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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比人比什么人比人比什么人比人比什么？？？
○文/李金荣

孔子说:“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人与人
比来比去，好不好？我相信，当听了很多的道理以后，
我们不敢说好，也不敢说不好，为什么呢？比来比去有
什么不对，你比来比去才知道，自己有什么缺点，然后
可以改善。但是人比人为什么气死人呢？它的原因很
简单：就是我们该比的不比，不该比的偏偏要去比，就
错在这里而已，我们现在比什么？比衣服什么名牌、比
车子、比房子、比官位、比财富，那当然越比越气了。

其实，人只有一样东西可以比，其他都没有必要
比，什么应该比？就是品德修养，以后看人，要看他品
德修养好不好？把他当一面镜子，如果他不如我的，我
不能笑他，我要加强自己，做榜样给他看。如果说，他
的道德比我好，那我更要自己反省自己，到底我哪些地
方做得还不够，我要加紧，以他为模范，向他看齐，这样
就没事嘛！该比的才要比，不该比的，千万不要比！比
的真正的意思是什么，就是比来比去，看哪一个值得我
学习的，努力改变自己！ （淮安碱厂）

瑞洪盐业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总经理丁光旭：
对于我们瑞洪盐业公司而言，我们的初心和使命，就是
打造全国元明粉行业领先企业，提高全体职工幸福指
数！一路走来，不管遇到什么困难，我们瑞洪人不服输
的精神永远都在，这种精神就是对初心的坚守和对使
命的践行。如今当我们面临新的发展形势，我们已经
做好了应对的准备，全体瑞洪人初心不改，勇往直前，
共创辉煌。

苏盐井神机电分公司党委书记邱胜利：贯彻落实
主题教育，就是要把“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对标机电公
司转型发展新需要、对标企业高质量发展、对标职工群
众满意度，着力在职能转变上解放思想，着力在发展观
念上解放思想，着力在实绩导向上解放思想，力促机电
公司各项工作高质效落实，为建设国际一流全国盐业
领军企业作出新贡献。

江阴市盐业公司经理王雨欧：通过“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主题教育，对自己肩负的责任有了更进一步的
认识。上半年江阴盐业公司完成情况还比较理想，要
保持好的势头，必须狠抓核心渠道。一是加强与主流
BC类零售商店的战略合作，这类超市是当地的主流，增
加他们对“淮盐”的忠诚度是渠道建设的重中之重，要竭
尽所能和其达成长期战略合作关系，建立起当地市场的
品牌壁垒。二是加强与学校厂矿企业食堂的合作，这类
客户要的是方便，我们要结合当地的调味品经销商尽可
能多的满足他们一次性配送的需要。三是零售小店和
电商的争取。这类客户虽然说不够稳定，但积累了一定
的数量对每月完成计划指标还是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四是保持批发市场的稳定。抓住市场里的龙头批发企
业，勤拜访、多沟通，使其成为我们的忠实客户。

苏盐井神二分公司团委副书记、女工副主任（主持
工作）杨晶晶：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要始终牢记不忘初
心，践行使命，勇于担当作为。在盐业市场竞争异常激
烈的情况下，作为苏盐的青年员工，我们必须扑下身子
做实事、撸起袖子加油干，紧扣工作重点，真正做到让
每一项工作在自己手中尽早完成，以良好的精神状态
朝着国际一流全国盐业领军企业的目标奋勇前进。

东海县盐业公司党支部书记王磊：作为一名党员，
要更加紧扣企业发展中心任务，不忘初心、卧薪尝胆、
埋头苦干，为圆满完成全年各项任务、打赢扭亏脱困攻
坚战作出贡献。牢记使命，要耳濡目染。基层党支部
要担负好直接教育党员、管理党员、监督党员的职责，
及时发现并解决问题，让党员理想信念更坚定，行为举
止更规范，切实把思想统一到集团党委的决策部署上
来，确保主题教育取得扎实成效。

苏盐井神采供中心综合管理部主管陆晶晶：作为
一名普通党员，“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就是要时刻不忘
自己党员的身份，时刻不忘入党时许下的庄严誓言，努
力做到心中有党、心中有责、心中有戒。作为新时代苏
盐集团的一名普通党员，“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就是要
在盐业体制改革新形势和集团加快改革转型升级新任
务下，立足岗位做表率，在工作中充分发挥党员的模范
带头作用，杜绝“等靠要”、杜绝“慵懒散”，勇于攻坚克
难，勇于争先作为，为推动集团高质量发展，开创江苏
盐业更加美好的未来作出新贡献！

