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酱油是酱油，醋是醋，作为调味品，做
饭炒菜离不开它，然而在艰苦的部队生活
中，俺们的酱油、醋搁在一个壶里用。

20多年前，我作为人民解放军中的一
员被分配到新疆军区驻天山某通信执勤
哨所，所内连我在内也就3人。在这儿遇
到最大问题就是做饭，之前在连队也好，
团部也罢，有专门的炊事班，一日三餐可
以说不用愁。在这儿可不行，自己要学会
做饭生存，否则在茫茫的大山里，不会做
饭，就得挨饿。

我来之前，这个哨所已建立40多年
了，新兵、老兵换了十几茬，这年我们接过
他们手里的枪，继续守卫在祖国千里边防
线上。也不知是从哪年哪月开始，反正老
兵一代一代延续下来的传统，炒菜不分酱
油、醋，都混在一个壶里用。那塑料壶有
些年头了，里外都成了酱紫色，黑乎乎的，
还舍不得扔掉。其实那年月，我们也没生
活经历，谈不上会做饭，炒菜也好，炖土
豆、炖萝卜、炖肉都是水煮，然后撒盐，接
着就把混合着酱油、醋的壶一拎，往锅里
倒，搅合搅合就完事了，既有醋的酸味，又
有酱油的咸味，倒省事了。

粮食以面粉为主，大米很少，每个月
都是连队的卡车给我们送来，顺便就是
捎来能放的住的蔬菜，比如土豆、萝卜、
白菜、芹菜、大葱等，怎么吃，自己看着
办。离我们约50公里外，有一个以哈萨
克牧民为主的小镇，每半个月左右我们
骑马去采购一些副食品。镇上只有一家
不大的小店，扎头巾的哈萨克
大嫂看见我们总是热情地用生
硬的汉语说：“解放军来了嘛，
今天要买啥”？我从马背的布
袋里取出那个沾满油渍的塑料
壶递给大嫂说：“买一斤酱油，
一斤醋”。大嫂问我：“都是装
一个壶里的吗”？我说：“是的，
先打酱油后打醋”。大嫂明白
了，接过壶，拿出漏斗往壶嘴上
一套，然后用个老旧的大磁缸
往柜子下面的酱油缸里搅合两
下，舀起来，满满地就是一斤，
不用秤，往漏斗里慢慢倒进壶
里，酱油就算完成了，然后就是
醋缸，还是同样的办法，俺们带
来的壶是 2 斤壶，装了满满一

壶，够吃一个月了，最后付款三块六，大
嫂乐呵呵地接过钱，十分虔诚又充满敬
意地向我们摆手说：“谢谢！谢谢！欢迎
解放军再来”！

从部队回来后，成了家，有时夫人不
在家，我也常会下厨做饭，回想起那段军
旅岁月，总觉得好笑，当年酱油和醋怎么
能搅合在一块往锅里倒呢？炒出来的菜
怎么吃呢？可在那年月我们吃得都很
香！现在我家酱油和醋两个瓶分开摆，再
也不会搅合在一个壶里往锅里倒了，否则
孩他妈非砸锅不可！（苏盐井神采供中心）

老家的房子已经被拆了，而我的童
年记忆却依旧留在那里。偶尔路过老家
的时候，会去自己曾经的家看看，都是一
片废墟，看着看着就有很多的伤感，却又
有很多的童年的快乐回忆。

在家门口有个很大的池塘，每到夏
季池塘里就会长满很多的夏季特有的
植物，水蒲、水芹、荷花、菱角等等。这
里面最受我们孩子们欢迎的就要数菱
角啦！

说起菱角，它作为水八仙之一，是人
们非常喜欢的食物。它壳软薄而水分
多，肉质细嫩，味道甘美，宜于生吃。因
为其独有的口感，成为我整个童年关于
夏天的回忆。那么怎么摘菱角呢？我们

