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饶迎露：巾帼不让须眉的女兵

作为一名曾经的女兵，两年的
军队生涯是我一生中最宝贵的财
富，尽管退伍将近四年，但曾经的
军装、曾经的沙场、曾经的誓词，都
令人寤寐不忘。

那时，训练营驻扎在隐蔽的

深山里，冬天大雪纷飞，训练却从
不会因恶劣的天气而停止。寒冷
的冬天，汗水止不住地往下流，作
训服湿透了又干，干透了又湿，作
训鞋仅穿了一周就磨平了底，出
了汗的双脚踩在雪地里，在汗水
和雪水的共同浸泡下，冻疮、出血
都是家常便饭，往往一天咬牙坚
持下来，晚上回宿舍脱下鞋袜的
一瞬间，满屋子都是浓浓的汗臭
味和血腥味。匍匐射击训练场地
不是松软的草地，而是坚硬的石
子地，胯和手肘在磨破、结痂、再
磨破的循环里结了厚茧，湿透了
的皮肤黏不住偷偷贴上的膏药，
浸渍了汗水的伤口火辣辣的疼。
日复一日，孱弱的娇气早已被罡

风带走，取而代之的是巾帼不让
须眉的气魄。

虽然训练很苦，但回忆很甜，
军营生活不仅锻炼了我的毅力，更
让我收获了温暖的战友情。有一
次，我在射击比赛中得了第一名，
但因为临近年关，处于战备状态，
没法庆功。班里的战友和首长就悄
悄用自己的津贴买了很多烟花，选
在我执勤的时候燃放。冷冷清清的
深夜里，忽然绽开的绚烂烟花照亮
了黑漆漆的夜空，映在战友的笑脸
上，成了我心里最美的一个画面。
我甚至觉得这一份心意换来的烟
花，绽放得比奥运会场的烟花更
美、更耀眼。

饶迎露现就职于明日控股

陈金汉：责任在肩 使命在胸
5·12汶川大地震发生后的第

二天，我所在的部队接到上级奔赴
前线救灾的指示。冒着余震、塌方、
飞石的危险，全队不舍昼夜地颠簸
行驶了近 43小时、1800多公里，终
于抵达四川绵竹灾区。

一进入灾区，房屋垮塌、遍地
废墟，失去亲人的灾民们拥在废墟
前哭得泣不成声，一片悲怆的景象
触目惊心。在那一刻，在受灾群众
心中，我们这些穿着绿军装的人，
是他们的救星，是他们心中最坚实
的依靠。我从来没有像那一刻那
样，感到自己所背负的责任重大。

天蒙蒙亮，我们顾不上长途奔

波的劳累，直接投入救援，在一片
片废墟里寻找着生命的希望。很幸
运，我们在一处废墟中找到一个七
八岁的小女孩，她被压断了腿，奄
奄一息。当我们发现她时，她口中
还在呼救：“救救我弟弟，我弟弟在
下面。”在救援过程中，发生了两次
余震，但时间就是生命，我们冒着
簌簌往下砸落的碎石，争分夺秒地
清理压在她身上的重物。小女孩最
终被救了出来，可是当我们继续往
下挖找到小男孩时，却只找到他小
小的、已经冰冷的身体。那一刻，眼
泪如潮水般涌出我的眼眶。

时隔多年，每当谈起那片“战

场”，我都悲从中来，但同时为自己
能直接参与救援，为灾民带去希望
而感到庆幸不已。

陈金汉现就职于华都股份

聂淑毅：我为部队添欢乐

有人说：“当兵悔三年，不
当兵悔一辈子。”此生我把最
美好的青春年华献给部队，虽

然不是作为站岗放哨、冲在前
线的战士，而是担任为战士们
带去欢乐的放映员，但我还是
感到十分骄傲。

1995年，我满怀保家卫国的激
情前往北京参军。三个月的新兵训
练结束后，我被分到了电影班，负
责管理电影室和多功能室。那时，
警卫部队没有其他的娱乐活动，只
有每周雷打不动的一场电影，所以
周末看电影便成了战士们最欢乐
的事情。作为放映员，我每次进出
院子大门口都会被警卫战士悄悄
地拦下来，要我先透露下剧名剧

