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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团投资发展部主管陈炜：我有幸参加此次培
训，走进中国高等教育的最高殿堂，汲取提升自我的
营养。这次培训让我感触最深的就是清华历史文化，
清华“行胜于言”的校风和清华人“严谨、勤奋、求实、
创新”的学风；还有就是要积极客观的认识自己，觉察
自我，加强情绪管理能力，提升内在心理能量，更好实
现既定目标。在下一阶段的工作中，我将更加勤奋务
实，更加严谨细致，以更加积极阳光的心态，撸起袖
子，沉下身子，扎实工作，勇于争先，为集团全面建成
全国盐行业领军企业贡献自己的力量。
苏盐井神一分公司生产技术部副部长（主持工
作）刘永赞：景昃鸣禽集，水木湛清华。怀着敬畏及感

省制盐研究所技术开发部副部长刘凯：本次“卓
越企业经营管理与创新培训”内容丰富、实用性强，
让
自己有了深刻的认识。一是跨出行业传统思维模式，
提
高对市场的适应能力。二是在
“趋势”
上开展创新工作。
当前
“盐穴储气库建设”
已成为发展趋势，
相信一定能够
在
“盐穴储气库建设”
中取得更大成绩。三是聚焦地下储
气库建造，
带动溶腔经济全面发展。我们应该聚焦地下
储气库建设这一关键点，
加大创新力度，
争取在储气库建
造方面做到极致，
实现以小博大，
以点带面，
从而带动公
司溶腔经济的全面发展。

时期，需要每一名干部员工进一步增强中流击水的担
当意识，提升爬坡过坎的综合能力。牢固树立“决胜
疆场”信心，坚决贯彻集团党委决策，清醒认识宏观经
济形势，始终围绕改革发展要求，摆脱意识和思路的
“贫困”；联动激发“自强不息”动力，拓展渠道培育核
心竞争能力，推进信息化平台大数据运用；自觉增强
“静坐听雨”定力，严峻局面保持从容不迫，解决复杂
问题融会贯通，遭遇挫折险阻不忘初心；大力弘扬“行
胜于言”作风，点滴探索创新营销模式，不断加强品牌
建设传播，创新卓越管理形成合力，众志成城打造基
业长青！

南京江北盐业公司副经理熊骏：回到校园方知自
己这些年书读的太少，很多的人生理念和工作经验自
己实际上也去做了，但没有注意去总结归纳，虽然思
想上有一些提高、工作上取得一些成绩，但总是没能
形成一个体系，而形成不了一个完整的思想、工作体
系，
就无法做好一个管理者。
通过参加培训，提升卓越管理能力。我认为要做
一个干在实处，走在市场前列的基层管理者，就是要
带领职工摆脱脑子里“畏难”
“贫困”的思想，带头开拓
合适的工作思路和合适的工作方法，制定出详细的、
有针对性的的营销策略，根据本区域的渠道特点，布
局我们的低、中、高三级品种，最大化的做好食盐产品
的推广和销售，
实现利润最大化。
淮安盐业公司副总经理姚炜：通过集团党委在清
华大学组织的卓越企业经营管理与创新高级研修班
的系统学习，使我更加认识到在集团转型发展的关键

淮安碱厂煅烧车间主任、党支部书记陈岩：有幸
参加为期一周的清华大学-苏盐集团卓越企业经营管
理与创新高级研修班。通过聆听资深教授对《营销与
商业模式创新》及《大数据与新媒体营销》课程的讲解，
感受到了自己知识面的欠缺，从而激发了个人学习热
情，
同时在分组研讨中，
听取了销区同学对所学知识与
市场实际紧密结合应用，
提出的许多合理宝贵意见。
此次培训让我受益匪浅，深刻的感受到了：自强
不息，厚德载物，行胜于言的清华人文精神。在今后
的工作中，我也会带着这种精神及所学到的知识在本
职工作上学以致用，追求卓越，不辱使命，全力以赴，
为集团转型发展奉献自己全部力量。
苏盐井神销售总公司氯化钙事业部部长蒋维学：
一周时间里 12 门课程和 2 次研讨，紧张而充实之中不
仅学习到各门课程的有关知识和最前沿的资讯，更是
一场自强不息、奋发报国的精神洗礼。时间虽短，却
已是收获满满，老师们系统的疏导和学科最前沿的资
讯，激发了我们激烈的研讨，无论是创新赋能还是积
极的心态培养，无论是大数据和自媒体的应用还是渠
道建设，
我们都将继续学习巩固，
结合公司实情和岗位
实际，
落实好行动计划，
学以致用，
积极传播，
为提升效
能做出贡献。时间虽短，但所学、所思、所感却多得难
以尽表，集团转型发展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可谓“道阻
且长”，培训班的结业将是我们更加努力前行的号角，
因为我们坚信“行则将至”。



