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东北过年
结婚之前，回家过年对于我这个诸

暨人来说是一个简答题，需要思考的无
非是何时回的问题。结婚之后，回家过
年变成一个论述题，到谁家过年在年前
一个月就成为两口子谈论的主要话题
之一。而今年春节，我是在东北的丈母
娘家过的，对于我这样一个吃货来说，
自然是对东北过年时吃的印象深刻。

在东北有句话叫：上车饺子下车
面。刚到家，丈母娘就端上来一碗热气
腾腾的手擀面，另有一碟湛青翠绿的
腊八蒜，吃一口面，就一口腊八蒜，一
股酸辣爽劲直冲脑门。就像南方过年
前陆续开始制作腊肠酱鸭，在北方过
了腊月初八，大家都会开始泡腊八蒜，
就是将蒜瓣去老皮浸入米醋中，装入
小坛封严，至除夕启封，那蒜瓣如同翡
翠碧玉。吃饺子面条的时候，就一碟腊

八蒜，蒜辣醋香溶在一起，扑鼻而来，
别有一番风味。

东北人爱吃饺子，饺子里花样也
多，而年三十包饺子的时候，放硬币是
传统项目，吃到硬币，寓意财源广进。
于是，除夕夜十二点的那顿饺子与其
说是一顿年夜饭，不如说是一个大型
家庭竞技游戏。平常再挑食的小孩子，
为了吃到钱，也会拼了命地往肚里塞。
大人们同样如此，嘴上不说，心里也是
卯着劲的，甩开腮帮子埋头奋战。对于
我来说，吃不吃得到钱是其次，夹起一
个个热腾腾的白菜猪肉馅饺子蘸一下
蒜酱油，扔到嘴里，甘甜的蔬菜，鲜香
的肉汁，弹牙的饺子皮，品尝美味才是
王道。当然了，我运气也不错，吃到一
个饺子，那“嘎嘣“一下被钱咯到牙的
感觉，也是除夕夜最美妙的记忆之一。

在东北，正月初七，十七，二十七，
叫“人日子”，这三天的传统是吃面条。
正月初七那天，丈人、丈母娘早早忙活
开始做炸酱面。自家擀制的面条，煮熟
过冷水后装碗，配上鲜炸的一碗油亮
亮的青辣椒肉末酱，撒上翠绿的葱末。
清香的黄瓜丝，白白的蒜末，红红的辣
油，看着就是种享受。一口下去，面条
劲道弹牙，满嘴唇齿留香。

常年工作在杭州，我们两口子与
岳父岳母也是聚少离多。春节的时候，
带着小孩回家过年，一家人团聚在一
起吃顿饭，就是一年中最幸福的时刻。
在过年团聚的时光里，一颗脆爽的腊
八蒜，一个热气腾腾的饺子，一筷头劲
道的面条……传递着亲情的温馨，相
聚的愉悦，天伦的快乐，家庭的幸福。

渊浙江农资 胡大为冤

综合报道
2月 19日，浙江省兴合集团第二十六次工

作会议在杭州召开。会议全面总结了 2015年工
作，深入分析当前面临的形势任务，研究提出“十
三五”期间集团经济发展总体思路，并研究部署
2016年工作。会议强调，“十三五”是兴合集团结
构调整、改革深化、创新驱动的关键时期，要深入
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
念，坚持翻篇为零、抢抓机遇、持续奋斗，以提高
发展质量和效益为中心，全面推进固本、调优、拓
新和控险工作，努力实现“十三五”集团经济转型
跨跃发展。省供销社副主任、兴合集团总裁何忠
民作了题为“创新驱动，转型发展，奋力实现集团
经济新跨越”的重要讲话。
“十二五”是兴合集团经济持续发展、全面提

升的五年，特别是 2015年实现总经营收入 802
亿元，汇总利润 15.8亿元，双双创出历史新高。
会议指出，过去五年，在省社党委坚强领导下，在
全体兴合人不懈努力下，集团走出了一条迎难而
上、开拓创新的进取之路，迈上了新的更大的发
展平台，成果令人振奋。“十二五”的经验归结到
一点，就是面对困难不懈怠，坚韧不拔，迎难而
上，开拓进取，努力实现企业平稳发展，致力走出
一条符合集团实际的转型突破、创新发展之路。
“十三五”期间兴合集团经济工作的总体要

