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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能比武结硕果 省烹大赛获丰收
2012 年 9 月 13 日上

午袁 浙江省第七届烹饪服务
大赛颁奖典礼在省人民大会

堂隆重举行遥
代表金溪山庄参赛的餐

饮代表队在此次省烹饪大赛

上喜获大面积丰收袁4 位参
赛选手全部获奖袁 取得了 2
金 2银的优异成绩院 雍祥胜
获得中式烹调第 2名尧金牌尧
晋为技术能手曰 曾建文获得
中式面点第 3名尧金牌尧晋为
技师曰 余乘宇获得西式面点
第 15名尧银牌曰陈艳获得餐
厅服务第 17名尧银牌遥

丰硕的成果来之不易遥
这既是参赛员工爱岗敬业尧
刻苦钻研的应有回报袁 也是
参赛团队齐心协力尧 共同努
力的集体荣誉袁 更是山庄多
年来倡导和坚持岗位练兵尧
技能比武的必然结果遥

向为山庄赢得荣誉的员

工和部门热烈祝贺浴向关心尧
支持烹饪大赛的所有部门和

个人表示忠心感谢浴
阴书 剑获奖作品院钓鱼岛要要要中国神圣领土

获奖选手合影

1尧2012年 7月 31日下午袁 浙江省世界
银行业务培训中心渊杭州金溪山庄冤董事会
半年工作通报会在金溪厅召开遥会议审议了
培训中心上半年工作完成情况袁并对下半年
的工作提出了要求遥 阴羽佳

2尧2012年 7月 18日-20日浙江省星评
委 3位星评员老师对山庄进行了四星复核的
明查暗访遥 山庄最终以 351分顺利通过了今
年四星级饭店评定性复核遥 阴羽佳

3尧2012年 8月 13日袁山庄党支部组织
党员同志们赴革命圣地西柏坡参观学习遥
本次党日活动让党员同志们又一次回顾了
党带领人民进行伟大革命的艰辛历程袁受
益匪浅袁 从而越发坚定了共产主义的革命
信念遥 阴朱晓珺

4尧为响应景区的号召袁8月 16日下午袁
山庄组织张怀玉等 6位员工参加了无偿献
血活动遥 阴羽 佳

5尧今年夏天袁凡到山庄室外游泳池游泳
的宾客都对清澈的池水大加赞赏遥这完全得
益于游泳池内部设施的提升改造遥山庄原有
的游泳池水质处理设备由于运行年限较长袁
净水效能下降遥这次泳池水质处理设备的大
修改造袁 将二台沙缸填料由树脂改用石英
沙袁 并更新采用德国技术的自动加药装置袁
水处理系统质量达到 CECS-14:2002 叶游泳
池给水排水设计规程曳要求袁施工技术规范袁
均按现行国家尧省尧市和行业规定的有关技
术规范标准执行遥改造后的游泳池机房空间
更大袁净水效能显著增强袁泳池水质得到明
显改善袁提升了服务品质遥

阴王丽群

杭州金溪山庄新浪微博
于 2011年 10月开通袁并申
请开通了企业版功能袁 成功
加入野V冶字行列遥
在金溪微博中袁 您将能

够分享到有关金溪山庄的产
品尧 服务以及各种活动的点

点滴滴信息遥
在金溪微博中袁 您将能

够感受到每一位住店嘉宾对
金溪环境尧客房尧餐饮尧会场
以及娱乐的不同体会和感
悟遥
来吧浴 赶快登陆新浪微

博袁搜索野杭州金溪山庄冶来
关注我们遥 衷心欢迎您成为
野金冶粉新成员浴
在金溪微博中袁 期待着

与更多关注金溪的朋友一起
来互动遥

阴顾 威

山 庄 动 态

欢迎野金冶粉来报到

即微

博客渊Micro Blog冤的简称袁是一
个基于用户关系的信息分享尧传
播以及获取平台袁 用户可以通过
WEB尧WAP 以及各种客户端组
建个人社区袁 以 140字左右的文
字更新信息袁并实现即时分享遥最
早也是最著名的微博是美国的

twitter遥

2009年 8月袁中国最大的门户网
站新浪网推出 野新浪微博冶 内测
版袁 成为门户网站中第一家提供
微博服务的网站袁 微博正式进入
了中文上网主流人群视野遥目前袁
新浪微博注册用户已突破 3亿袁
每日发博量超过 1亿条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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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 25日下午袁 山庄技能比武
大赛汇报表演在会议中心隆重举行遥

