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疆自治区供销社考察团参观野浙农视界冶展厅

五月的杭州气候温暖怡人，不知
不觉间，在这座风景秀丽的大都市里
已然生活了四年，还在这座城市安家
立业，定居了下来。这些故事神奇到我
自己都不敢想象。如果不是四年前那
次说走就走的冲动，也许我跟这座城
市的缘分也不会开始。

2011年的秋天，刚大学毕业不久

的我，对自己生存了 22个年头的城市
以外的世界都充满了好奇。好不容易
摆脱了学业的束缚，又要面临就业的
压力，顿时觉得青春需要任性一把，更
何况这偌大的世界都还没有好好欣赏过。

杭州小伙主动邀请我来这个旅游
名城逛逛，这样他就顺理成章地成为
了我的“导游”，先是带着我游了一趟

西湖，后又把我拉到了于谦墓，瞻仰先
贤。在这个过程中，对杭州的情感只是
觉得漂亮，并没有不舍。
小伙一拍脑袋，说带你去一个更

有意思的地方。就带着我来到了武林
门，从这里的码头登上了水上巴士，水
上巴士的票价实惠到让人忍不住点
赞。乘着水上巴士，沿途的河景尽收眼

底，热情的小伙子开始介绍这条人工
开辟的京杭大运河，据说它是是世界
上里程最长、工程最大的古代运河，也
是最古老的运河之一……听了个大概
就忽略了他的话语，看着窗外享受这
一番迷人的秋景，伴随船只的起伏，把
心轻轻放在这一片静谧中。

船缓缓驶入了目的地，下船时，我
就被四周的美景所吸引，久久不能挪
开目光。小伙对着这拥有历史年轮的
拱宸桥，不禁低头羞涩地说了一句：
“如果喜欢，就留下吧。”

此时，夜幕降临，沿着河边坐落的
古色古香的建筑群纷纷亮起了红色的
灯火；运送泥沙的货船慢悠悠地驶向

远方；各路小贩的吆喝声、叫卖声好不
热闹；隐约还听得到不远处的歌声，在
这空旷的夜色中更加悠扬……在这样
迷人的环境下，我有什么理由能拒绝呢？

感性到如此的人，要说我是一枚
文艺女青年，应该是受得起的。拱宸桥
就如同一个维系点，它将整条腾龙系
于杭州这片土地，里面是家、是根，外
面则是一片闯荡的世界。反观我，一路
闯荡，来到这里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天
地。现在小伙子已经成为了我的丈夫，
我依然喜欢拉着他去拱宸桥，就为了
感受这番古韵，这番美景中的蓬勃生
气，更为自己对它浓浓的不舍与热爱。

渊金昌汽车 许雯萱冤

世界那么大 我要去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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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 8-9日，集团团委组织开展
了“五四”青年节团员素质拓展活动，
27位青年员工走入荻浦古镇，感受年
轻的激情；轮渡至富春绿岛、体味野外
生存的艰辛。

漫步荻浦古镇，白墙黛瓦的徽式
建筑，曲折宁静的街巷，青石板、鹅卵
石铺就的小道，处处都散发着浓浓江
南风情。此情此景实在令人心旷神怡，
平日的工作疲劳与路途的颠簸一下便
被抛掷在了脑后。
欣赏完美景，大家开始了“奔跑

吧，浙农少年”的拓展项目。经过整队、
分组、选队长、起队名、画队旗后，很快

“野战队”、“强者战队”、“红星队”就诞
生了，大家纷纷喊着各自队伍的口号，
以饱满的热情投入到指压板运动、找
线索合影、众人握笔写字等项目中。最
后的重头戏———撕名牌将活动推向高
潮，每个人后背上都会贴上自己的名
字，把对手后背上的名牌撕下来即为
胜利。经过激烈的对抗，最终“野战队”
获得了比赛胜利。

次日清晨，雨洗后的空气更加明
净，白云悠游在一片湛蓝的天空中。一
行人早早地整装待发，轮渡至桐庐富
春绿岛，接受野外生存的新挑战。岛上
树木丛生，一条窄窄的泥泞小路崎岖

