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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而时习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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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盐井神二分公司党委书记、经理严
红九：“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既是一种警
戒，又是一种向往，初心不变，初心不忘，
唯有坚持，方得始终。作为党员干部要深
刻认识到自身肩负工作的责任感和使命
感，自觉担负起为集团谋改革、谋发展的
政治责任和工作责任。尤其是在建设国
际一流的全国盐业领军企业的奋斗目标
进程中，发扬务实作风，敢于从大处着眼，
善于从细小处入手，传承“淮盐”文化，用
心打造优质产品，诚信企业，让“淮盐”成
为中国健康食品第一品牌、中国民族品
牌，永远誉满天下。

瑞泰盐业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总
经理肖建华：“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
教育，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作
出的重大部署。我们将紧密结合瑞泰盐
业公司实际，把开展主题教育同完成今年
各项经营目标任务结合起来。加强生产
各个环节的管理，提高产品产量质量，降
低单耗；加强各项安全措施的落实和安全
文化的创建，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加强
市场开拓，解决销量、订单不足的问题；加
强内部管理，规范业务流程，树立过紧日子
的思想，严控各项费用开支；加强党的建
设，大力开展形势任务宣传教育，发挥好党
支部战斗堡垒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

无锡盐业公司市场营销中心副总经
理金常胜：集团党委紧跟中央部署开展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推进思
想解放，推动工作落实，促进企业发展。作

为市场营销中心的一名青年干部，青年党
员，更要主动作为，以等不起的危机感、慢
不得的紧迫感和推不得的责任感，一天不
让、一着不松，想尽一切办法、采取一切措
施，不负使命，坚决打赢这场市场保卫战和
市场攻坚战，努力为集团建设国际一流全
国盐业领军企业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苏盐井神一公司党建工作部部长、机
关党支部书记辛云峰：围绕“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主题教育，我们要扎实开展好苏
盐井神一分公司党委“创领先业绩，塑领
军精神”党建品牌创建。对苏盐井神转型
发展事业充满信心，始终保持旺盛的工作
热情，努力找差距，一着不让抓落实。准
确把握职工思想脉搏，自觉锤炼，不断增
强做好党建工作的水平，更好地适应生产
经营管理和苏盐井神改革创新发展需要。

常州盐业公司党建工作部部长赵理：
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是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的重
大部署。作为一名普通的党员干部：一要
在思想上立起来，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
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营造主题教育
的浓厚氛围。二要在行动上强起来，要着
眼公司转型发展战略部署，紧扣工作岗位
实际，在市场营销、“淮盐”品牌宣传等工
作上奋勇争先，创新作为，充分发挥党员
先锋模范作用。三要在责任上担起来，提
升大局意识，敢于担当、勇于负责、主动作
为，始终把思想与行动统一到集团重大决
策部署上来，坚决打赢打好市场保卫战，

为全面建设国际一流全国盐业领军企业
做出新的贡献！

瑞洪盐业公司党建工作部副部长（主
持工作）、综合管理部副部长、团委副书记
马秀珍：在新中国成立70周年，在“两个一
百年”奋斗目标历史交汇期，开展“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正当其时。在这
决胜盐业市场竞争、决定集团兴衰存亡的
关键期，守住初心，践行使命对于我们每
一位苏盐人而言更是责无旁贷。作为一
名共产党员，一名基层管理人员，定当立
足岗位，真抓实干，不负初心，不负党恩，
不负企业，不负职工，用实际行动诠释使
命担当。

淮盐矿业公司采输卤车间刘原甫：把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的实质精
髓内化于心、外化于行，牢牢把握“守初
心、担使命，找差距、抓落实”的总要求，集
中投入百分百的精力，始终保持撸袖干的
劲头，在设备持续稳定上，在盐井稳产增
效上，在码头卸卤增量上，在卤水品质把
关上，下真功夫，花大力气，用智慧和力量
奋力谱写淮盐矿业公司转型升级的新篇
章，助力苏盐“旗舰”不断向高质量发展方
向远航。

盐城盐业公司党建工作部部长单晗
伟：青年党员干部参加“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主题教育要悟初心明使命、守初心立
使命、践初心担使命。一要加强党性锤
炼。立足岗位履职尽责，增强创先争优的

责任感和使命感。二要加强能力提升。
加强学习，不断提高观大势、谋大局、干实
事的能力水平。三要加强作风建设。严
守政治纪律，把准政治方向，毫不动摇坚
持党的领导；要政治上守规、作风上干净、
工作上作为。