汇报表演首先以奥运版背景的
PPT袁 回顾了山庄近年来开展技能比
武的情况袁 为今年即将进行的技能
比武大赛汇报表演完热身铺垫遥

随着一张张精彩图片的播放袁
山庄 2010年技能比武观摩表演中的
茶艺表演尧 果盘制作尧 大厨亮刀尧
花式点钞和指挥手势等以及 2011年
技能比武观摩表演中的礼仪表演尧
托盘表演尧 中餐摆台尧 中式包床尧
饮品制作等场景重现袁 使人记忆犹
新遥

接着袁 投影图片展示了今年山
庄各个部门开展技能比武的精彩瞬
间遥 其中有院 餐饮部厨房冷菜尧 热
菜尧 点心三项技能比武和餐饮服务
的中餐摆台尧 折花尧 模拟点菜等曰
客房部的走房清洁技能比武曰 康乐
部的会场布台尧 PPT 播放服务尧 无
线上网服务等技能比武曰 销售部的
前台英语口语问答尧 现场模拟散客
入住登记服务尧 电脑 X5系统操作等
技能比武等遥

随着主持人的介绍袁 汇报表演
的 9个项目依次亮相遥

首先闪亮登场的是金溪舞蹈队
的助兴舞蹈 野当托盘遇到恰恰冶袁 美
女帅哥们竟能够将普通的服务用品

托盘和经典舞蹈 野恰恰冶 巧妙结合袁
演绎得如此赏心悦目遥

接着保安部表演了精彩的 野消
防水带接力冶遥 客房部表演了技能比
武的传统项目 野中式包床冶遥

山庄 野花姑娘冶 刘春燕为大家
表演了插花作品要要要野圆满的幸福冶
的现场制作袁 精彩的表演赢得一片
热烈的掌声遥

之后财务部和销售部联袂共同
上演了 野点钞及识别假钞表演冶遥
康乐部员工现场表演了果盘制
作要要要 野爱丽丝的金溪果缘冶遥

花式调酒表演的选手既不是来
自餐饮部袁 也不是来自康乐部袁 而
是一位身怀绝技尧 深藏不露的收银
MM要要要王莹袁 她的精湛表演赢得全
场热烈的尖叫声和欢呼声遥

最后表演的是餐饮部 野中餐摆
台表演冶 和 野拼盘雕刻表演冶遥

汇报表演结束后袁 山庄领导为
技能比武获得名次的选手颁发了荣
誉证书及奖金遥

主持人在介绍表演的同时袁 归
纳了山庄今年技能比武的五大新鲜
亮点院

一是试一试 野新武器冶 的大功
效遥 销售部的前厅技能比武新增了电
脑 X5系统的操作比试遥 今年三月刚
升级优化的 X5系统是全新版本系统袁

稳定性和运行效率得到提高袁 对客服
务变得更加优质和便捷遥

二是练一练客房清洁的全套功遥
客房部的技能比武一改以往的包床
为走房清洁袁 比试的是全套的走房
清洁服务袁 包括工作车准备尧 进房尧
巡查尧 清空尧 铺床尧 清洁卫生间尧
抹尘尧 补充尧 吸尘尧 检查等十个步
骤遥

三是比一比现代会晤的服务力遥
康乐部的技能比武新增了 PPT播放
服务和无线上网服务袁 而这两项服
务正是现代会晤中越来越普遍的服
务袁 也是会议服务人员必须掌握并