无比,两边是深沟险壑。大家肩并肩，
小心翼翼地向河边行进，估摸走了十
几公里，依稀看见了清澈的小河，这便
是我们野外生存的主基地。教练给各
队发放了铁锅、菜刀等做饭工具，队员
以寻宝的方式获取午餐食材。各队分
工协作，洗菜、切菜、做菜……不一会，
一道道诱人的菜肴出锅了，大家纷纷
争抢着品尝，对几位“大厨”的厨艺赞
不绝口。

通过此次活动，年轻的员工们增
进了彼此的了解，提升了合作意识，营
造了健康向上、充满活力的浙农文化。

渊集团团委 王嘉冤

【浙农青春】

超越自我 我心飞翔
集团开展团员素质拓展活动

“阿拉斯加”一词源于阿
留申语，意思是“很大的陆
地”，又叫做“最后的边疆”。
它位于北美大陆西北端，虽
然是美国最大的州，人口却
只有六七十万。最初了解它，
是通过美国作家杰克·伦敦
的小说《野性的呼唤》。小说
淋漓尽致地刻画了适者生存
的野性法则，也唤起了我对
这一荒野之地的向往。
一身寒带装备、一个背

包、一本《孤独星球》、几张信
用卡，便开始了我的阿拉斯
加之行。经过两次转机———
总计逾 10小时的飞行，第一
站来到了安克雷奇（Anchor-
age）。稍作休整，饱餐了三文
鱼和帝王蟹后，我便匆匆奔
向苏华德（Seward）———安克
雷奇东南方约 260公里处的
海港小镇，这里是乘船入海
欣赏基奈峡湾冰川的最佳出
发点。登上游艇，虽然在海浪

的颠簸下略感晕眩，但触目
可及的雪山和拂面而来的清
风，还有那时而浮出海面的
鲸鱼、从船边急速越过的海
豚、在高空盘旋的白头鹰却
都使我振奋不已。
若要欣赏冰原风光，乘

坐连接安克雷奇和阿拉斯加
最大内陆城市费尔班克斯
（Fairbanks）的极地列车绝对
是不二的选择。极地列车仅
在每年夏天运营，票价约 200
美元，可在阿拉斯加铁路公
司官方网站直接购票。一路
向北，一整天的火车并不会
让人感到无聊，沿途风光也
变化多样。有幸赶上晴天，我
在车厢里观看到了壮美的北
美第一高峰———麦金利山。
列车在车厢的连接处设有专
门的敞开式观景区，在这里
可以拍出完全没有遮挡和反
光效果的照片，被染白的山
谷和河流，沿途的各种野生

动物，总让人惊喜不断。
费尔班克斯是北美洲最

接近北极圈的城市，我们决
定自驾进入北极圈。在美国
租车非常方便，阿拉斯加州
也承认中国驾照。我们驾车
行驶在被誉为世界十大危险
公路之一的道尔顿公路
（Dalton Highway）上，一路
绵延向北，越过仍被冰雪封
冻的育空河之后，到达北纬
66度 33分———北极圈。目
力所及，只有皑皑的白雪、挺
拔的针叶林和一望无际的荒
原。望眼窗外，心中的感受只
能用两个字形容：野性。

离开阿拉斯加，是在午
夜的 12 点，费尔班克斯机
场依旧阳光普照。有这样一
种说法：阿拉斯加至少要去
三次，一次是为了它盛夏野
性的奔放，一次是为了它深
秋炫目的斑斓，一次是为了
它寒冬绽放的夜空。旅行之
所以特别，正是因为每个人
都能在其中找到自己的领
悟，只要你有一颗在路上的
心，那么生命在何处都是旅
程。阿拉斯加，我们还会再
见，或许是在一个极光绚烂
的寒冬。