盐城大丰海晶公司党支部书记杨华根：参加集团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8周年大会，我的心情久久不能
平静，集团表彰的优秀共产党员，他们用自己的言行在
各自的工作岗位上为集团全面建成国际一流全国盐业
领军企业发挥着光和热，他们的言行深深激励着我，要
始终做到“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作为一名党员，心里
要时刻装着人民，要做到身上流汗、脚下有泥，在带领
全体职工投身盐改大潮、实现转型发展中干在前头、勇
往向前。

瑞泰盐业公司综合管理部主办王统金：“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对于一名基层党员来说，就是要时刻以
共产党人的道德和品行标准规范自己，不断提高理论
知识和业务能力，及时找出自己存在的不足和工作中存
在的问题，提升自己的工作能力和工作热情，用高度的
责任感、踏实的工作作风、认真细致的工作态度和进取
精神，履行好自己所承担的工作职责，踏踏实实完成公
司交办的各项工作任务，为企业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瑞达包装公司工会副主席、综合管理部副部长
邱国飞：正值集团全面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
题教育，迎来建党98周年。98年来，我们党从奋斗起
步，更靠奋斗发展，成就了一项又一项伟业。作为基层
党员干部，我们一是要全心全意地做好服务，在平时工
作中起模范带头作用。二是要对事业无限忠诚，乐于
吃苦在前，冲锋在前，乐于承担艰巨任务，乐于发挥骨
干作用。三是要坚定理想信念，用更多的热情、更好的
务实精神，为集团建设国际一流全国盐业领军企业的
目标做出新贡献。

守初心 担使命 找差距 抓落实
“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

亲；母亲只生了我的身，党的光辉照我心
……”,半个多世纪来，《唱支山歌给党
听》这首歌唱遍了祖国大江南北，激荡过
几代人的心扉。儿时，对中国共产党的
认识，就是从这首歌开始的，那时候，每
天早上背着书包在上学路上，听着盐场
的高音喇叭重复播放的才旦卓玛声情并
茂的歌唱；长大以后，从邻居一位令人尊
敬的老党员、老阿姨身上，对党有了更深
刻的认识。老阿姨是一位兼职的赤脚医
生，每天定期为班组每一个家庭发放防
疫防暑降温药品，为职工家庭处理家长
里短琐事，平凡事迹中彰显了一位老共
产党员的高贵品质。从那时起，我就立
下心愿，长大后也要做老阿姨一样的
人。可以说，《唱支山歌给党听》这首歌
伴我求学、工作，伴我成长，到现在步入
中年。

在我心中，党是一盏明灯。她照亮
黎明前的黑暗，革命道路曲折碗蜒，艰苦
卓绝，但从未动摇过中国人民的坚定信
念，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
集体，浴血奋战，建立了新中国，带领全
国各族人民艰苦奋斗，自力更生，战胜了
帝国主义的封锁和武装挑衅，开展了大规模的经济建
设，建设起社会主义制度，中国人民真正挺直腰杆，自
已当家作主。

在我心中，党是一个巨人。她凝聚了中华民族的无
穷智慧，凝聚了全党的集体力量，党的十三届三中全会
一声春雷，中华大地百废待兴，万物复苏，以邓小平为核
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拔乱反正，成
功地走出了一条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

在我心中，党是一座高山。他给予中华儿女无穷
的力量。以习近平为核心的新一代领导集体，以敢为
人先的胆识，让睡狮苏醒，巨龙腾飞，中国的经济总量
跃居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世界第一大外贸国。高铁、
支付宝、共享单车、网购被冠之以新“四大发明”，一份
份沉甸甸的民生答卷呈现在我们面前。今天我们的生
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反腐倡廉、打虎拍蝇、青山
绿水、扶贫脱贫、打黑除恶，我们的党已为民族复兴的
中国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当前我们已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苏盐
集团打造国际一流全国盐行业领军企业的宏伟蓝图正
在稳步推进。作为集团一名员工、一名共产党员，要把
自己的梦融入打造国际一流全国盐业领军企业的奋斗
进程，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砥砺前行，为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贡献一名普通党员的光和热。

（镇江盐业公司）

七 月
○文/沈阳

七月，注定是个难忘的时节。两年前的七月，我不
远千里从蜀地来到了淮安，与井神结下了不解之缘；去
年七月，我递交了入党申请书，从此坚定了跟随党的脚
步……时间回到九十八年前的七月，嘉兴南湖上一叶
承载了特殊使命小船上，12双手翻开了中国历史崭新
的一页——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它宛如黑暗中的一盏
明灯，点亮了中国人民前行的道路。