求是：适应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的趋势性特征，
践行“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
深入贯彻中发〔2015〕11 号、浙委发〔2015〕17 号
文件精神，以市场开拓为先导，以提高发展质量

和效益为中心，以完善体制机制为依托，全面推
进固本、调优、拓新和控险工作，加大发展模式创
新、经济增长点培育和企业改革力度，提升为农
服务综合实力。

会议强调，2016年兴合集团经济工作思路
是：把握“十三五”开局契机，突出“稳增长、提质
量、促改革、控风险、补短板”的发展主线，着力优
化布局结构，着力创新发展模式，着力深化企业
改革，着力夯实管理基础，实现集团经济平稳持
续发展。

会议强调，做好“十三五”及 2016年各项工
作，关键在作风、在能力，要始终把思想、组织、
队伍建设作为推进工作的着力点，坚持抓好党
建促发展，贯彻中央、省委关于党建工作的部
署，加强和改进企业党建工作，强化党性党风党
纪教育，不断把政治优势转化为我们的竞争优
势、发展优势；坚持提升能力善作为，不断提高
现有干部职工队伍学习能力、实践能力和创新
能力，提高行业竞争的关键能力，积累锻炼一批
具备各类专业能力的队伍，改进领导方式，注重
发挥各个层面的积极性；坚持转变作风出实效，
进一步增强发展的紧迫感、责任感，以时不我
待、守土有责的担当，以滴水穿石、一抓到底的
韧劲，以不畏艰辛、不怕困难的勇气，尽职尽责
地把工作抓好。

会上，浙农控股集团董事长汪路平交流了
2016年工作思路，浙江农资、明日控股、金昌汽
车等子公司作典型发言。会议还表彰了 2015年
度创利优秀企业和 2015年度创新发展奖项目，

浙农控股集团所属 11家单位荣获创利优秀企
业，其中浙农爱普、金昌汽车包揽特等奖，投资发
展、惠多利、明日控股、华都股份等四家子公司获
一等奖，实业投资、石原金牛等二家子公司获二
等奖，金泰贸易、金诚汽车、金鸿进出口等三家子

公司获三等奖。金泰贸易的浙农植保专业合作社
联合社项目荣获创新发展二等奖，浙农爱普的西
班牙有机生物促进产品推广项目、明日控股的运
用点价方式创新业务操作模式项目荣获创新发
展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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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爆竹声中一岁除”，穿新衣、过新年，这是旧时我们对“年”的印象。随着经济越来越发达，
生活的物质条件越来越好，新衣随时能穿上了，爆竹在很多城市被禁放了……人们说，年味淡
了。然而，当我们结束一年的辛劳，踏进老家门时，看到爸爸妈妈熟悉的脸庞，听到熟悉的乡
音，闻到记忆中的味道，会发现，年还是那个年，有家人的地方“年味”就从不曾散去。

我家的 味 蓄积改革转型新动力 开创创业创新新局面
兴合集团公司召开第二十六次工作会议 浙农 11家子公司受到表彰

浙江农资 甘良
1月 29日，浙江省农资商品应用技术顾问

团 2016年新春茶话会在浙农现代农业综合服务
中心（余杭）举行，来自浙江大学、浙江省农业厅、
浙江省农科院的顾问团专家们齐聚一堂，为集团
农资经营服务工作献计献策。省供销社副主任沈
亚平，集团公司总经理李盛梁、副总经理王自强
及余杭区、瓶窑镇有关领导，集团职能部门及涉
农子公司负责人参加了本次座谈。

会议回顾了过去一年顾问团开展的为农服
务工作，听取了集团中农在线、农业服务中心工
作的进展情况汇报，并就下一步工作进行了探讨
交流。与会专家结合当前农业政策背景、现代农
业发展的方向，对集团为农服务工作、农资转型
升级方向、具体的农业项目等提出了中肯的意见

建议，并表示将继续为集团的为农服务工作提供
技术支持与帮助。

沈亚平对顾问团专家长期关心、支持并参与
省供销社、浙农控股集团公司的为农服务工作表
示由衷的感谢。他向与会专家介绍了供销社综合
改革的基本情况，并希望顾问团专家在推进浙农
集团从流通服务向全程化服务的转型过程中发
挥更大作用。

李盛梁对顾问团过去一年的工作给予了充
分肯定，并对专家们为集团为农服务工作提供的
支持表示衷心感谢。李盛梁向与会专家介绍了集
团公司 2015年经营情况，并指出 2016年宏观形
势更为严峻，集团农资经营转型工作任务更重，
希望能继续得到顾问团专家的大力支持，助力集
团为农服务工作质量再上新台阶。