瑞丰盐业公司制盐车间副主任陈敏：
在全党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
育，既是一次全面的精神洗礼，也是一场
深刻的自我思想革命。作为基层一线管
理人员，我们要充分认识到主题教育的重
要内容和时代意义，坚持自我学习和集体
学习相结合，坚持问题导向，以高度的历
史使命感和责任感积极参与到主题教育
中去，切实转变作风，在当前激烈竞争的
食盐市场形势下顽强拼搏、无私奉献、担
当作为，扎扎实实干好本职工作，以钉钉
子的精神把“找差距、抓落实”贯穿主题教
育的始终，以永不懈怠的精神状态和一往
无前的砥砺奋斗，去创造苏盐更加辉煌的
明天。

苏盐井神采供中心王玉建：当初入党
为什么？现在入党干什么？今后为党留
什么？三个为什么将时时刻刻警醒自己
作为先进组织的一员，要牢固树立正确的
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多做工作，积极
向上，用心学习，谦虚谨慎，拒腐防变，坚
定崇高的理想信念，永葆党员政治本色，
以实际行动践行入党誓言，全力以赴，奋
勇争先，为推动集团高质量发展走在全国
盐行业前列而拼搏奋斗！

98 年前，中国共产党犹如
黎明的曙光，在那风雨飘摇的
旧中国诞生了。自成立之日
起，她就始终站在时代的最前
沿，为国家独立和人民解放，为
新中国的崛起和富强，为中华
民族的伟大复兴，浴血奋斗，前
仆后继，与时俱进，取得了世人
瞩目的伟大成就。这一路走
来，她不断成长，不断壮大，现
在正迈着更矫健的步伐，带领
全国人民走向新的时代。

走得再远、走到再光辉的
未来，也不能忘记走过的过去，
不能忘记为什么出发。从“不
忘初心，方得始终”到“大道之
行，天下为公”，步入新时代的
中国共产党清楚地向历史、现
实和未来道出了中国共产党人
近百年奋斗不息的真谛。

伴随着中国共产党伟大事
业不断奋进的脚步，集团也在
不断的进步和成长，特别是
2015 年以来，集团新一届党委
班子紧紧围绕全面建设国际一
流全国盐业领军企业这一战略
目标，积极探索国有企业在深
化改革、践行高质量发展中加
强党的领导、全面从严治党的创新举措和特
色路径，初步打响了“全省有影响力、全国有
知名度”的苏盐党建工作品牌，有力推动企业
向高质量发展迈进。

作为当代青年，我们要在党的领导下，积
极贯彻党的政策方针，把文化知识学习和思想
品德修养紧密结合起来，把创新思维和社会实
践紧密结合起来，把全面发展和个性发展紧密
结合起来。只要我们志存高远，脚踏实地，发
扬“愚公移山”的精神，不因现实复杂而放弃梦
想，不因理想遥远而放弃追求，我们离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就不那么遥远。

牢记使命，为建设苏盐更加美好的未来，
不忘初心，毕生奋斗。在党的98华诞即将来
临之际，我坚信只有跟着党走，才能实现中华
民族的伟大复兴。作为新时代苏盐的党员，
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以崭新的姿态投入建
设国际一流全国盐业领军企业的征程中，有
一种肩负历史使命的厚重感，倍加珍惜干事
创业的工作舞台，倍加珍惜稍纵即逝的大好
机遇，在推进集团市场化改革进程中，保持开
天辟地、开拓创新的锐气，保持敢为人先、敢
想敢干的胆气，做到吃大苦、耐大劳、干大事、
创大业，用生命的华彩伴随集团光辉未来的
实现! （苏盐井神二分公司）

六月萺蒲发盛、荷花将开，清晨散步时，我站
在湖畔，只见湖水荡漾着粼粼波光，放眼望去，高
低错落的莲叶里正孕育着骨朵，不禁浮想联翩。

六月，是麦子收获的季节。看着一陇陇成熟
的麦子，那种从心底油然而生的自豪感催发了农
民脸上的笑容，丰收是他们心里最大的期盼。轰
轰烈烈的夏收开始了，麦浪次第倒伏趴卧在地，收
割机将麦秆脱粒，农民收获着金色的粮食，欢声笑
语伴随着打谷场上麦香阵阵，耕耘之后的收获愈
加令人陶醉。

六月，是学子奋斗的季节。青春朝气的张扬
与眉飞色舞的期待是他们独有的财富。每一年都
有无数学子在这个季节完成人生的蜕变，只要努
力过、付出过，都会心随所愿，梦想成真。