不敢下池塘去，爷爷每年这个时候就会
自制摘菱角“神器”。找根尼龙绳子，随
手捡块长点的石头，用绳子把石头绑起
来，绑的结结实实的，然后，拿起石头使
劲抛向那成片的菱角中央，惊得池子里
的鸭子在水面上急忙的扑打着翅膀，远
远的逃开。这个时候，在岸边的爷爷就
抓住绳子的一头拉动绳子，这样菱角藤
随着水的浮力就慢慢的一起拢到岸边，
再用铁叉一起叉上来，等待在岸边的我
们早已经迫不及待的在那菱角藤上寻找
美味的嫩菱角了。七月的菱角绿绿的，
很嫩很嫩，咬上一口，甜甜的带着点苦涩
的味道充满齿间，让人欲罢不能。爷爷
会把摘完的菱角藤扔回水中，他说，它们

还会在水中继续存活，还会结出更多的
菱角来的。到中秋前后的季节里，菱角
就会长的很硬的壳。像老水牛的角，坚
硬弯曲，要借用工具才能剥开品尝到，第
一次尝试菱角的人，总是不免被戏弄，因
为这有着坚硬铠甲的菱角，看起来并不
是那么友善，一不小心，就会被菱角最尖
的部位戳到，然后发出“哎呀”的一声惊
叫。从小吃到大的我，向来手嘴并用，能
品尝到香嫩清甜的菱角，几乎是我进入
盛夏的一场仪式。

自从长大之后，已经许久没有吃过
家乡的菱角，偶尔能在菜场和街头遇到
上了岁数的小贩，提着竹篮子，里面满满
的装着，我会买上一些，就像再次吃到我
爷爷给我摘的菱角一样。

也许美味都是伴随着深刻的回忆，
寄托着对亲人深深的想念。夏日的菱角
是一抹夏日里的香甜，也是夏日里的一
种思念。 （淮安碱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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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盐井神热电分公司党总支书记
曹正军：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
育中，作为热电党总支书记，就是要凝聚
班子力量，发挥表率作用，团结带领全体
职工，上下一心、拼搏进取，充分发挥党组
织的战斗堡垒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立
足实际找差距，主动作为抓落实，竭尽全
力为片区生产运行保驾护航，为集团可持
续发展担当作为，为建设国际一流的全国
盐业领军企业作出新贡献。

盐海化工公司行管党支部书记马克：
围绕“初心是什么、使命干什么、奋斗比
什么”开展集中讨论，就是要求党员干
部，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提升政治站
位，不断增强应对与处理各种复杂情况
的政治智慧和能力水平。自觉地把勇
于担当、敢于担当、善于担当作为追求
的目标，真正做到想干事、敢干事，还
要干成事、不出事，在积极推动企业高
质量发展中发挥好党员干部的示范引领
作用。

扬州盐业公司党建工作部副部长（主
持工作）李小祥：作为扬州盐业人，要把具
有2500年悠久历史的“淮盐”更好更优地
供应与服务于同样有着2000多年灿烂文
化的古城人民。在当前激烈的市场竞争
中，我们要通过深化改革提质增效，在市
场保卫战、改革攻坚战、盐政协同战中冲
锋在前、奋发担当、干事创业，以实际行动
与优良业绩彰显共产党员的价值所在。

瑞丰盐业公司包装车间党支部副书
记卜韩堂：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
题教育，是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的重要举
措，是进一步保持党的先进性、纯洁性、战
斗力的需要，使每一名党员都成为一面鲜
红的旗帜，在新时代的新征程中攻坚克
难、奋发有为。作为一名基层党员干部，
我们必须坚定理想信念、坚守政治原则，
听党话、跟党走，真学真做真改真干，在思
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始终同党中央保持高
度一致，立足本职岗位，恪尽职守、顽强拼
搏，为新苏盐的腾飞不懈努力！

睢宁盐业公司综合管理部部长宋振波：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开展以
来，睢宁盐业公司严格按照规定动作，并
与实际工作有机结合起来，确保主题教育
开展的扎实有效。一是加强自身的思想
道德建设。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就必须
在思想道德文化建设方面用道德观要求
自己，使自己在现实生活、工作中成为高
尚道德的示范主体；二是提高自身求真务
实的素质。自觉地站在发展的最前列，扎
实工作，默默无闻，任劳任怨，努力完成
本职工作，使自身成为基层的先进分
子；三是增强自身为群众服务的观念。
作为基层党员，要保持党员的先进性，就
必须在如何全心全意为群众谋利益上下
功夫。