情，长此以往，我就成为了他们最
欢迎的人。在部队四年，我累计放
映电影达 500多场，且从没出过一
次事故，部队因此授予我“全军优
秀放映员”、“优秀士兵”的荣誉称
号。

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1999年
军改，我脱下了军装，直到现在部
队的生活图景仍时常出现在我梦
里。回望我的军旅青春，虽然不是
持枪卫国，但我无怨无悔，因为我
为战士们带去了欢乐，让他们能安
心地保家卫国。

聂淑毅现就职于金泰贸易

许丕平：回忆军旅生涯
1990年 12月，经过三天两夜

的长途跋涉后我来到了辽宁本溪
的一个小镇车站。傍晚的车站，寒
风凛冽，银装素裹。集合、稍息、立
正、报数，我 4 年军旅生涯从这一
天开始。

刚进部队，我们新兵就进行了
为期 3个月的军事强化训练。在室
外零下 20 度左右的天气里军训，
半天下来手脚早已冻得失去了知
觉。那时候每天五点起床叠被子，
起初叠不出豆腐块的模样，天天要
重叠几次，战友们互相讨论、交流
经验，向被子喷水、压重物，什么笨
办法都试过。几个月后，我们终于

也能叠出棱角分明、整齐划一的
“豆腐块”被子了。

新兵训练结束后，团里决定
派 4 名新兵参加汽车驾驶训练。
由于我在各方面表现突出，幸运
地被选中，开始了长达 6 个月的
汽训生活。那几个月我没日没夜
背理论知识，最终在五百多人参
加的汽车训练团理论考试中，我
取得了第二名的好成绩，让所有
新兵和领导都对我刮目相看。三
年后，我回到刚入伍时的团里，在
汽车连当上了大车班班长，并光
荣地成为一名预备党员。

4年的军旅生涯是部队馈赠于

我最珍贵的礼物，每每打开记忆的
匣子，里面珍藏的瑰宝都让我心潮
澎湃。

许丕平现就职于惠多利

印象中的女兵都是飒爽英姿、神
采飞扬，可刚入伍时却并非想象中的
那般美好。初入兵营，我剃了如同男
生的平头，此后的三个月里，我都没
敢在镜子前停留。三个月的魔鬼训
练，每天凌晨四五点钟就悄悄起床用
小凳磨被子，再想尽办法用手指掐出
线条，只有这样才能防止它像飞碟一
样被丢出去。训练时，低姿匍匐、打靶
操枪、扔手榴弹、野外拉练、蛙跳、鸭
子步，每次筋疲力尽、大汗淋漓的时
候，都分不清眼角滑落的是泪水还是
汗水。

新兵训练结束后，我被分配到话

务集训队。如果说三个月的魔鬼训练
是体格和毅力的锤炼，那么话务集训
队就是技能速成班。脑功、耳功、口功、
手功全都要在短时间内练成；部队番
代号、简称简记、地方人武部，成千上百
的电话号码全要背记；一遍听清、方言
辨识、听音知人，反复练习勤务用语，既
要保证清晰准确，又要让自己的声音
听之悦耳；五笔汉字录入从零开始，直
至每分钟达到百字以上……

到了上机实操，从最开始接一通
电话都紧张得不行，到同时接十几通
电话受到班长表扬，我收获了越来越
多的肯定，也体会到这份工作的严谨
性和重要性。犹记得有一次，在重要
战备时期出色地接转了一通首长的
加急电话，确保了军令政令的畅通，
因此受到了领导们的一致好评。那是
我第一次真正为自己的岗位、为自己
的军人身份感到无比自豪。
以军人的身份度过的那五年，对我

来说意义非凡。那段时光，不仅改变了我
的人生轨迹，也改变了我对生活、对生命
的态度。我骄傲，我曾是一名军人！

刘亚楠现就职于金昌汽车

刘亚楠：青春燃烧的岁月

今年“八一”建军节，战友微信群
内发出相聚的通知，下达“必须到”的
命令！大家从四面八方赶到，握手、拥
抱，说不完的话，敬不完的烟，拍不完
的照。
虽然有些记忆已经模糊，但看见