熟练运用的技能遥
四是亮一亮金溪制造的新美味遥

餐饮部技能比武新增了厨房冷菜尧
热菜和面点的比武袁 各位厨师大展
身手袁 呈上了一道道造型精美尧 香
味扑鼻而又回味无穷的创新菜遥

五是考一考金溪人的新常识遥
山庄还组织了一次全员大考袁 考的
是新版的山庄服务产品知识遥

山庄每年的技能比武大赛袁 既
是一场技艺的切磋较量袁 更是一次
培训和练兵袁 目的是培养一大批技
术能手袁 提高山庄的整体服务水平遥

阴晓 炜

山庄技能比武大赛汇报表演巡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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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轻情重 感恩回馈
酒店为感恩回馈老客户袁 特别准备了一份薄

礼要要要迷你路由器遥 小巧精致的 TP-LINK袁非常方
便随身携带遥
小小心意袁礼轻情重遥 感谢各位老朋友袁陪伴金

溪一路走来遥 谢谢浴
阴孙丽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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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 讯 二 则

姻夏季茶歇

姻金溪特色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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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天来了袁 到了吃水果的季
节遥

金溪秋季茶歇向宾客推荐最
高维生素 C 含量的水果要要要猕猴
桃遥

猕猴桃最早出现在中国袁早在
1849年就被外国引种遥现在市面有
很多种猕猴桃袁绿的尧黄的尧红的袁
有些又叫奇异果遥

猕猴桃的果实肉肥汁多袁清香
鲜美袁甜酸宜人袁耐贮藏遥 含有丰富
的维生素 C袁是柳橙的 2 倍袁可强
化免疫系统袁营养价值远超过其他
水果遥

金溪会场果盘品种搭配千变
万化袁 但是最常用的就是猕猴桃遥
它营养价值高袁装盘效果好遥 在崇
尚养生的时代袁会场茶歇将新鲜的
猕猴桃榨汁袁配以少许的纯净水和
一定比例的怡口糖袁调配出口感和
营养都堪称绝妙的饮品袁不仅是卖
相更是健康遥

凉爽的秋天袁和猕猴桃来个约
会吧浴

阴丁丽君

主料院仔鸡 400克尧板栗肉 200
克尧葱尧姜尧蒜各少许遥

调料院盐 4 克尧料酒 50 克尧酱
油 40克尧糖 5克尧麻油少许遥

做法院
1尧将仔鸡洗净切 2cm方块袁加

盐尧料酒尧葱尧姜袁腌制待用遥
2尧 板栗肉用水煮透去异味待

用遥
3尧仔鸡过油后袁锅内下油煸香

蒜瓣加入仔鸡块尧板栗和其它调料
焖煮至起香遥 旺火收汁淋少许麻油
装盘即成遥

营养功效院
鸡肉中蛋白质含量高袁氨基酸

种类多袁易消化袁营养成分易被人
体吸收袁有增强体力尧强壮身体功
效遥 其含有骨胶原蛋白袁有强化血
管和肌腱的功效遥

秋季正是板栗成熟上市季节袁
入秋吃板栗有补骨壮腰尧补脾养骨
的功效袁和土鸡共烹是道秋季食补
营养保健菜肴遥

阴周国民

7月 13日上午袁烈日当空袁闷热难耐遥
可是没多久袁天空中就响起隆隆的闷雷声袁
一场大暴雨磅礴而至遥

突然礼宾台的电话野铃铃冶响起遥 大堂
副理小孙接到总机语气焦急的电话 袁院
野3204 房住客徐女士来电称被大雨困在曲
院风荷公园内了袁需要帮助冶遥

小孙马上拨通了徐女士的电话袁 了解
到徐女士上午陪孩子到曲院风荷公园游
玩袁没有预料到会下雨袁身边未带雨伞袁现
在被困在公园内一个小亭子里遥 她们对公
园环境不熟悉袁 也说不清小亭子的确切位
置遥

小孙在电话里安慰徐女士袁 请她别着

急遥 随即叫来了行李员小马袁 简要说明情
况袁让小马立即带上两把雨伞袁去公园里寻
找徐女士遥

大雨似倾盆袁 水泼如瀑布遥 小马撑着
伞袁 在狂风暴雨中经过十几分钟的四处寻
觅袁 终于在一片荷花池中的小亭子里找到
了徐女士和孩子遥

看到冒雨送伞被淋得像个野落汤鸡冶的
小马袁徐女士百感交加袁眼睛和着雨水渐渐
地模糊了噎噎

事后她郑重地找到山庄领导袁 对山庄
员工给予的及时帮助表示万分感谢浴 为山
庄有如此优秀品质的员工队伍而感到敬
佩浴 阴孙丽静

炎炎夏日袁 当您的爱车不能正
常启动时袁 一定是无比的懊恼和无
助袁 而这样的困境出现在 8月的一
天傍晚袁 那天我值班遥 当我正在各
点进行例行巡检时袁 收银员向我反
映了一位宾客由于自己的汽车不能
正常发动袁 希望山庄能给予帮助的
情况遥