六月，也是硕果累累的季节。我们热电人积极
响应总公司精神，大干二季度，冲刺双过半，发电量、
产汽量、供汽量均有望提前完成二季度既定生产目
标，如今正值劳动竞赛，对标指标考核，每月的六型
班组、反事故演习均如火如荼开展中。保生产，促稳
定，为兄弟单位保驾护航，我们始终做好排头兵。

六月，亦是再传捷报的季节。为集团创新发
展有效赋能，也是我们每一个苏盐人在时代的浪
潮中不断怀梦、逐梦、筑梦的历程。“淮盐”一路走
来，所有淮盐人都在辛勤耕耘、汗水浇灌，始终致
力研发多品种盐，终于取得了卓越的成就。现在，

“淮盐”已不再只是单纯的调味品，将调味、营养、
健身等多种功能集于一体后，公司规模更加庞大，
体系更加完善，对百姓的生活也具有更强大的影
响力。这次世界最高级别、国际影响力最大，在全
球范围内“淮盐”能够斩获唯一金奖，正是“淮盐”
走在时代潮流中，既怀揣梦想，又初心不变，始终
潜心前行的结果。

六月，更是刚刚起步的六月。拼搏的日子，将
令人回味；收获的季节，更令人振奋！让我们一起
迎接充满活力的盛夏，在收获中继续奋斗，在奋斗
中再次收获吧！ （苏盐井神热电分公司）

“池塘边的榕树上知了在声声叫着
夏天，操场边的秋千上只有那蝴蝶停在
上面……”这首歌让我这个 80 后想起
了以往无忧无虑的时光，没有烦恼，更多
的只是快乐，还有，就是我的父亲。

泛黄的照片上，父亲留着中短长发
小分头，穿着喇叭库，花格子衬衫，面对
镜头，一副玩世不恭的样子。他告诉我：

“那时我也很时髦的，但是那时还不认识
你妈。”我笑笑回应道：“如果你当时认识
我妈，不仅外公外婆不理你，估计往后都
没我了。”简简单单的聊天，互相调侃，感
觉更像是朋友。

某一年某一天，因为生活上的一些
琐事，我跟我父亲吵架，整整一个月我都
没有跟他说话。期间，他想方设法缓和
气氛，就是憋着不说出口，如果我不在家

住，他都会打听我在哪里才会放心。不
是亲戚告诉我，我都不知道，原来大大咧
咧的父亲也有温柔的一面。

我的父亲早年不愿意学习，早早就
辍学了。好几次他和我提起上学的事，
都连连叹气，后悔不已，怪自己当时不懂
事，不然，现在的工作也不一定是个焊
工。后来，工厂倒闭，父亲就下岗了，为
了生活，也只有焊接这门手艺，就给过往
的大货车焊焊补补，时间长了，因为手艺
好，有不少回头客。生活虽然得到保障，
身体却渐渐不好。焊接的光又刺激眼
睛，眼白四周经常有红血丝。常年还要
和铁板打交道，手上的伤疤和污垢都已
覆盖一层又一层……

我的父亲还是一个老顽童，以前没
条件，没那么多新鲜玩意，现在可好，电

子产品更新换代比我还勤，里面有新鲜
软件不会用的，还时常让我教，有时，新
软件连我自己都没见过。年轻人喜欢的
歌，他也听，抖音上的新奇玩具，他也玩，
而且非要我教他怎么用支付宝、微信购
买支付，有时还自己跑去运动品牌店淘
几件T恤穿穿，感觉就怕别人说他不再
年轻。对了，他还养过八哥，但是飞走
了，最近又养了只鹦鹉。

又快要到父亲节了，别人都在张罗
买这个买那个表达对父亲的爱。其实最
简简单单的表达，比什么都强。我想节
日那天带他吃顿饭，聊聊近期生意怎么
样，告诉他，他的小孙子今天又怎么调皮
了。告诉他……

岁月静好，有你真好。我的父亲。
（瑞洪盐业公司）

母爱如春天的阳光，温暖且容易感知，母爱是
易懂的，而父爱是难猜的、含蓄的。从小到大，我
们所感知的往往是母亲的关爱，我们所歌颂的都
是母爱，可总是常常忽略父亲的含蓄；我们总是和
母亲打开心扉，却很少和沉默寡言的父亲畅所欲
言。的确，父亲的爱总是那么深沉，那么含蓄，但
是他总会在我们需要的时候出现在我们身边，默
默地帮助我们。