党在我心中，是一座不朽的丰碑，是一面高高飘扬
的旗帜，在这座不朽的丰碑中，这面高高飘扬的旗帜
上，千千万万的共产党人用红色的信念铸造灵魂，用赤
热的鲜血捍卫民族的尊严，用辛勤的汗水浇开改革开
放的春华秋实……鲜红的党旗上，凝聚了多少人的鲜
血与汗水，多少共产党人铿锵的誓言。回眸党的历程，
它是艰辛的，是坎坷不平的。那些腥风血雨的年代，那
些峥嵘的记忆，怎么会忘怀，恍若已经深深的铭刻在脑
海中，永不褪去。

今天，坐在整洁的办公室里，四周偶尔听见一阵拖
车轰鸣声和几声蝉叫。窗外是一片盛夏的景象，在这
样的环境里，我快乐地工作、成长。而这一切，如果没
有党，没有无数共产党员的拼搏奋斗甚至付出生命，那
么也就不会出现，甚至中国这颗明珠，还被重重烟雾所
覆盖。所以，请记住党的历程，将党铭记在我们每一个
人心中。

在党的九十八岁生日之际，我要把一个当代青年
的心声告诉我们伟大的党！我是党的坚定拥护者，现
在，我已成为一名积极分子了。积极分子，是党的有力
后盾，是企业未来的栋梁。我立志要成为优秀的共产
党员，投身改革浪潮，为建设国际一流的全国盐业领军
企业奋斗！

（苏盐井神机电分公司）

“周恩来，这是一个光荣的名字、不朽的名字。每
当我们提起这个名字就感到很温暖、很自豪。”习近平
总书记的这段话语情真意切，崇敬之情溢于言表。

周恩来同志，在工作中的身份虽然是总理，在生活
中、在内心深处，却是一名平民百姓。50余年革命生
涯，26年总理任期，周总理坚守信仰、勤政为民、鞠躬
尽瘁、清正廉洁，始终是共产党人心仪的楷模，学习的
典范。《周恩来回延安》讲述了他怀揣对革命老区人民
的深切感情，在延安逗留期间发生的故事。影片侧重

对细节的精准把握，从情感角度塑造人物形象。
影片一开场，总理手握文件从睡眠中醒来，旋即投

入紧张的工作中，连如厕的时间也在听着门外的工作
汇报。他工作起来通宵达旦，热过一遍又一遍的玉米
糊却始终抽不出空喝上一口……

片中，见到阔别二十余年的老乡，张口就能叫出每
一个人的名字；和老乡们一起蹲在地上吃饭，看他们吃
得狼吞虎咽，立刻察觉出粮食存在短缺问题；一直惦念
着寻找烈士的埋骨地，戴上老花镜，亲手为烈士的母亲

穿针引线，无一不说明周总理不但具有一双慧眼，更具
有一颗慧心，他是无时无刻不在惦记着老区人民，显示
着不朽的人格魅力。

片中，周总理的衬衫领子已经磨得快烂了，洗衣服
的时候要特别小心留意；脚上的一双袜子，前后都打着
补丁；请老乡们和当地陪同的工作人员吃饭，特别强调
自掏腰包；连收到的土特产——5斤小米、5斤红枣、2
颗南瓜，都要按照市价付款，钱从自己工资中扣除。

影片最后，我们在镜头中看到今天的延安发生了
翻天覆地的变化，正是对周总理等老一辈革命家期望
的最好回应。这部电影回顾了革命战争时期“延安精
神”的形成，着眼于新时代“延安精神”的延续，体现了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信念的坚定传承。
当前，集团处于滚石上山、爬坡过坎的关键时期，

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更应提高政治站位，强化使命担
当，全部心思放在落实工作上，为建设好总理家乡，为
建设国际一流的全国盐业领军企业而努力奋斗，不负
共产党员的使命和誓言。 （苏盐井神热电分公司）

夏·忆儿时
○文/刘 帅

不停旋转的空调外机，蔓延开的绿意，一浪漫过一浪的
栀子花香，路边挑着担子卖莲蓬的小贩，都让我感受到了这
个突如其来的夏天。三个季节积累的热气，都在这一个季
节喷发，灼热的空气让人觉得日子漫长到永远都是夏天。
高温也使得人裸露的更多，心事都在太阳下蒸发，因此这也
是个惆怅和忧伤都无处可藏的季节。不知是否因为这样，
晚上的大排档才如此火爆，人们在街边大快朵颐，一杯啤酒
就打开话匣子，旁若无人地高声畅谈，没有人关心投影仪上的
电影演的什么情节，只有偶尔一两首熟悉的歌能勾起回忆。

儿时夏天的开始就意味着暑假的到来，日子一寸一寸
都是快乐的。每天早上总有一群不必为生活忙碌，但是起
得和鸡一样早的孩子们，草草的吃完一口早饭就在附近的
路口集合，骑着自行车一路吵吵嚷嚷地向海边奔去。