得知信息后我马上到停车场袁
发现一位女宾客正满头大汗尧 一筹
莫展地守在爱车前遥 我向其了解了

汽车无法启动具体情况后袁 根据自
己的经验初步判断袁 很可能是电瓶
亏电导致汽车无法正常启动遥 因为
自己曾经碰到类似情况袁 并向专业
人士请教过相关的处理方法袁 所以
建议使用汽车电瓶搭火线进行搭电
启动遥

我知道为客人使用汽车电瓶搭
火线进行搭电启动会给自己带来麻
烦甚至风险袁 但是我更能够体会客
人在炎炎夏日汽车无法正常启动时

的无助和等待拖车救助时的懊恼袁
决定承担责任和风险遥

在征得客人同意后袁我把自己汽
车开来袁 与停车场保安配合准备工
具袁将电瓶搭火线的正负极分别连到
两辆爱车上袁通过我们的努力汽车很
顺利的启动了遥

当看到宾客带着满意的笑容驾
驶自己爱车离开山庄时袁我也同样感
受到了快乐袁因为我们用优质的服务
感动了宾客遥 阴章幼娟

9月 18-19日袁 在这个秋高
气爽的季节袁金溪舞蹈队代表省
财政厅参加了浙江省财政地税
系统 2012年运动会排舞项目的

比赛袁并获得第四名的好成绩遥
这次比赛与以往不同的是袁

舞种是专业类舞蹈要要要拉丁舞袁
包含了恰恰尧桑巴尧伦巴尧牛仔等

舞风袁难度相当大袁参加人数也
多达 16人袁 对动作的整齐度要
求也相当高遥 尽管如此袁金溪舞
蹈队的队员们仍然迎难而上袁在
老师的悉心指导下袁利用一切空
余时间练基本功尧练乐感曰场地
不够大就去草坪尧 会场里练曰没
有音乐袁队员们就一起数着拍子
练遥

终于到了比赛的日子袁音乐
响起的那一刹那袁每个队员的一
抬头尧 一摆手都是那么的专业尧
整齐袁谁能看得出这是一只由普
通酒店员工组成的队伍呢浴成绩
公布的那一刻袁 好多队员都哭
了袁那是胜利的眼泪袁没错袁这个
奖是队员用泪水和汗水换来的袁
更是金溪精神的最好象征遥

阴丁丽君

8 月 10 日袁 金溪山庄团总
支积极响应金沙港社区团工委的
号召袁 组织志愿者 野小红帽冶 参
与了 野保护西湖尧 文明游客尧 志
愿服务伴您同行冶 大型志愿服务

宣传活动遥
上午 8院 30袁 参加活动的团

员们在各自的自行车前固定好绿
色宣传小旗袁 穿戴上统一的红色
志愿者背心及帽子后袁 正式出发

了遥 小分队途径北山路尧 苏堤尧
南山路尧 杨公堤进行环湖骑行宣
传袁 沿途向游客分发 叶杭州旅游
指南曳袁 帮助游客解答杭州旅游
的相关问询等遥 当游客拿到 叶杭
州旅游指南曳 津津有味地阅读
时袁 当游客的问询得到满意答案
后道谢时袁 野小红帽冶 们满心欢
喜遥

宣传杭州尧 宣传西湖尧 宣传
文明城市尧 为后申遗时代贡献一
份力量袁 这是每个杭州人都非常
乐意承担的义务和责任遥

山庄 野小红帽冶 志愿者为能
帮助外地游客了解西湖尧 喜爱西
湖而高兴袁 为自己能尽一份西湖
青年的责任而自豪浴

他们将继续不断环湖上路浴
阴金 团

山庄志愿者“小红帽”环湖行动

姻金溪优质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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姻撷芳苑