他们，我仍能一一叫出他们的姓名或
绰号，甚至还能记起他们曾经所在的
营连。虽然他的将军肚上没有了当年
的八块腹肌，膀子上也没有了疙瘩
块，但他曾是营房门口持枪站立的飒
爽军人；虽然他谢顶了，清瘦中还带
着一丝疲惫，但他就是当年的射击能
手；他的背好像有点驼了，可在我记
忆里他依然是师里的军体冠军。
大家多年未曾谋面，酒会前逐个

上台发言，汇报这些年工作、生活和
家庭状况。热烈的掌声送下了那位打
出标准军礼的壮汉，又一位积极的汇
报人疾步跨上了讲台。这场景，不还
是班务会的形式，不还是政治思想教
育汇报时的样子吗？
我说我当过兵，总有人不相信，

因为我不够健壮、脾气温顺，甚至走
路还外八，与大家印象里的军人形象

相差甚远。但我现在见人来会起立，
站立时双臂下垂中指贴于裤缝，被子
要叠的整整齐齐，房间必须打扫得干
干净净，这些习惯都是部队生活留给
我的。

当兵只是人生的一个阶段，但正
是因为这个经历，当过兵的人养成了
一种习惯，形成了一种规矩，坚定了
一种信念。也许有些东西会被平庸杂
乱的日子抹杀，但骨子里肯定会沉淀
下精华。纵使青春不在，身材走样，纵
然事态变迁，尝尽苦甘，但坚守依旧，
忠诚依然。当过兵的人，就是不一样。

刘清海现就职于惠多利

刘清海：当过兵的人

冰天雪地中，一行穿着绿军装的
年轻人在及膝的大雪中艰难前行，他
们的睫毛和眉间挂满了一簇簇雪白
冰霜。天地间苍茫一片，皑皑白雪中
那生机盎然的绿军装和坚毅伟岸的
高大身影便是我儿时对军人的印象。
20 岁时，我终于实现了儿时的愿
望———参军。

入伍后的第一个元旦，领导特批
了全队一个下午的假，允许我们给家
里打电话。当晚，炊事班为我们做了
热气腾腾的饺子，连队还举行了元旦

晚会，战友们精彩的表演赢得阵阵掌
声和欢笑。在那个寒冷的冬夜，独在
异乡的我虽然不能与家人团聚，但内
心却是暖暖的，因为部队就是一个大
家庭。

2002年，我在福建厦门观通站
服役时，百年不遇的超强台风袭击雷
达站，天线罩大门在狂风中摇摇欲
坠，如不立即加固，雷达天线极有可
能被毁坏。站长一声令下，我们向着
“阵地”冲去，狂风暴雨中每前进一步
都异常困难，70米的距离，我们却整
整走了 15分钟。肆虐的狂风中，大家
紧握栏杆，用身体当“门栓”，牢牢顶
住天线罩大门，不让其倒塌，这一顶
就是 3小时。

5年的军旅生涯，我不仅收获了
深深的战友情，还遇到了很多对我恩
重如山的领导。退伍多年后再次回忆
起他们，他们的飒爽英姿依旧历历在
目；他们的谆谆教诲，仍时常萦绕在
我耳畔。

张建华现就职于华都股份

张建华：甘苦相伴的军营生活

【热血军魂】

明日控股召开半年度会议
汪路平要求以创新引领发展

明日控股 洪骏
8月 11-12日，浙江明日控股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 2017年半年度经济工作会议在海宁钱
江君廷酒店召开。浙农控股集团董事长汪路平
在会上强调，明日控股要坚守塑化行业供应链
服务龙头的定位与锐气，加大经营模式、经营机
制及管理体制的创新，变思考为行动，变压力为
动力，把各项措施落到实处，开创浙农集团塑化
经营业务板块的新未来。控股集团公司总经理
包中海出席会议并讲话，副总经理兼明日控股
董事长韩新伟、资深顾问李盛梁、财务会计部经
理蒋铭伟和明日控股骨干人员共 70多人参加
会议。