与赶海的大人不同，我们从未在海边捡过“有用”的东
西。赤着脚在沙滩上嬉戏打闹，追赶着退潮后满地横行的
螃蟹，偶尔在潮水边捉到一只海菊花就像捕获了一整个夏
天一样开心。回到家后把从海边捡来的贝壳一个个仔细清
洗干净，打孔后用鱼线穿起来做成风铃，风起时，窗边回荡
的都是海里的故事。

孩子们的午后总是难熬的，被父母强制在家“午睡”，
看着天花板上的吊扇一圈又一圈地走着，心里期盼着时
钟能像扇叶走的那样快。小心翼翼地等待着爸妈睡醒，
听到一点动静就立马奔向冰箱，拿出半个西瓜，熟练的挖
下最中间的那块，那满满一大口的清凉和甘甜承载了对夏
天一半的美好回忆。小小的人儿可以吃下比自己肚子还大
的半个西瓜……

晚饭后的路灯下不仅是昆虫和孩子的集会，也是大人
们乘凉的好地方。我们聚在光下跳皮筋，踢石子，大人们就
人手一把蒲扇在影子里聊家常。让我至今印象深刻的事情
就是老人们总会说：“风婆婆，风婆婆，送风来。”不一会儿就
真的会有凉风徐来，那种惊奇以至于让我觉得往后的这么
些年都没有吹过那般沁人肺腑的夏风，现在想来也许是老
人们在发现了某些征兆后才说了那句话。

现在虽然鲜少回家乡，但是总是能想起家乡点点闪烁
的星空，月光下温柔的海浪，空气里弥漫的咸咸的味道，一
切都停留在了时光的背后。 （苏盐井神二分公司）

我的父亲像一杯酒。
年轻的时候他是杯烈酒。18岁，穿上黄军装，登上

接兵的车去了启东。因为性格烈，不服输，工作干的不
错，被组织确定为提干对象。可是就在节骨眼上，跟班
里的兵干了一架，光荣复员回家了。

从部队回来后，父亲分配到了滨海县盐务管理局，
就在这个单位干了一辈子。

随着年龄增长，父亲这杯酒愈发醇香。在我的记忆
中，父亲从没有揍过我，即便我犯了错误，总是耐心地和
我讲道理。

这些年，我见过别人对父亲发脾气，也见过父亲对
别人发脾气。

对父亲发脾气的不是领导，是要工资的工人。大约
在我四年级的时候，父亲到了盐厂当厂长，年关将近，工
人拿不到工资，怎能不急？记得大年三十下午的时候，
我们家门口还蹲着几个要工资的工人。这些工人对我
父亲发脾气，父亲总是笑脸面对，他说这些工人不容易。

让父亲发脾气的人是贩卖走私盐的盐贩子。父亲
岗位调整为缉私队队长后。对待违法人员，我父亲从不
心慈手软，为此他也受过伤，曾经被一个盐贩子一拳把
鼻骨打骨折。

这些是我至今依然清晰记得的事情，也让我开始有
兴趣品味父亲这杯酒。

后来，父亲干了办公室主任、工会主席，接着又当了
单位的书记。特别是干书记那会，他经常到家吃过晚饭
就去办公室加班，而且自从干了书记之后，心情也越来
越沉重。之前我觉得当领导应该是件风光而又轻松的
事，怎么到了父亲这，就变成这么累呢？现在我是明白
了，只要你有责任心，岗位越高心越累。

父亲后来又调到了响水县公司上班。由于家里80
多岁的奶奶无人照顾。无奈之下，50多岁的父亲在响
水租了间房子，带着80多岁的奶奶去上班，这样的生活
持续了两年多。

他常告诫我，违反纪律的事千万不要干，尤其不能
贪财。陪他的时候，最喜欢和他一起去澡堂子泡澡，给
他搓搓背，仿佛自己依然是那个无忧无虑的孩子，而父
亲也尚未老去。

可是不断增多的白发、不断增长的皱纹也在提醒着
我，父亲老了。岁数越大，父亲的脾气也越温和，已经没
有了当年的锐气，但工作劲头十足，对家庭和家人的关
爱丝毫不减。

父亲忙碌了一辈子，也该休息休息了，6月25日父
亲正式内退，从单位回归到家庭，我愿更深地品味我父
亲这杯酒，追寻记忆中的味道，继续滋润在我的心头。

（盐城盐业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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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守初心 不渝誓言
——观《周恩来回延安》有感

○文/魏 巍

父亲“这杯酒”
○文/段玉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