渊浙农实业 陆钧承冤

野性的呼唤
———在午夜阳光灿烂的阿拉斯加

那天走过一排书架，随
手抽出厨川白村的《出了象
牙之塔》, 这个由鲁迅翻译
的书名便拉着我，翻开扉
页，伴随着午后淡淡的太阳
香，回到自己的那一座象牙塔。

去年的这个时候，也是
临近年中旬的五月，我还趴
在北纬 50°性属温带海洋
性气候的英格兰德文郡埃
克塞特城（EXETER），享受
窗外淅淅沥沥打在矮屋上
的雨，听海鸟呼朋唤友的嘶
鸣，没有为忙碌而停驻，只
管翻翻课本。那时候把学校
当作驿站，把学习当作旅
行。洋洋的时光悠悠静静，
可以容我边走边看，边看边听。

埃克塞特城是德文郡
郡治，是个富有历史的文化
名城，虽然没有伦敦大英博
物馆里馆藏的岁月那般浓
墨重彩、异彩纷呈，却也有
它在罗马时期和萨克森时

代独特的意义。
在埃克塞特城，最让我

喜欢的地方有三处：大学、
茶铺和火车站。
一是有着“英国后花

园”之称的埃克塞特大学
（UNIVERSITY OF EX-
ETER）, 作为英国排名前十
的学府，它以优秀的教学科
研环境与师资孕育着求知、
热情的学子。学校有两个校
区，相距二十分钟的大巴车
程。有时下课，走出旧教堂
式的教育学院校区，我总会
忍不住花上四十分钟，慢慢
爬几个坡到位于城市北边
的主校区图书馆坐坐。两个
校区分别结合了古韵与现
代美，是一种融合，也是不
间断的革新与进步。
二是城市巷子里的一家

下午茶店，被我们翻译成
“绿野上的茶香”（TEA ON
THE GREEN），铺设在城

市的教堂旁。夹着草莓酱与
奶油的司康饼碎末常常吸
引大胆自由的鸽子，它们不
跟你争茶喝，却喜欢与你分
享日光、分享甜点。我们曾
三五成群，清风谈笑，说故
事、说理想；有时在雨中不
见了鸽子，我们便聚到屋子
里，看路边零散几个人影，
看雨中教堂的庄严，也看自
己年轻充满期待的眼神，投
射到玻璃窗上。

三是城市的火车站。每
一次拿着橘色的票根，都是
一场旅途或是归途。对于铁
路发达的西欧国家而言，每

一个火车站都有数不尽的
故事，一天天上演。埃克塞
特城的火车站有两个，购
票、出行都十分方便。列车
载着我和我的朋友们看到
更大的世界，一叠厚厚的票
根装运着实现的愿许与未
实现的明天，一路向前。

厨川白村的象牙塔与
我的塔不一样。他的塔太
沉，覆盖了社会性的评判；
而我的塔很轻盈，它只是一
段旧时光中的旅行，偶尔被
暖阳一晒，便会斑驳到我的
此刻与我梦想好的未来。

渊明日控股 李藤也冤

爬出象牙塔
———记英国埃克塞特城

野阔步天堂炼狱袁 活在人神间冶
要要要卡门

这是卡门写的《五月盛放》封面
的一句话，惟独这一句话，与我的内
心产生了共鸣，表达我这些天在吴哥
的真实感受。
柬埔寨，还是喜欢她曾经的名字

“高棉”（Khme）。
那一年，她安定、富庶。
那一年，她的首都被誉为“东方巴黎”。
一说起柬埔寨“高棉的微笑”，人

们自然会想到大吴哥城“巴戎寺”上
54座四面佛那隽永、祥和的永恒微
笑。有的笑得含蓄，有的笑得开朗，有
的笑得忧郁，有的笑得神秘。只不过，
每一尊，都斑斑驳驳，镌刻着岁月的
痕迹，但每一个微笑，都那么美丽纯
净，动人心魄，都能让你的心在刹那
间停止一切躁动，变得安静而深远。

有人说这是佛的微笑，也有人说这
是曾经国王的微笑。其实是谁的微笑不
重要，重要的是现在柬埔寨的老百姓在
经历了那么多苦难，那么多难以弥补的
创伤之后，还是那样的勤劳、淳朴。