苏盐井神机电分公司第二党支部书
记彭万明：主题教育开展要入脑入心，落地

生根，让全体党员清楚我们在建设国际一流
全国盐业领军企业中肩负的“使命”，牢记我
们的“初心”。开展主题教育要立足于实际、
立足于落实、立足于长远，形成务实效应。
并全面提高主题教育的针对性、精准性，真
正把主题教育融合到推动改革发展中。

盐城响水盐业公司党总支书记史善祥：
通过“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使
我进一步明确了自己肩负的使命和责
任。就响水公司而言，当前必须着重做好
以下几项工作：一是要教育引导党员干部
自觉践行党的根本宗旨，积极营造风清气
正，干事创业的良好氛围；二是要教育引
导党员干部发挥模范带头作用，以身作
则、率先垂范，深入工作一线，带领全体职
工迅速扭转响水盐业的被动局面；三是狠
抓工作落实。以渠道建设、终端客户开发
维护为抓手，促进响水盐业经营管理进入
良性循环轨道。

瑞达包装公司计划财务部江顺华：把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同巩固深
化“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成
果结合起来，同应对化解风险挑战、落实
企业生产经营重点工作结合起来，进一步
增强广大党员干部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
感认同，绘就最大的“同心圆”。树牢清廉
为民意识，常思贪欲之害、常怀律己之心、
常修为政之德，永葆初心本色，锤炼忠诚干
净担当的政治品格，大力弘扬无私奉献精

神，勇于担当、敢于担当，以实际行动为建设
国际一流全国盐业领军企业做出贡献。

镇江盐业公司综合管理部部长胡建斌：
主题教育开展以来，思想认识有了新的提
升。作为集团的一名党员，要把“打造国际
一流全国盐业领军企业”这一宏伟目标作
为每一个党员的初心和使命，按照“守初
心、担使命，找差距、抓落实”主题教育总要
求，把不忘初心落实到继续前进的行动中，
深入查找差距和不足，不断修正思想航
线。要聚焦企业需求、群众期待，以打造国
际一流全国盐业领军企业为己任，在工作
实践中不断锤炼摔打，提升干事创业的能
力和素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攻坚克难，
继续前行。

苏盐置业办公室副主任刘春梅：“不
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在集团如火
如荼地开展。通过系列、系统学习教育，受
益颇多，作为办公室人员，要做好日常工作
中的后勤保障、资料保管归档、收发文件、
会议纪要等日常琐碎点滴之事，及时做好
文件精神的上传下达，确保第一时间学习
好上级的指示精神；做好在一线挥汗如
雨、努力工作的同事们的后期保障工作。
虽然岗位平凡，但我时刻记住自己是一名
共产党员，保持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
做一颗永不生锈的镙丝钉，争取在平凡的
岗位上做出不平凡的工作，为集团建设
国际一流全国盐行业领军企业贡献自己
的微薄之力。

“八一”将至，作为一名退伍
老兵，我又翻起了那本略显陈旧
的军旅相册，随着一张张照片印
入眼帘，一幕幕生动的场景又像
放电影一样在脑海中浮现。

今年8月1日还有一件特殊
的事情，从这天起全军施行新的
司号制度，进一步强化号令意
识、传承红色基因、提振军心士
气。回想当年步入新兵营，我们
听的最多的是起床号、出操号、
熄灯号等，每天清晨五点半，嘹
亮的号声准时响起，刺破黑漆漆
的天空，从出早操起拉开一天训
练的帷幕。新兵营的生活，对于
我们这些刚出校门的青年来说，
既紧张又刺激，在这里，就像婴
儿一样，重新学站、走、坐、蹲、
吃，一切从头开始。新兵营的生
活，有些条条规规看似不尽人
情，但正是这严格的纪律约束，
促使一个老百姓向合格军人的
转变，确保军人“令行禁止、不怕
牺牲、来之能战、战之能胜”。新
兵们，也正是在汗水浇灌中，不
经意间实现了一次次自我极限的突破，迅速脱
去稚气、日趋成熟，显露出男人的刚毅……