省农资商品应用技术顾问团
举行新春茶话会

综合报道
1月 15日，控股集团公司党委召开专题扩

大会议，传达贯彻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和省委
十三届八次全会精神，集中学习《中国共产党廉
洁自律准则》和《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并
围绕省社党委在“三严三实”专题教育中提出的
“严以用权，真抓实干，实实在在谋事创业做人，
树立忠诚、干净、担当的新形象”主题要求，深入
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省供销社党委委员、直属
机关党委书记张悦到会指导，控股集团公司党
委书记汪路平主持会议。

会上，公司党委成员、领导班子成员对照
“三严三实”要求和群众意见建议，对自身 2015
年的工作、学习、思想和作风情况进行了全面汇
报，开展了深刻的批评与自我批评。既从工作中
找差距，又从思想上、党性上找原因，真正抛开
面子、揭短亮丑，深刻剖析问题、坦诚交流思想，
提出了个人努力的方向和改进措施。

张悦在听取了同志们的发言后表示，本次
会议准备充分、内容丰富、重点突出，与会同志
的发言触及思想、触及灵魂，既达到了贯彻精
神、深化认识的目的，也发挥了提振信心、明确
思路的作用，更体现出浙农集团党建工作的水
平和成效。她希望公司党委进一步梳理消化会

议内容，完善整改意见，明确整改时间，实实在
在地把会议成果转化为自觉行动，更好促进企
业党的建设和经济发展。

张悦同时强调，浙农集团党委要引导所属
各级单位继续高举为农服务大旗，坚持社有经
济宗旨不动摇，在确保企业发展的同时做好服
务“三农”各项工作；要积极贯彻“五大发展”新
理念，形成转型升级新格局，加强企业重大战略
谋划，加快盈利模式创新，加大资本市场对接，
打造员工创业的升级版；要履行好党风廉政建
设的主体责任，加强廉政教育和人才管理，确保
企业干部队伍风清气正、廉洁高效；要十分重视
人才培养和干部储备工作，形成理念一致、年龄
分层、能力互补的后备人才梯队。

汪路平在会上强调，公司党委和领导班子
成员要进一步统一思想、凝心聚力，共同落实各
项整改措施，确保各项经营管理任务圆满完成、
确保班子建设有序推进、确保企业可持续发展。

会议确定每位领导班子成员 2016年重点
联系两家以上基层单位并帮助每家单位完成若
干项重点工作。会议还听取了党委办公室关于
2015年党员发展有关情况的汇报，审议决定了
有关组织发展事项，同时对集团各级党组织全
面加强企业党建工作进行了研究布置。

忠诚干净担当 谋事创业做人
控股集团党委召开专题扩大会议

办公室 陈江
2月 16日 -18日，在刚刚结束春节假期后，

控股集团公司董事长汪路平、副董事长李盛梁等
领导便开展走访调研活动，向集团员工问候新
春，与经营管理骨干共话新年新发展，深入探讨
企业经营管理各方面工作，凝集智慧、增进团结，
共促新一年和“十三五”良好开局。

汪路平、李盛梁首先来到浙江明日控股集团
有限公司调研，听取明日控股班子成员有关塑化
市场行情分析及塑化板块创新发展思路的汇报，
勉励明日控股再接再厉，提升行情研判能力，办
好新型塑化电商平台，加快模式转型探索，推进
仓储物流设施建设，持续提升盈利能力和企业竞
争力。

随后，两位领导又前往浙江金昌汽车集团有
限公司、浙江浙农爱普贸易有限公司和惠多利农
资有限公司慰问调研，对三家企业新一年的工作
思路给予指导。两位领导强调，金昌汽车、浙农爱
普和惠多利是浙农集团在汽车、农资两大主营业
务板块的核心企业，承担了集团对接资本市场和
实施“十三五”规划的基础性支撑作用。当前及今
后一段时间，三家企业务必继续坚持大局意识、
整体观念，强化员工、团队和企业间的价值共通
性，摆正业务经营、企业发展与集团战略间的关