在我们出生之前，当母亲挺着大肚子的时候，
是父亲体贴入微的照顾她；在我们未曾涉世，调皮
捣蛋闯祸的时候，批评严厉的教育往往都是来自
父亲；在我们毕业之后找工作四处碰壁的时候，一
向严厉的父亲也会说一句：“太累就回来吧！”就是
这样的父亲，用他独特的方式关爱着我们。

岁月对待每个人都是平等的，在我们不经意
之间长大的同时也发现父亲的鬓角有了白发。现
在我感觉很幸运，“子欲养而亲还在”，父亲从小浇
灌的“小树苗”现在已经成长为一棵大树了，从现
在开始我要为您遮风挡雨。

父爱像千丈山崖的常青藤，永不枯萎；世上有
一种爱如大海中的罗盘，指明方向；世上有一种爱
如父亲的教导，长留心间。

父亲的关爱就像一把雨伞，为你遮蔽风雨；父
亲的叮咛就像一丝细雨，润物细无声；父亲的后背就
像一座高山，庄严伟岸。没有轰轰烈烈的给予，有的
是实实在在的关心，其实长大之后我们都知道，这是
爱的一种方式，和母爱一样伟大，一样受我们尊敬。

亲爱的父亲，祝您节日快乐，健康如意!
（淮安碱厂）

“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这是中宣部“学习
强国”学习平台APP的封面寄语。只有终生学习，
才能开拓眼界，丰富阅历，增加学识。

我响应集团党委要求，下载了“学习强国”
APP 进行学习。但随着对各个频道的深入阅读
之后，我切实感受到了“学习强国”这个平台涵
盖的知识面特别广，涉及的知识领域特别多，让
我在一个学习软件中能同时获取大量知识。现
在，我习惯每天早上上地铁之后就打开软件学
习，在“推荐”和“要闻”板块，可以了解到最新国
家动态，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每日金句”，了解
总书记做出的最新指示；“新思路”板块中，我可
以了解目前的重要活动、重要会议、重要讲话和
重要文章，集中学习近期的国家大事，保证自己
及时更新信息库；“视频学习”栏目既有最新新闻
播报，也有文化、艺术、科学等栏目，甚至还有电
影、电视剧，让我用最直观的方式了解海内外时
事，丰富知识，提高修养，还能足不出户就领略祖
国的大好河山。除了看一看，我还每天在“学习强
国”上练一练。“每日答题”和“每周答题”板块里，
从最新科技到国际形势，从诗词歌赋到人生哲学，
全部涵盖；“专项答题”环节集中某一个知识领域，

“术业有专攻，道义有精论”，加强了我在特定领域
的认识学习；新增的“挑战答题”环节让我复习、回
顾自己所学的知识，同时加深印象，做到将知识牢
刻在心。

过去，我们传统的学习手段是学校、教室、老
师、电视、报纸、广播；而今天，在移动互联网时代，
智能手机成为每一个人的标配，我们的学习离不开
网络，通过“学习强国”学习平台，我们能脱离传统
的时空限制，做到随时随地都能学习，将碎片化时
间利用起来，学习也变得更生动、更多样、更趣味。

学无止境，工作紧张并不是放松学习的理
由。“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作为一名党员，通过

“学习强国”这个学习平台，我要做到学而懂、学而
思、学而用，知行合一，筑牢信念之基，补足“精神
之钙”，为集团的改革发展做出一名青年党员应有
的贡献。 （无锡盐业公司）

青春到底是什么样？是年龄上的
十几二十岁、是满腔流动的热血、是聪
颖活泼的思想、是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勇
气，还是奉献、牺牲、开拓和努力。每当
我看见报道一线的苏盐人努力奋斗的
新闻，他们无论年老、年少，每天忙碌在
自己的岗位上，我恍然大悟，原来青春
可以跨越年龄的沟壑，他不仅属于十
几、二十岁的年轻人，无论你是四十岁、
五十岁，还是……只要你拥有永不言败
的责任，光荣无比的使命，义无反顾的
勤奋和努力，你永远会绽放出青春的样
子！

当前，集团正处于盐改后的关键时
期，行业竞争日趋激烈，市场压力巨大，
这就如同蝴蝶的蜕变，痛苦但充满了美
丽的期望。而这个时期，对于苏盐人来
说，却是人生道路上最大的机遇，面对
新使命的千斤重担，我们要用新时代的
目光审视自己，在新征程的熔炉中锻造
自己，以时不我待、拼搏图强的姿态面
对危机与挑战、使命与责任，为苏盐的
明天绽放青春的绚丽！

企业之转型，青春之转变，这就是
我们青春的样子。

（离退休人员管理中心）

小小说

青春的样子
○文/应慧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