

对话框。如果所需名称没有被列出，在“在当前工作薄的名称”文本框中输入相应

的名称，单击“添加”按钮将其添加，再单击“确定”按钮即可。 

六、在 Excel 中出现“＃NUM！”错误信息 

当函数或公式中使用了不正确的数字时将出现错误信息“#NUM!”。这时应

确认函数中使用的参数类型的正确性，然后修改公式，使其结果在-10307 到

+10307 范围内即可。 

周元俊 

 

【茶余饭后】 

参佛理悟人生 

寺院中，常有吟咏山水，感悟人生的对联，在佛教文化中独放异彩，读后给

人以启迪。但有些时候，对联内容涉及到佛教的教义，如果对佛教不够了解，读

起来就颇感困难。例如西蜀宝光寺有清代何元晋的一联：  

                     世外人法无定法然后知非法法也  

                     天下事了犹未了何妨以不了了之  

    此联亦寺联中的精品。卅多年前春游宝光寺读到它，连一知半解都谈不上，

但觉得此联有趣而熟记下来。之后半辈子流落南疆，艰苦备尝，后期有幸在哲学、

美术的研究中与佛学结缘，使我对该联有所领悟。今回故乡重读此联，尤幸佛缘，

灯下命笔，以飨同修。  

    上联淡一个“法”，下联谈一个“了”；上联涉及佛教的根本教义，下联涉及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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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的根本态度。  

    有生灭烦恼的有情众生及其生活环境称为世欲世界，又称世间，“言世间者，

可毁坏故，有对治故，隐真理故，名之为世。堕世中故名为世间。”(《成唯识论

述记》卷一)如果超出这生死轮回世界，就是出世间，出世间的人，称为世外人，

即得道之人。  

    世外人如何认识这个世界呢?这与“法”有关。何谓法?《成唯识论》中说：“法

谓轨持”，“轨”，指世界上的一切现象部有一定的规范，是可以认识的；“持”，是

指万事万物都有自身的特性。宇宙天体的运转，山河大地的变迁，分子原子的分

裂组合，人世间的真假、美丑、善恶，都有特定的自性，能让人产生理解、感悟。

然而，一切事物都不是孤立的，而是有条件的，有因缘的，都是在普遍的联系中

存在，而且都处在永恒的生灭变化之中，所以，一切现象虽然有其自性可以认识，

却不可能是恒常不变的，没有真正的实体，世界只不过是心识的变现，法也就不

是一种固定的、僵化的概念，即无定法可言。  

    《金刚经》中说：“无有定法名阿褥多罗三藐三菩提，亦无有定法如来可说。

何以故?如来所说法，皆不可取，不可说，非法，非非法。”  

    可见，正等正觉不是什么固定的法，不应该执着于法，也不能用言辞概念去

理解它，如来所说法，即不是法，也不址非法。  

    通常人们在判断问题时，总要沦个是非，总喜欢执着一面，习以为常，在思

维方式上自然与上述的说法相悖，联中的妙趣当然难于领会。让我们再回头看联

中的四个法字。通常人们会以为佛所说的法是某种理论或某种概念，如果人们对

周围世界和人生有所感悟，即对“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有所领会，那么就将逐

惭放弃对自然和人生的程式化、逻辑上的理解，有法而不执着于法，也不执着于

非法。佛所谓的法就是超越于法和非法之上的，是“无所住而生其心”的结果。  

    大自然日出日没，花开花谢，人生有悲欢，世态有炎凉，天下事一起一落，

有因有果，因果相续，因因无始，果果无终，真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世间有几

样事情了了?在这变幻无穷的宇宙人生中如何才是真正的了?古往今来，事物总

是了而未了，不了而了，似了非了，了了还了，总在了与不了的矛盾中运作，任

人去追逐，永远沦陷在了与未了的烦恼之中。若要超越这穷的烦恼，则即不执着

于了，也不执着于不了，只有与了和不了都彻底了断，才是真正的了。  

    按禅宗的观点来看，“世外人”并非“不食人间烟火”者，“万法是一心，一心是

万法”，人只要除却妄念，自心顿现，即心即佛，即凡即圣。既然人人都可以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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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则联中的法趣和了义，人人都可以领悟，普通人与世外人只有一步之遥，何

不息诸缘，休万事，静观世变，闲看人忙，得一片菩提树下的清凉，步一方心路

铺就的人间净土呢?  

    然而这也并非唆使人远离尘世，回避矛盾，而是要随缘任运，放之自然，事

来与之相融，事去而心随空，提得起，放得下，了却尘缘，真心显露。回头再看

时，虽然也是眼横鼻竖，柳绿花红，此番景象，却与未了之前迥然不同。  

    再说对联的文字功夫也是绝伦的。平稳工整，一泻直下，读起来顿错有致，

爽口清心，而且上下联中的四个“法”字和四个“了”字，并不觉得冗繁重复，反倒

觉得顺理成章，因为四个字的含义不是一样的，一字一层，一字一趋，通到最后，

正反了然，磊落大方，不留一点拖累。四个法字，几乎贯穿了佛典的精髓，四个

了字，几乎道透了入世的隐秘。如果说，上联涉及佛教的教义而显得庄重、稳健、

沉静，下联则贯穿在人情世故中尤觉轻松、活泼、洒脱，一张一驰，一竖一横，

天道人道，尽在其中，任人品味，耐人深思，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若是愚者见

了，想来也会开发出仁智之心的。 

周元俊荐 

 

【感悟人生】 

幸福的底线 

之前看了一篇作家史铁生写的文章，里面写道：“生病的经验是一步一步懂

得满足。发烧了，才知道不发烧的日子多么清爽。咳嗽了，才体会不咳嗽的嗓子

多么安详。刚坐上轮椅时，我老想，不能直立行走岂不把人的特点搞丢了？便觉

得天昏地暗，等又生出褥疮，一连数日只能歪七扭八地躺着，才看见端坐的日子

其实多么晴朗。后来又患尿毒症，经常昏昏然不能思想，就更加怀念起往日时光。

终于醒悟：其实每时每刻我们都是幸运的，任何灾难前面都可能再加上个“更”

字。 

        从心底说出这话的人，一定吃尽了“疾病”或“便宜”的苦头，所以才把自己的

“幸福底线”定得如此之低。但当他们意识到什么是真正的幸福的时候，生命留给

他们享受幸福的时间已经少得不能再少了。许多人一生在茫茫红尘中奔走，陷在

名与利的泥潭里不能自拔。蓦然回首，才发现真正的幸福恰恰就在出发的原点，

而当初他们却坚定它在更远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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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从今天起，我们应该给自己的幸福画一条最浅的底线，去学会从最平

常的日子、最琐碎的事情里品尝幸福的滋味。  

        这是我高考前一夜写的日记，里面写道：明天我就要高考了，走过高中三年

的行程，回头望望，虽然艰辛但却滴滴闪光，愿我明天能马到成功！呵呵，估计

当时对考试很没有信心，只能自我安慰的说，底线低点，如果失败了伤得就不会

很痛。  

        不论当时是怎样的心态，现在看来，这篇文章还是很有意味的。做一个容易

满足的人，生活才会觉得更多姿多彩。愿我身边的每一个人都能幸福。 

赵晓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