有句话曾这样说道：“把你的脸
迎向阳光，那就不会有阴影。”当神秘
的高棉微笑在我面前层层揭开面纱
之后，我承认，到现在我还是无法读

懂她微笑中含义。
阳光下的小

吴 哥 (Angkor
Wat)黑白分明，是
一处让人惊叹的
故都。长长幽暗的
回廊上气势磅礴
的浮雕壁画讲述
的都是神话故事。
懵懵懂懂地穿行
在一重重门框窗
棂中，一边亮得灼
目，一边暗到幽

冥，有阴阳分割的错觉，带给人强烈
的视觉震撼。

面对吴哥会觉得说什么又都像抄
袭和重复，离开的时候心里只有敬畏。
我想那么多摄影爱好者不远万里风尘
仆仆以奋不顾身的姿态来拍吴哥，可
能不仅仅只是因为吴哥沧海桑田的往
事，也在于热带阳光透过窗棂、穿过角
落那残缺不全的石头时，投射下的肆
无忌惮的光影带来的各种震撼吧。

在吴哥的这几天，天热难耐，可无
论你问什么，需要什么帮助，当地人都
会微笑地耐心地给予解答，迫不及待
地想让你明白她说的意思，不时地叮
嘱，常常让人感动得手足无措。看着他
们这种宽容、忍耐、积极乐观的生命态
度，你便能明白信仰的真正内涵。

就像有人说的：风雨雷电的威势没
有摧毁吴哥的微笑，战争的残杀没有颠
覆吴哥的微笑，豺狼虎豹的凶残没有吓
退吴哥的微笑，生命强大的树丛杂草没
有绞杀吴哥的微笑，时间老人的沧桑之
剑没有斩断吴哥的微笑……

一切都可能消亡，只有吴哥的微
笑永远存在。

我想，生命中的一切也同样如
此，有的终会消亡，但有的却可以永
恒。 渊明日控股 郑明利冤

高棉的微笑

忙碌尧喧嚣尧钢筋水泥在脑中轻轻拂去
澄澈的湖水尧湛蓝的天空尧绿色的藤萝渐

渐清晰
总有一处属于你
让灵魂袁自由呼吸

与其迷失过去袁放逐现在
不如背起行囊袁找回自己

那颗北极星
永远亮在天际

本报综合报道
日前，由新疆自治区供销社主任

戎军、天津市供销社党委书记王建、
安徽省供销社副主任崔继华分别带
队的新津皖三地供销社考察团先后
到浙江考察调研供销社综合改革工
作，与浙江省供销社主任马柏伟等就
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三位一
体”农合联组织体系建设、农村金融
服务体系建设、社有企业转型升级、
农产品电子商务等有关问题进行了
交流。考察团纷纷表示，通过参观学
习、交流沟通看到了浙江省供销系统
改革发展的成果，对下一步推进供各
自销社综合改革工作可以提供很好
的借鉴，同时希望与浙江省供销社进
一步加强合作和交流，促进更广泛领
域业务对接，共同推进两地供销社改
革发展。集团公司董事长汪路平参加
了有关座谈。

在浙期间，三地考察团先后来
到浙农集团考察，并在汪路平陪同
下，参观“浙农视界”展厅，了解公
司发展历程、为农服务、业务经营以
及文化建设等情况，听取了公司推
动业务转型升级、创建涉农五大平
台以及加大体制机制创新等方面情
况介绍，对浙农创新农资经营、开拓
业务区域、发展多元产业、增强服务
能力、建设企业文化等方面成绩表
示赞赏。
新疆自治区供销社考察团还专程

参观考察了西湖区浙农小额贷款公
司，听取了公司负责人关于经营现状、
发展规划、风控手段、产品创新等方面
的介绍，对浙农小贷在“支农支小”方
面所做的工作予以肯定，同时希望两
地供销系统的小贷公司加强学习交
流，相互借鉴好的经验，取长补短，共
同成长。

惠多利 阮天海
4月 22-23日，中国东盟农资商

会会长会议在杭州召开。中华全国供
销合作总社农资局局长、中国东盟农
资商会会长李殿平及中国东盟农资
商会十多家副会长单位的负责人和
代表参加了会议。会议由中华全国供
销合作总社农资局副巡视员、中国东
盟农资商会秘书长符纯华主持。浙江
省供销社副主任沈亚平、浙江农资集
团董事长汪路平与参会代表进行交
流。惠多利公司董事长陈志浩参加会
议。