苏盐生活家淮安公司总经理施晓华：清华大学、
苏盐集团联合举办的卓越企业经营管理与创新高级研
讨班，
让我开阔了视野，
增长了知识，
放大了格局，
陶冶
了情怀。特别是《品牌与传播》这一课，让我懂得了一
个不用说出口的契约和承诺──“品牌”的重要性，从
而坚定了搞好企业经营管理的决心和信心。
通过这次学习培训，
要理论联系实际，
倾心研究
“不
同品牌原型在人们生活中的主要角色”
，
要坚持质量为
基、
责任为根、
创新为本、
文化为魂，
牢固树立品牌意识，
搞好品牌定位，
顺应群众多层次、
多样化绿色健康新期
盼，
用优异的成绩向集团交出一份满意的答卷。

恩之心在中国最高学府清华大学度过了 150 小时珍贵
的卓越企业经营管理与创新集中培训时光。培训班
内容丰富紧贴前沿的课程设计，严谨务实博学精辟的
专家讲授，热情热烈深入广泛的学习研讨，自己所获
甚丰，感触颇多。在以后的工作中，我将继续秉承“忠
诚、敬业、专业、激情、创新”的核心价值观，把清华所
学所悟用于工作，创新赋能，不断磨练意志，提高创新
本领。为建设国际一流的盐业领军企业贡献自己的
青春和智慧。

文 王/ 慧

靖江盐业公司经理臧彧：短暂的清华学习生活，
紧张而有序，充实而快乐，令人难忘，终生受益。每天
穿梭在宿舍、教室、食堂之间，我思考得最多的是，作
为一名县级公司的经营者，应该如何有效利用盐行业
资源和周边复杂的市场环境去精准营销，
守好销售主阵
地，
立于不败之地。我带着这个问题认真听课，
进一步深
入思考。我认为：
一要加强自身修养，
传承清华人
“自强
不息”
的精神，
坚定苏盐人
“路虽远、
行将必至，
事虽难、
做将必成”的信念。二要在新形势学会洞察、发现机
会，
从而实现营销上的创新。三要学会运用目标管理、
绩效评估和激励的方法，来增强企业团队的凝聚力和
战斗力。



编者按：5 月 20 日—25 日，集团卓越企业经营管理与创新高级研修班在清华大学举办。本次培训课程
内容丰富，
涵盖思想政治建设、
经营管理能力和业务水平提升、
领导力和领导艺术等方面，
清华大学教授的
精彩授课，
全体学员开阔了眼界，
提升了能力，
收获颇丰。现将部分学员培训心得摘录如下，
以飨读者。