姻插花欣赏

姻员工风采

个人信息
姓名院张柳君
籍贯院浙江杭州
生肖院虎
生日院12月 20日
星座院射手座
座右铭院读万卷书袁行万里路

笔院张柳君你好袁请问你主要负责什么工作?
张院我是 PA的领班袁主要是对班组工作督导和

检查袁另外 PA设施设备也是我在负责遥
笔院哦遥这个我知道袁每次要洗个地毯或者给大理

石抛个光袁不是都要请你们协助嘛浴我有些好奇袁那些
设备这么专业袁有专门请人来指导吗钥

张院一般第一次厂家肯定是来演示过的袁但是经
常来是不可能的袁唯有靠我们自己摸索尧研究遥

笔院对了袁山庄的绿化也是你们工作的范围吧浴
张院是的袁绿化我们是和专业绿化公司一起做的遥

他们提供品种袁 然后我们根据山庄的具体情况去选
择袁这里可大有学问了遥要配合季节尧环境尧颜色尧布局
乃至花草习性袁就好比庭院内或者阳光不足的地方要
种点喜阴的植物等袁网球场和游泳池要种点喜阳的植
物遥

笔院看你说得头头是道袁这不会也是你的爱好之
一吧钥

张院哈哈袁你说对了遥我一个大男人原本哪里会喜
欢折腾花花草草啊袁但是工作需要嘛袁山庄还帮助我
去考了中级园林资格证遥 通过学习袁我了解了植物的
类别和养护的方法袁并在工作中不断实践袁慢慢地也
就有了兴趣遥

笔院你还真是什么都能和读书扯上关系呢浴 听说
你在山庄晚会上一口气把叶岳阳楼记曳背下来了钥据我

所知这篇文章虽不是很长袁但也不短呐遥
张院这有什么袁那次我们部门搞活动袁我就挑了当

时在看的这篇来背诵袁没想到竟然一背成名袁其实是
挺偶然的遥别以为我就会背这一篇哦袁有名的佳作袁我
都能来上几段袁背这些我有一个诀窍袁就是读得快袁背
得快袁靠锻炼袁慢慢就练出来了遥

笔院哦袁这么说起来你挺喜欢古代文学的嘛钥现在
爱好这口的人不多啊浴

张院是啊袁只要是中文类的书籍我都喜欢袁特别是
历史文学类的袁其实这些才是真正的好东西袁是老一
辈子留给我们的智慧和财富遥 所以我特别爱看袁也爱
去研究袁我回家可不怎么看电视剧的袁因为我每天至
少要花四个小时以上来看书遥我觉得阅读让人头脑清
晰袁特别有条理遥

笔院怪不得你回答问题这么有条有理的袁这也是
从读书背诵收获的好处吧遥

采访张柳君的谈话虽然很短暂袁 但内容却很深
刻遥采访中袁看着他穿得一身灰色夏装工作服袁一副厚
底眼镜袁颇有古代文人墨客的范儿遥我一直在思考袁作
为发展变化时代的一名员工袁如何不断进步钥 张柳君
的行为或许就是答案遥

阴丁丽君

他是山庄 PA的领班袁也是维护绿化的园丁袁更是一位记忆超强文学爱好者遥 没错袁他就张柳君遥
是的袁他的职业和他的爱好貌似有着巨大的反差袁他是如何将两者协调的呢钥 带在这些好奇袁去采访山