李殿平在会议上解读了《中共中

央国务院关于深化供销合作社综合
改革的决定》文件，梳理了文件为商
会开展未来工作带来的良好机遇，要
求商会副会长单位带领会员共同努
力，将“一带一路”的国家战略与商会
会员的发展机遇有机结合起来，为中
国东盟农资商会的未来发展助力添
彩。参会代表就商会发展愿景、“十三
五”规划方案、本年度工作安排以及
秘书处工作等方面提出了建议和想
法，同时对商会未来发展寄予厚望。
会议期间，参会代表还访问了浙江农
资集团，就开展双边及多边合作进行
了交流。

中国东盟农资商会
关注“一带一路”战略

办公室 金鼎
5 月 19 日,集团公

司董事长汪路平赴余杭
检查集团农业社会化服
务示范中心建设工作袁
要求项目公司根据总体
规划尽快推进项目落
实袁 发挥好项目的技术
服务和产业示范作用袁
同时积极做好粮食众筹
等试点工作遥 图为汪路
平渊中冤在水稻育秧大棚
了解项目建设情况遥

图片新闻

办公室 陈江
5月 19日至 20日，浙江省供销社

副主任、兴合集团总裁何忠民在浙江
农资集团总经理李盛梁的陪同下赴济
宁高新区考察，拜会济宁市副市长、济
宁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党工委书
记白山,双方就继续做好洸河新苑城市
改造工作及有关项目开发问题进行了
磋商交流。济宁高新区管委会主任董
信江、浙江省兴合集团综合部部长林
上华和浙江农资集团副总经理林昌斌
等参加了有关活动。

何忠民表示，济宁洸河新苑改造
项目是浙江农资集团在省外承建的第
一个城市改造工程，也是目前公司在

手的较大地产类项目。自开建以来，济
宁市有关领导和当地各界给予了很高
的期待与很大支持，相信随着行业形
势逐步好转，一定可以按预定计划顺
利推进各项工作，并把该项目打造为
符合高新区品味的优质工程。白山副
市长代表济宁市政府和高新区管委
会，感谢浙江省供销社、兴合集团和农
资集团参与当地城市改造工作，并表
示将继续全力支持有关项目的顺利推
进，协调做好公共配套服务工作。同时
他也欢迎浙江省供销社系统单位与当
地开展更深入合作，实现共同发展。

在济宁期间，何忠民还考察了金
色兰庭项目并出席济宁华都房产公司

年度股东大会，要求济宁华都进一步
理清思路、坚定信心，加快销售进度，
以团队建设、能力建设和品牌建设为
抓手，努力完成和超额完成当年各项
经营管理任务。何忠民指出，虽然受前
期宏观因素等影响，金色兰庭开发过
程中出现了一些波折和困难，但项目
团队仍然较好地经受了考验、稳住了
阵脚、取得了成绩。经过五年的开发运
作，济宁华都团队已经较好地适应了
当地经营环境，向着优秀房产团队的
目标迈出了一大步。他希望公司继续
加大经营管理创新方面的探索，努力
实现企业整体素质、能力和水平的提
升。

何忠民强调，当前济宁华都的重
中之重是抓住机会，逐步加大销售，加
快资金回笼。通过加快销售实现消化
库存，为后续土地争取等重大动作奠
定基础。在此过程中，要特别重视营销
队伍和营销能力的建设，科学总结前
期狼性销售的经验，在考核激励等方
面进行更加有效的设计，加大营销方
式创新和营销成果确认等工作，实现
锻炼队伍、创造业绩、促进发展的最终
目标。