当初夏的第一缕阳光映射在我们喜
文
悦的面庞，孩子们也即将迎来他们的节
日—“六一”
儿童节。
不知道从何时起，
“ 六一”已不再是
小孩子们的专属节日，这一天，大人们也
化身为“大朋友”，融入孩子们的狂欢中，
寻找逝去的童年。
孩子们的想法总是很单纯，很天真，
充满了热情与好奇，他们无忧无虑、
不知
疲倦，
渴望开阔眼界，
学到更多的知识。
孟子说过“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
者也。
”
在孟子看来，
伟大的人就不偏离他 ○
纯洁和善良的童心。而从童心成长起来，
进入社会后，
便因教育的实践和革命的指
引而延展生发出另一个心，
那就是初心。
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
习近平总书记
说，
“不忘初心，
方得始终”
。习近平总书记
的要求，
对于我们每个人都是真理。大到
革命事业，
小到个人成长。从一颗稚嫩的
童心，
成熟为坚定的初心。自参加工作以
来，
不断学习，
在学习中汲取创新和前进的
动力，
奉献在平凡的岗位，
履行好自身的岗
位职责，
实实在在的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
是我一直以来坚守的
“初心”
。在工作中我
有过困惑和迷茫，
有过想放弃的念头，
但每每回想起自己刚
工作时候的初心，
我又继续坚持下来，
同时，
在不断磨炼与
考验中，
我逐渐成长起来。
要不负童心，
心里充满爱和童趣，
以善良的质朴的童
心来面对人生和社会，
而同时更重要的是，
在工作实践中，
对于我们这些刚工作几年的青年人来说，
更应该充分的认
识自己、
了解自己，
不忘初心，
坚持初心，
努力认真的做好每
一件事，
这才是当代新青年成长的必由之路。
2019年，是我们决胜盐业市场竞争的关键之年，在
前进的道路上，我们还会遇到这样那样的风险和挑战，
但无论怎么样，也不要忘记最初的理想和澎湃的热血，
面对新形势和新挑战，我们必须紧紧抓住机遇，应对各
种挑战，
认真解决前进道路上面临的各种艰难险阻。
不忘初心，方得始终，只有不忘记自己最初的理
想，才能有始有终地去完成自己的梦想，才能全力以
赴地去完成公司的各项任务，愿我们不负童心，不忘
初心，点燃激情，放飞梦想，为实现苏盐高质量发展
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共同迎接苏盐集团更加美好
的明天。
（瑞洪盐业公司）

不负童心，
不忘初心

刻苦研修清华园 卓越管理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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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

小小说

六一感恩父母
○文/赵 媛

小小说

书香伴我行
○文/张学文

5 月 24 日，公司举行“书香井神”读书会成立大
会，群贤毕至，少长咸集，各位书友畅谈读书的感
悟，虽无流觞曲水，亦足以畅叙友情。在这样浓厚
的书香氛围中，大家回归读书的本真，寻找读书最
初带给我们的快乐。
读书可以增知广见。世界那么大，我们都想去
看看，身虽不能至，心可向往之，而书籍正好为我们
打开了一扇窗，让我们看到更广阔的世界。无论身
在何方，只要手里捧着书，便是天地之间任我遨游
了。也读莎翁的悲喜人生，也看余华的冷冽清醒，
也欣赏瓦尔登湖美丽的田园生活，也走过北京地坛
里那些深深浅浅的车辙。而正是通过读书，我才听
到“淮盐”这首古老的歌谣，才看到千年岁月中，两
淮之地文人墨客风云际会，成就多少佳作巨著，滋
养多少吴楚风骨，
更成就了璀璨的“淮盐”
文化。
读书可以美好生活。读书可以让普通的生活
变得诗意起来。春天可闲居山中，用松花酿酒，春
水煎茶；夏夜闷热时，可小立月明中，在林深竹密处
听虫鸣；秋天凉风渐起，可登高访友，酩酊酬重阳
了；冬日大雪纷飞，可用红泥小火炉热着新酿的米
酒，拏一小舟，去湖心亭看雪。我们的日常生活比
较琐碎，每天忙进忙出，努力生活，却不能美好地生
活。读书可以让我们忘却生活的疲惫，发现生活中
的美好，做到一半柴米油盐酱醋茶，一半琴棋书画
诗酒花。
读书可以坚定信念。历览千载书，时时见遗
烈。远有“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文
天祥，有“繁霜尽是心头血，洒向千峰秋叶丹”的戚
继光，近有“身在异邦，心向祖国”的钱学森，有“百
姓疾苦记在心，足迹踏遍众山村”的焦裕禄。培根
曾说：书籍是在时代波涛中航行的思想之船，它小
心翼翼地把珍贵的货物送给一代一代。诚如是
也。今日生活在和平时代的我们，依然可以翻开书
页，在字里行间感受这些忠烈之士的铮铮铁骨，拳
拳之心，激励我们坚定信念、不忘初心，兢兢业业做
好本职工作，
在平凡的岗位上奉献自己的力量。
读书不觉已春深，一寸光阴一寸金。未来的
日 子 里 ，愿 诸 位 书 友 们 都 能 享 受 阅 读 带 来 的 乐
趣，也相信通过阅读，能够激励广大干部职工彰
显作为，以满腹才气，一身正气，将我们的企业文
化和品牌文化传承下去，永立潮头，做产业发展
的先驱。
（省制盐研究所）