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弹指一挥间，如今
离开部队已20年。20年来，每当听到那嘹亮的
军号声时，我就会热血沸腾、万分激动。尤其
是电视剧中响起那“滴滴达、滴滴达……”的冲
锋号声时，我的心底就油然而生一种自豪感，
因为我曾是一名军人。

习近平总书记对退役军人有着深厚的感
情，并对广大退役军人提出要求“退役不褪色，
建功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对退役军人的鞭
策教诲关心关爱，激励广大退役军人继续为祖
国强盛而奋斗。20年来，无论岗位如何变换，
无论遇到什么困难，我都时刻提醒自己保持军
人不怕吃苦、雷厉风行的战斗作风，扎实地做
好本职工作，努力做到“干一行、爱一行、钻一
行”。我的战友也各自找到了人生出彩的舞
台，有的成为企业领导带领员工共同奋斗，有
的在警察岗位继续为人民服务，有的成为私营
企业家努力回报社会……

军号在心中长鸣，作为集团的员工，我们退
役军人理应成为8000名苏盐铁军的先锋部队，在
建设行业领军企业的征程中展现更多的作为、体
现更大的价值。我们要在各自岗位上，更好地锤
炼自己、提高自己、完善自己，积极响应新时期企
业发展需要，积极迎接新的挑战。要始终充满信
心，坚信过去自己能在部队创造辉煌，今天在企
业一样能够有所作为。为此，我倡仪：无论是在
生产一线的操作台旁，还是市场一线的营销途
中，无论是机关干部，还是普通职工，只要你曾穿
过那绿军装，听过那军号声，就应传承起军人的
作风，肩负起各自的责任，时刻不忘军人本色，时
刻充满激情斗志，在心中嘹亮的军号声中奋勇前
进，迎接人生的各种挑战，在企业发展中用实际
行动展示退役军人的风采！ (苏盐井神总部)

我出生在城里，老家有叔叔、姑姑，那时还
有奶奶，每年暑假总会在老家待上一段时间，那
是儿时最美好的一段时光。

老家淮安林集，南临白马湖，依傍新河（古
邗沟），70年代以前还是百舸争流漕运繁忙景
象。乡村水网密布，可以说是家家门前一条河，
这一河、一沟能够满足一个十多岁男孩子所有
乐趣：游泳嬉戏，撑网捕鱼，寻窟掏虾摸蟹、摘菱
角、趟荷藕……

但“忙碌”一天后夜晚才是乡村的精髓。“故
事会”是序幕：打粮场上，燃上蒲棒驱蚊，纳凉村
民席地围坐，有了一定岁数的、曾经随船走南闯
北的老爹们讲“古昔”，从淮安、白马湖名称的由
来，讲到牛魔王身上“笆斗”大虱子，再到三国、
水浒；从抗日时期的跑反、还乡团到五四年白马
湖决堤，绵延数里的鱼群。时常也会发生分歧
和争论，反正是胡编夸张，连说带笑，待到各自
散去。

余下时光是我最难以忘怀的乡村夏夜，小
院子里摆放竹床，因为没有风扇，大热天基本就
在院子里过夜，堂妹妹捉来的萤火虫包裹在南
瓜花中，挂在蚊帐前像一个个灯笼，闪着蓝黄的
光，躺着竹床上，仰望繁星，奶奶说连在一起三
颗星星，笔直是挑着轻扁担赶路的人，而呈弧形
则是重扁担的。聊起逝去爷爷曾经被抓去当壮
丁，机智的爷爷沿途将灰土洒在头上、身上、脸
上，等一个月后到达徐州的国民党军队后，虽然
只有三十多岁，但看上去像老态龙钟的病老头，
被赶了回来；聊起舅爷爷怎样炸掉日本人的炮
楼的，父亲年少时是如何刻苦学习的……，总之
让我只能暑假才回来一趟的孩子有更多的新
奇、更多的追问、更多的想象。