李盛梁肯定了济宁华都在市场逆
境中的努力和成绩，并着重要求项目
团队看清存在的问题，总结、改进、提
高内部管理和协调沟通能力，在品质

提升、营销策划和成本控制等方面早
谋划、早准备、早收效。李盛梁指出，当
前房产市场虽有好转但并不是反转，
市场给予的机会不多，竞争却会更加
激烈。要想赢得市场，就必须付出更多
的努力。经过五年的开发实践和品牌
推广，济宁华都已经在当地树立了较
好的形象，项目开发进入了整体成熟
期。必须抓住时机，再接再厉，争取实
现较好的项目收益，巩固在区域和行
业内的优势。李盛梁还就项目北区市
场调查、施工规划和营销策略等问题
进行了部署，要求项目团队精心设计、
周密考虑，力争使北区更加贴合当地
购房者需求，确保做出更好业绩。

何忠民会见济宁市副市长白山 考察华都在鲁房产项目

集团团委 周颖颖
4月 17日，浙江农业商贸职业学

院大一学生沈小明家里发生火灾，家
里财产在这场火灾中全部化为灰烬，
其年仅 13岁的妹妹不幸身亡，父亲
全身烧伤面积达 94%，弟弟全身烧伤
面积达 60%，预计需要医药费 300多
万元。

火灾无情人有情。得知此消息
后，4月 22日，集团团委立即发起爱
心倡议，号召全体员工献出爱心帮助
沈小明度过难关，掀起了一股浙农爱
的热潮。在沈小明同学家庭遭受火
灾、感到孤立无助的时刻，浙农员工
弘扬“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传统美
德，积极响应、慷慨解囊，纷纷伸出爱
的援手，用爱心为沈小明撑起一片蔚

蓝的天空。
50 元、100 元、500 元、1000 元

……在短短的 5天时间里，集团 2000
余名员工参与捐款，总额 共计
174637.4元。所有款项已及时转账至
浙江农商学院沈小明专门账户。

真情延续生命，爱心点燃希望。
在本次募捐中，各级领导充分发挥
模范标杆作用，积极带头捐款；很多
驻外员工纷纷电话询问关心沈小明
家庭受灾情况，通过银行、支付宝转
账等方式踊跃捐助；更多的浙农一
线基层员工用真心传递爱心，筑起
了一道道正能量墙，谱写了一曲曲
感人的乐章，充分体现了浙农人的
无私情怀，展现了浙农集团的社会
担当。

一方有难 八方支援
集团员工踊跃为农商学院受灾学生捐款

办公室 金鼎
5月 4-5日，集团公司董事长汪

路平赴基层联系点浦江农批市场项目
调研，并拜会了浦江县县长程天云、副
县长王红玲等领导。双方就加强协作，
共同建好浦江农批市场等问题进行了
深入交流。

汪路平表示，浦江项目是浙江
农资集团介入农批市场建设的首
个示范项目，也是为农服务工作转
型的重要项目，得到了浦江县领导
的大力支持。他感谢浦江有关部门
一如既往地关心项目并帮助企业

解决实际困难。程天云县长表示，
浦江县政府非常欢迎浙江农资在
浦江投资，希望浙江农资把浦江农
批市场项目做成当地的示范项目，
真正把市场建设好、运行好，实现
多赢。他希望项目公司结合实际情
况深化完善方案，保证该涉农重点
项目有序推进。
在浦江期间，汪路平在实业投

资董事长戴红联等陪同下到浦江
农批市场项目工地现场了解项目
进展情况，检查安全生产工作并听
取了项目公司关于项目建设和开

盘计划等有关情况汇报，帮助基层
联系点解决实际困难。他认真了解
了项目蓄客情况、开盘计划和存在
的问题困难，并与项目部有关负责
人就项目开盘方案进行了深入讨
论，要求项目公司班子进一步梳理
项目优点亮点，加大宣传推广，完
善明确项目开盘方案，确保做成当地
精品项目。

期间，汪路平还在浦江县副县长
王红玲及当地供销社相关领导陪同下
考察了有关农业开发基地和挂锁产业
集聚区等项目。

汪路平赴基层联系点浦江农批市场项目调研时要求

梳理优点亮点 做成精品项目

有一座桥，是我留下的理由

新津皖供销社考察团到访浙农

阳光下的吴哥

基奈峡湾冰川入海口

埃克塞特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