耀眼的夏日

散文

单晗伟 摄

春末夏至
○文/郭建江

“绿杨烟外晓寒轻，红心枝头春意闹。”在这么富有
诗意的季节里，总是禁不住让人吟诗一首。窗外的一米
阳光透过繁茂的树叶照进屋子，我竟然被这春意囚禁
了。门外的桃树上有几只鸟儿在叽叽喳喳的鸣啭，你快
看，它们也沉浸在春天的时光里，陶醉其中，它们一动不
动，
仿佛在品尝春意的清新。
漫步在乡间小道上，不管是远看的一碧千里，还是
眼前的氤氲绿草，都让人仿佛置身于绿色的海洋。千山
一碧的绿似黛墨，那是凝固的美;枝头摇曳的绿泛鹅黄，
那是飘逸的美;溪水荡漾的绿如翡翠，那是流动的美。雨
后的暮春像在水中洗过一样，满目的绿，洁净而又温
润。无论嫩绿、浅绿、墨绿，绿得耀眼，绿得透明，绿得宁
静，绿得纷繁复杂，绿得沁人心脾。
“芳菲歇去何须恨，夏
木阴阴正可人”
。绿，
大概是这个季节最极致的魅惑了。
花有花开花谢，人有悲欢离合。有含苞怒放，也有
凄美凋零的花才是最完美的，有甜苦辣咸的人生才是完

整的；花落不是永恒的悲伤，可能是另一种开始。时间
在一分一秒的逝去，留不住每一秒的光阴，把握每一刻
美好的时光，时间像风在指尖拂过，抓不住，摸不着，以
它独有的方式诉说它的存在，珍惜当下的风景，不要辜
负眼前的美好。
路过一片荷塘，荷塘里有一池浅浅的春水，水面上
飘着圆圆的荷叶。大大小小的荷叶有的像圆盘，有的像
手掌，换一个角度看好像一位恬静的女孩，她在享受春
带给她的惬意！偶尔水面泛起丝丝涟漪，透过荷叶的缝
隙，隐约可以看到一群鱼儿在自由的嬉戏，让人想起了
“鱼戏莲叶间”
的佳句。
暮春的荷塘如此恬静而美好，在不久之后应该会出
现别样的风景，是“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
的壮观，还是“藕花深处。争渡，争渡，惊起一滩鸥鹭”的
静谧。
暮春再见，
初夏你好！
（淮安碱厂）

六一儿童节，专属于孩子的节日。自从我的两个孩子
入学入园以来，每年的六一节，他们都会通过各种愉快而有
意义的活动，
为自己的节日画上一笔有意义的色彩。
今年也不例外，儿童节前夕，女儿参加了学校的啦啦操
和大合唱比赛，
儿子参加了幼儿园的童话剧表演。每天晚饭
后，
孩子们总会围着我和先生，
或靠在我们身上，
或坐在我们
腿上，
分享他们每天排练时的心得、
受到老师表扬后的喜悦，
看着他们稚嫩的小脸和充满期待的眼神，
我心里百感交集。
时光倒流三十年，父亲母亲和我也同样是这般的温暖
和美好。父亲年轻时工作忙，早出晚归，经常出差，但在我
的记忆中，父亲每次出差带回来的那个大箱子里面，满满的
全是各种各样的零食。父亲母亲总说自己是大人，不爱吃
零食，然后便打开包装袋，笑眯眯地看着我大口大口吃着这
从未见过从未吃过的“美味”……每每想到父母看我的眼
神，便不觉泪目。我成家有孩子以后，父亲母亲帮忙照顾我
的孩子们。上个月，
我舅舅去世了，
父亲和母亲有两天一直在
舅舅家没回来，
买菜、
做饭、
做家务、
带娃、
上兴趣班的任务就落
到了我和老公的肩上，
虽说一开始还觉得挺新鲜，
可一天下来，
真是体会到了什么叫腰酸背痛和
“累得连话都不想讲”
。夜深
人静，
俩娃儿都睡了，
在感叹
“屁股没着板凳的一天”
终于结束
的同时，我开始反思：从女儿上幼儿园到现在，已经七年了。
这七年来，父亲母亲每天都是如此忙忙碌碌、陀螺般地连轴
转啊，花甲之年的他们，每天该有多辛苦、精力该有多透支
啊，
而我却从未听到他们的怨言。我不禁黯然、愧疚、心痛。
母爱是朴素的、
平凡的，
对于母亲来讲，
她从不奢求礼物的
珍贵，
孩子的健康、
幸福、
快乐就是给她最大最好最满足的礼物。
女儿在校表现优秀，学期末被评为“三好学生”，儿子也
被幼儿园评为“进步宝宝”，看着他俩的奖状，父亲母亲笑
了，他们脸上的皱纹像花朵的花瓣一般，我知道，孩子们健
康的身体和获得的荣誉就是给他们最好的回报。
“乌鸦 尚 有 反 哺 日 ，羊 羔 也 有 跪 乳 情 ”，我 们 做 儿 女
的，无论身在何处，请记得给父母报一声平安，请常回家
看 看 。 风 筝 飞 得 再 高 ，那 一 头 永 远 是 父 母 的 牵 挂 与 惦
念。愿天下所有的父母安康、吉祥！ （连云港盐业公司）