汪路平在听取明日控股半年度工作报告

和各经营单位的情况汇报后指出，明日控股
近年来以业务模式创新为引领，带动企业加
速成长，充分证明了创新是企业发展的持续
动力，是明日控股务必坚持的重点工作。他要
求明日控股全体员工进一步增强创新意识，
进一步提升经营能力，进一步控制业务风险，
保持规模增长与效益增长同步，在提高行业
地位的同时提升经营质量；进一步统一思想、
拓宽思路，充分运用期货点价、期权保价等方
式探索盈利模式转型，充分运用信息化手段
管理库存，不断加大创新人才引进力度和员
工创新鼓励力度；妥善处理资金需求与业务
发展的矛盾，在发挥财务杠杆作用的同时，逐
步降低资产负债率。

包中海要求明日控股加强趋势研判，顺势
而为，拓展业务领域，增强企业核心竞争力，提
高经济效益。同时要推动公司内部优势资源整
合，加快推进数据化公司的建设，继续加强人才
队伍建设。他还特别强调要重视安全工作，保证
生产、经营有序开展。

韩新伟重点阐述了对风险收益光谱的认
识，强调在发展过程中要坚持“风险第一，业
务第二”的原则，做到业务与风控兼顾。他提
出，要加快打造数字化明日的步伐，稳步提升
业务质量。

会议期间，明日控股开展了若干专题培
训，各业务考核单位和职能部门交流了经营
管理情况。

浙江石原金牛特种肥料有限公司举行开业庆典
浙江农资 胡大为
8月 6日，浙江石原金牛特种肥料有限公

司开业庆典在浙江农资大厦举行。省兴合集团
总裁施建强出席庆典并讲话。浙江农资集团总
经理林昌斌、总经理助理兼石原金牛董事长蔡
永正共同为新公司成立揭牌。省兴合集团综合
部部长林上华参加庆典。

施建强在致辞中表示，石原金牛成立省
级特种肥料公司是携手产业合作伙伴深化合
作的成果，是促进农产品品质提升和推动绿
色农业发展的创新。他希望石原金牛以特种
肥料公司为抓手，进一步加强高端环保产品

的引进和先进农业技术的推广，助力广大农
户走上产出高效、产品安全、资源节约、环境
友好的现代农业发展之路；进一步坚持开放
合作、互利共赢的理念和特色，坚持差异化经
营路线，促进资源整合、产业协同，推动企业
朝复合化、科技型农化企业发展；进一步推进
产品战略、营销战略、人才战略的齐头并进，
建一流队伍、树一流形象、创一流业绩，为兴
合集团经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据了解，浙江石原金牛特种肥料有限公
司于 2017 年 7 月在浙江省工商局注册成
立，主要负责石原金牛植物营养经营业务，

是百事达（印度）公司海藻酸有机水溶肥沃
家福、意大利 SCL 集团中量元素水溶肥悬
浮钙及微量元素水溶肥微粒硼等产品的全
国总代理。接下来，石原金牛特种肥料公司
一方面将引进中量元素镁肥、NPK 水溶肥、
微量元素配方肥、微生物土壤调理剂等产
品，另一方面还将与浙江大学等科研机构
合作开发特种肥产品及作物健康类产品，
助力现代农业发展。浙江石原金牛特种肥
料有限公司的成立，标志着浙江石原金牛
正逐步从植物病虫害防治向植物保护与植
物营养一体化综合服务方向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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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团领导赴基层“送清凉”
本报综合报道
8月初，集团公司董事长汪路平冒着酷暑

专程赴安徽道尔化肥有限公司调研，并深入车
间，为高温中奋战在一线的员工“送清凉”。

汪路平听取了道尔公司经营班子关于生产
经营情况的汇报，充分肯定了道尔公司近年来
取得的成绩。他希望道尔公司着眼长远发展，制

订发展规划，积极推进机器换人等技术改造项
目，深入探索农资电商销售模式，扩大生产与销
售规模，提升自主品牌影响力。他表示，集团公
司也将给予相关政策支持，鼓励道尔公司在工
业板块做大做强。