系，克服困难、同心同德，为集团顺利完成阶段性
重大工作做出更大贡献。

期间，集团公司还组织召开了由控股集团本
级部门助理以上干部和农资集团本级部门主要
负责人参加的管理工作务虚会。

汪路平在会上指出，集团本级管理部门应积
极适应企业分立重构后的新管理体系，努力在增
强企业凝聚力和提升企业形象上有新举措，在帮
助子公司解决困难问题和关心员工生活方面有
新作为，在推进浙农战略性工作和新一轮发展中
有新担当。汪路平强调，要重点研究股权管理创
新、转型项目支持和用人激励机制等工作，运用
新型管理手段和工具提升集团管理能力和效率，
讲规矩、比创新，增进团结、增强合力，传播正能
量，服务新发展。

李盛梁则阐述了当前集团经营管理工作的
重点任务，要求大家适应企业分立重构后的新变
化，增强服务子公司的意识和本领，以实际行动
取得集团上下的认可与尊重。李盛梁表示，浙农
事业的发展需要有事业心的高层，也需要有进取
心的中层和有责任心的基层，希望公司管理骨干
踏踏实实做好管理服务工作，使浙农事业得以发
展和兴旺，使浙农文化得以传承和发扬，使浙农
蓝图得以舒展和实现。

走访慰问 座谈鼓劲 共迎浙农新春新气象

汪路平李盛梁调研新年工作

2015年袁集团宣传工作在各部门尧各子公司的大力支持下有序开展袁
根据叶浙农控股集团新闻宣传管理办法曳有关规定袁评选惠多利农资有限公
司等 3家单位为 2015年度新闻宣传工作先进单位袁 评选金诚汽车虞佳等
7位通讯员为 2015年度优秀通讯员袁具体名单如下院

优秀通讯员

金诚汽车 虞 佳
金昌汽车 许雯萱
金诚汽车 金凌晓
金昌汽车 章 斌
华都股份 张文萃
华都股份 龚群涛
惠 多 利 范建政

新闻宣传工作先进单位

惠多利农资有限公司
浙江华都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明日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自我记事以来，春节期间，村子里都会邀请草台班子来唱大戏，连续
唱上两三晚。开场前，村里有声望的老人或村干部会到庵观里拜请菩萨
神祗前来看戏，一是感谢菩萨一年来的佑护，二是祈盼来年风调雨顺、村
民安康。开场次日的下午也会演一场，俗语叫“唱阳台”。看戏的热闹我
是“逢场必赶”，总觉得越剧的唱词很秀气，至于唱腔嘛，也大致能听出
个好赖来。

惠多利 范建政

唱大戏

小时候，年味是枕头下的压岁钱，是一身靓丽的新
衣，是灶台上的肉香和家门口的鞭炮声……长大后，年
味淡了，情却浓了。时常怀念记忆中妈妈的味道，那是
我心中最浓的年味。逢年过节，妈妈都会在家里做麦
果，热腾腾的小麦粉裹着菜馅儿搓成圆圆的形状，寓
意着团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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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麦果

写春联

岁末，念暖，于我们家，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贴春联。
今年的春联，由女儿书写，写得不太好，但花了心思。
一直觉得有些传统不能丢失或遗忘，“年味”仍旧是一
个不可或缺的存在。像新年伊始，家家户户门前贴着的
红红的春联，或是深深的祝福，或是浓浓的祈祷，或是
殷殷的期盼，来年的日子总归会是红红火火、春暖花开
的！

华都股份 马海菊

在胶东，蒸饽饽是过大年的重头戏，造型有圣虫、
猪头、大鱼、如意、寿桃、团圆饼等等。通常到了腊月二
十五六，家家便开始准备过年的大饽饽。一般做大饽饽
需要通过选料（面粉、大红枣、莲子、绿豆）、擀面、塑
形、盖纱蒸制等几道工序，随着蒸笼盖的掀开，雾气缭
绕中一只只形状各异的大饽饽就相继出了笼。面香扑
鼻，伴着耳畔的爆竹声，大大地一口咬下去，浓浓的年
味在嘴里荡漾开来。

华都股份 张文萃

蒸饽饽

儿时的记忆里，年关前几乎家家都要做上一架索
面。老家手工索面又称“长寿面”，逢年过节，家家户户
都会做一些招待亲朋好友。遇到街坊邻舍高龄做寿，
亲戚朋友特意送上手工索面佳礼，寓意长寿健康，代表
了对长辈的一片孝心。风尘仆仆回到家，吃一碗热气
腾腾的索面，清淡的麦香就从舌尖传递到全身，暖胃怡
情。手工索面，是传承，是年味，更是乡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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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索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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