自从初中毕业以后，再也没有在夏天回老
家了过夜了。现在的住所在几次搬迁后，住进
了林立的钢筋混凝土建筑，面对不请自来的各
式声、光污染，让我愈发怀念乡村的夏夜，怀念
奶奶娓娓道来的“家族故事”。

乡村夜是宁静的。但并非无声才算得上
静，起伏的蛙声夹杂几声犬吠，床边蟋蟀声还不
甚频繁，但现在想来这就是天籁之音，寂静之
声。这宁静也是有味的，无论荷花开了没有，都
飘荡属于荷的清香。在这样乡村的夜，无论是
睡还是醒着，都是对于身心的静养，在这宁静的
夜更能让人神思旷远而平静，让我知道我来自
哪里，我的“根”在哪里。

小时候特别留恋那时的捕鱼摸虾，也是值
得向城里孩子炫耀的经历，但现在最深刻记忆
的还是乡村的夜。每当向儿子说起这些时，我
也在想或许这是属于我们一代人的美好回忆。

（苏盐井神一分公司）

散文

散文

语丝

车工，一个平凡而又艰辛的工种；车工，一个
技术含量要求很高的职业。

人的头发，大概有十丝左右，而车工车制的工
件精度公差仅有2—3丝。有人说，车工的灵秀表
现在摇把儿的手上，而我说，车工的聪慧更在心
中！几丝的精度公差，操作者稍有闪失就会谬之
千里，没有高超的金属切削技术，没有强烈的爱岗
敬业之心，是做不成成品的！

有句话说：“三个月可以培养出一名汽车司
机，三年培养不出一名优秀的车工”。这是对车工
技术难度和复杂程度的生动诠释。在物欲横流的
今天，技术工人的紧缺已是不争的事实。而我们
机电分公司金加工班的车工们却心无旁骛、全心
全意、无怨无悔，默默地保障着淮安片区生产设备
的正常运行。

进入初夏，金加工班的大车间就像个大火炉，
人一动就浑身冒汗，室内的温度高达35度！

然而，为了保证生产片区联动检修设备配件
需要，金加工班班长何文海带领职工们正在加班
加点的工作着……

7月16日，盐钙系统中R1011搅拌器损坏，仓
库没有备用配件，向厂家采购时间长将会耽误联
动检修进度，从而影响设备按时生产。为了保障
设备按时开车，领导将此重要任务交给了金加工
班。从16日上午开始，金加工班分两组人马，一
组车联轴器，一组车轴承套，大家相互配合、有条
不紊的工作着……通过连续5天的战斗，顺利完
成了R1011搅拌器的加工，保证了联动检修任务
正常进行。

像这样的例子对于金加工班来说还有很多很
多……

何文海憨厚的说：“我们不仅是一支保障队伍，
也是一支突击队伍，不管白天还是黑夜，随时需要
随时上，保证完成任务”。

“三伏酷暑挥汗如雨，数九寒天握铁如冰”。
正是他们这种忘我的工作精神，坚定的理想信念，
谱写着一曲平凡而朴实的青春之歌，用自己的实
际行动履行着应尽的职责，在平凡中闪现出自己
最夺目的光彩！ （苏盐井神机电分公司）

你是茫茫大海中的晶灵，追随着潮涌，踏着
层层推进的浪花，跳落到舌尖上，给人间带来美
的千滋百味。

你是凌寒暴暑的晶华，越是千熬百煎，越是
牢牢结合更坚实，每一粒修炼得方方正正，启迪
钢强的方正人生。

你是历尽淘洗的晶花，在沟渠里流淌着浓
缩，在泥滩里翻滚着长大，出落得洁白如雪，教
人清廉自爱。

你是通古达今的晶钻，深埋久藏的无情岁
月，不变的是银光端庄，赢得“盐梅之寄”的口
碑，给人以忠诚和信赖。

你从远古走来，造就出淮盐人一代又一代，
蜚声海内外——

你咸味不改，向未来走来。
（离退休人员管理服务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