诗歌

咸土地
○文/王海军

生我养我的咸土地
深藏在我清亮的瞳眸中
一道道纵横交错的盐河
系着我的衷肠
一块块整齐的盐田
闪着奉献的光芒

一滴滴盐工的汗水
在咸土地上流淌
面向未来 我决不只用目光
寻觅希望
接过父辈的担子，
我紧贴
咸土地慈母般的胸膛
（淮盐矿业公司）

小小说

包 粽 子
○文/徐春霞

娘家。拿几个给老父亲尝尝，老人家高兴得呵呵的。又
到店里，把辛苦一下午的杰作献给母亲“检阅”。母亲尝
了一个粽子，
看着瘦小不成型的粽子，
却没作任何评价。
隔天下午，正在上班，忽然接到母亲电话：有空吗，
下班来啊，我在包粽子，有肉的、有红豆的，你们拎些回
去。次日抽空去取。看着母亲煮好的饱满而四角分明
的大粽子，迫不急待尝一个：紧实，鲜咸，香甜，味道好极
了。母亲说：其实昨天让你来，除了拿粽子，还想教你怎
么包粽子……原来如此。母亲不仅想分享给我们家的
味道，
还想让我们把这些味道学会了，
传承下去。
前天，我把包粽子的图片发到群里，立即引来一群
朋友的点赞。连远在他乡的儿子都立即有了反应：想
吃，回不了家。好在，我会包了，而且下决心一定要向母
亲学习，包出四四方方、紧紧实实的大粽子。无论何时，
只要亲人们想吃了，
我就有用武之地。
而家的味道，
一直以来，
都是靠传承的。(淮安碱厂）

胡中权（苏盐井神）

还不到吃粽子时节，但粽叶尺把长了，想尝个鲜。
周末郊游，
从乡下河边捋了一把粽叶带回家。包粽子，
不
是我的长项。每年，
都是母亲包好了，
分一些我们尝尝，
或
者婆婆包一些，
分大家尝尝。但今年，
我想自己做。
在一切准备停当后，我在桌前坐定了，学着母亲的
样儿：取三张粽叶，
卷成一个漏斗，
填好糯米，
压实，
把粽叶
翻盖住，
顺着粽身把粽叶折好，
取线绳沿着边角系好。终
于，
做好了第一个。印象中母亲包的粽子是四个角，
紧紧实
实，方方正正，而我的只有三个角，还会漏米。看易行难
啊！开弓没有回头箭，
既然决定了，
就是跪着也得包完啊！
包粽子，真是个技术活儿，就连卷粽叶也不好干，要
么漏了，要么撕坏了，好不容易包一个出来，又瘦又小，
还不成型。于是降低了要求：只要把粽叶包住米就行。
慢慢地熟练了，
虽然型状不标准，
但速度明显快了。
临近晚上，所有的糯米和粽叶终于裹到一起了。煮
一锅出来，也清香溢人。吃完晚饭，连忙拎上 10 来个回

书法

董志军（离退休人员管理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