汪路平走进道尔公司生产车间，送上防
暑降温用品，与工人一一握手，亲切交谈。

他高度赞扬了工人们冒酷暑、战高温、抓生
产的工作精神，对大家的努力表示感谢和
慰问，并叮嘱大家做好防暑降温工作，确保
生产经营安全。

7月底，控股集团公司总经理包中海，浙江
农资集团总经理林昌斌也分别赴安吉华都和济
宁华都工地现场开展高温慰问工作。

建军 90周年的沙场阅兵，激起了无数国人的爱国情怀；电影《战狼 2》的热映，展现了

赤诚坚韧的军人形象。在我们浙农集团，有这么一批人，他们曾是纵兵沙场的热血男儿，曾

是铿锵绽放的军中绿花。让我们跟随他们的回忆，去感受属于他们的军旅生活，去重温那

段青春燃烧的岁月。

8月 22日上午袁浙江省农民合作经济组织联合会成立大会暨第一次代表大会在杭州隆重召开遥 省委书记尧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车
俊袁省委副书记尧省长袁家军作出批示遥省委副书记唐一军尧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副主任杨汭尧中央农办副主任吴宏耀尧省人大常委会副
主任刘力伟尧省政府副省长孙景淼尧省政协副主席陈小平等领导出席会议遥图为农合联理事长章文彪渊右二冤和副理事长尧执行委员会
主任邵峰渊右三冤接受省领导授牌遥

转自省供销社网站

党办 徐赟
8月 4日，浙农控股集团党

委召开扩大会议暨中心组学习
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7·26”重要讲话精神。公司党委
书记汪路平在会上指出，“7·26”
讲话深刻回答了我们党在新的
历史条件下举什么旗、走什么路
等重大问题，是我们党在新的历
史起点上不忘初心、继续前进的
行动纲领。各党（总）支部和全体
党员要认真学习贯彻“7·26”重
要讲话精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
到重要讲话精神上来，进一步增
强“四个意识”，牢固树立“四个
自信”，更加自觉地在思想上、政
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为
实现“两个一百年”目标和百年
浙农梦而努力奋斗。

汪路平强调，“7·26”讲话明
确提出了继续推进全面从严治
党的新要求，是新形势下加强和
改善党的领导的思想指南，是推
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的
根本遵循。我们要充分认识讲话
的重大意义，深刻领会讲话的精
神实质，坚决用习近平总书记系
列重要讲话精神和治国理政新
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来武装头脑、
指导实践、推动工作，深刻领会
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要广
泛开展学习宣传，把学习习近平
总书记“7·26”重要讲话精神作
为一项重大政治任务，迅速掀起
学习热潮；要扎实做好各项工
作，以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
话精神为引领，以中央、省委和
省社党委各项要求部署为标准，
扎实做好企业改革发展和党的
建设各项工作，为党的十九大胜
利召开营造良好环境。

汪路平指出，要以深入学习
“7·26”讲话为契机，引导全体党
员干部对当前宏观经济形势和
行业发展方式保持清醒认识，对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农业供给侧
改革和“三位一体”农合联体系
建设等重大改革举措保持政治热情，对依靠创
新驱动发展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培育新
的经济增长点保持足够信心，对积极推进浙江
农资股改上市、构建浙农集团更大发展格局保
持充足定力，各方联动、团结协作、群策群力，
为浙农集团跨越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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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荣榜

先进基层党组织：

明日第五党支部、爱普党支部、

金诚党支部

优秀党务工作者：

金尔、李世南、周善忠、查赞平

优秀共产党员：

胡大为、赵涛涛、卢红霞、毛武明、

吕宏飞、翁程辉、汪明适、徐步俊、

王雷军、黄晓燕、童会、梁千、戴波燕、

徐小峰、周红、周建强、杨莉青、陆康、

柳汝阳、倪玲琳、王勤、何洁、徐立、

许贤、严顺建、周云

根据集团党委《关于开展评选

先进基层党组织、优秀党务工作者

和优秀共产党员的通知》的要求，公

司党委研究决定，评选表彰一批浙

农控股集团先进基层党组织、优秀

党务工作者和优秀共产党员。具体

名单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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