庄园丁要要要张柳君遥

爱莲有说

1尧主材料院荷花 5
枝尧莲蓬 4枝尧睡莲叶
3 片尧 圆玻璃花器 1
只尧剑山 1个

2尧工具院剪刀尧喷
壶

3尧插花步骤院
1冤把剑山放于花

器中间袁并加入水遥
2冤将第一枝荷花

剪成约 35 厘米高度袁
插于剑山中间遥

3冤将其余 4 枝荷
花分别剪成约 30厘米尧25厘米尧20厘米尧15厘米高度袁插
于第一枝荷花的四边遥

4冤将第一枝莲蓬剪成约 32厘米袁插于第一枝荷花旁遥
5冤 将其余莲蓬分别剪成约 27厘米尧22厘米尧17厘米

高度袁插于空挡处遥
6冤以第一枝荷花为中心袁分别将睡莲叶高低错落插于

后边尧左边尧右边位置遥
寓意院出淤泥而不染袁濯清涟而不妖袁中通外直袁不蔓

不枝袁香远益清袁亭亭净植袁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遥

铁线莲渊浅草冤
藤蔓绕篱园遥 嫣红姹紫轩遥 漫香芸尧飘若寒烟遥
风露清愁尧池畔瘦袁千古梦尧梦难圆遥
春去夏花妍遥 落开颜素娟遥 骨娇柔尧灵药丹田遥
一曲清箫迎皓月袁繁星淡尧玉蝉喧遥

学名院ClematisPaniculata
拉丁文名院ClematisfloridaThunab
别名院番莲尧威灵仙尧山木通
科院毛茛科
属院铁线莲属
分类院藤蔓植物
植株高度院约 3-4米

铁线莲

古时袁有水源于上天竺袁经灵
隐流入西湖袁 因溪沙灿然如金袁故
名金溪遥

杭州金溪山庄于 1997年落成
开业袁2008年荣膺四星遥 山庄建筑
风格取古之精华袁不仅传承了中国
建筑中精致典雅的江南人家风格袁
而且注入了现代化气息袁更融入西
湖山水的美景之中袁使山庄野春风
品茗袁秋雨看花袁较他处别有风趣冶遥

In ancient times, there used to
be a fountain flowing from the Up鄄
per-Tianzhu through Lingyin Tem鄄
ple to West Lake, which was called
the Golden Creek because of the
shining golden sand.

Hangzhou Jinxi hotel opened
for business in 1997, and was pro鄄
moted to a four-star hotel in 2008. It
is located on the beautiful western
shore of the famous West Lake. The
architecture of the hotel is a success鄄
ful combination of the classic style of

folk houses in the south of Yangtze
River and the flavor of modern
times.

Enjoying tea in spring breeze,
appreciating flowers in autumn rain
are the best experiences here.

155间渊套冤客房袁融入新西湖
静美的风景之中袁
感受繁华都市中一份特有的

宁静闲逸遥
155 guest rooms have particular

views through windows, and are e鄄
quipped with a wide range of digital
TVchannelsand freeInternetaccess.

多个会议室袁大小各异袁窗外远
山绿树尧风景怡人袁是高档会晤首选遥

闲逸优雅的自助餐厅尧 小巧简
洁的零点餐厅袁阳光透过落地窗伴您
享用美食袁为您打造独尊美食空间遥

室外网球场尧游泳池袁呼吸自然
清新空气袁在运动中感知生命活力遥

融入迷人风景中的吸翠园室
外茶室袁亲友闲聚尧商务洽谈尧情侣
约会袁俱佳遥

We offer the services of a pro鄄
fessional and experienced team as
well as advanced meeting facilities.
All of the meeting rooms have stun鄄
ning views through windows.

Both the buffet restaurant and
Chinese restaurants provide the per鄄
fect setting for relaxation and so鄄
cializing with others, offering
cuisines such as Hangzhou style,
Sichuan style, Cantonese style and
Western food.

Tennis court and swimming
pool outdoors are the best places for
sport.

Jade Green Garden tea house
provides coffee, tea, soft drinks and
so on,

with splendid scenery around.

前言院
野世外静园袁悠然如归冶遥这八个字非常精辟地概括了杭州金溪山庄尧浙江莫干山庄尧天目山庄尧浙江普

陀山庄这四个酒店的独特之处袁引人入胜遥
杭州金溪山庄尧浙江莫干山庄尧天目山庄和浙江普陀山庄同属于浙江省财政系统袁分别位于杭州西湖

景区尧德清莫干山景区尧临安天目山景区和舟山普陀山遥 让我们一一欣赏袁一起走进这四个野世外静园冶遥

世外静园之杭州金溪山庄

雨初歇湖明山秀芳堤清景无限别后长忆四季皆入画
It's a quiet and leisurely Xanad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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