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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身边榜样

生鲜团队的小伙子们
■兖州新合作
洛杉矶湖人队的科比被誉为美国
NBA 史上最伟大的球员之一。 在一片
赞誉中记者采访了他:“你为什么如此
成功呢？ ”科比反问道：“你知道洛杉矶
凌晨四点钟是什么样子吗？ ”
——
—题记
2015 年， 兖州新合作连锁公司果
蔬月均销售达到 150 万元，同比增长翻
了 3 翻。 当探寻生鲜团队的小伙子们
为何取得如此骄人的成绩时， 平日酷
爱运动的张正一和他的伙伴们引用了
科比的这句话——
—“你知道兖州凌晨
四点钟是什么样子吗？ ”
凌晨四点的兖州是什么样子呢？
道路幽静， 街灯如豆； 有时候满天星
斗， 北风呼啸； 有时候阴霾迷雾， 昏
黄无路； 有时候雷电交夹， 大雨倾盆
……而此时， 生鲜团队的小伙子们正
忙碌在息马地批发市场。
去年的冬天格外冷，息马地市场中
弥漫的臭鱼烂虾味也仿佛凝成了一条
条细丝，不时地锯割着人的鼻子和喉咙。
地上的烂菜冻成一个个冰坨，一不小心
就把装菜的小伙子们拌个趔趄。
“哎呦！ 抢个元宝！ ”一贯爱夸张的

王英明

张凯开始给大家抖笑料。
“凯哥，过年了，你想要红包了？ ”
“先给曹状发一个吧。 ”
此时， 大家你一言我一语的玩笑
峰哥，调整一下你的车。 ”张正一适
着。“
时地一声招呼， 大家言归正传。“干
活——
—”张凯拖着长长的声音，哈了口
白气，搓了搓耳朵。 大家又忙碌了起来。
这是一个平常的凌晨！
春节临近， 门店要货量日趋增加，
多时近达二十多吨。“大哥”孔德峰的
妈妈突然病倒了，“特种兵” 魏攀登主
动接过他的线路。 虽然商品可以保证
送到店，但时间却耽误不少。 生鲜挣得
就是“鲜”钱啊，送货晚了门店销售就受
影响，作为“老生鲜”孔德峰心里清楚这
一点。 第二天， 母亲尚在重症监护室，
他还是早早地来到市场。“我送完这趟
再去医院也不晚， 不然在医院里心也
不安， 反正去早了也是在走廊空坐
着。 ”几句宽人慰己的话，让大家五味
杂陈。 这时候，大家能做的，就是先装
满他的车，让他早一点送完。
今年门店象一个个突然爆发的
“小宇宙”，团购特别多，仅谷村店就订
出十几批近千箱桶油。 这些团购，除去

一部分由配送中心代送外， 大部分都
落在了生鲜配送分队身上。 新驿有 200
箱油需要送，九州方团圆有 300 箱油需
要送，长安有 200 袋米需要送……一个
个喜讯传来， 但却像一块块千斤巨石
压在这帮小伙子肩上。 装货、 送货、卸
货，不敢有片该逗留，如果中间停留一
会，团购方就有可能中午下班，那可要
等下午，若等下午，那一天的补（睡）觉
就耽误了！ 每天超额度的体力透支，让
这帮生龙活虎的年轻人终于抗不住
了，张凯、攀登、曹壮先后感冒。 但他们
不能因为自己生病增加弟兄们的劳动
量， 便晚上挂吊瓶， 白天不耽误工作。
本来三五天就该好的小感冒， 硬拖了
半个月。
我想起了对科比的采访。 也许，我
们生鲜队的小伙们没注意到过兖州凌
晨四点是什么样子， 但这有什么关系
呢？ 在寒风中、在酷热中，他们锤炼了
意志、积聚了能力、学会了担当、懂得了
付出。
“春节放假， 我们就可以好好休息
了！ ”
好吧，春节休息！ 节后，我们再出
发！

w 文学园地

过年飘来炸货香
■山东新合作
过小年回趟老家， 还没进院就先
闻到飘来的炸货香，在我们农村，把炸
鱼炸肉炸丸子等等凡是经油炸过的东
西都叫“炸货”，闻到炸货香，年味也就
越来越浓了，母亲像往年一样，把过年
用的鱼肉、 海鲜、 蔬菜和炸货早早备
齐，就等着过年了。
小时候，鸡鸭鱼肉不敢奢望，就馋
那飘着香味的炸丸子， 母亲做的丸子
说白了不是炸的，而是蒸的，因为那时
没有油。 母亲先把玉米面和少量面粉
放进碗里， 搅进切碎的葱， 再撒上点
盐，做成丸子，放进锅里蒸熟，然后再

放进擦过油的锅里，细火慢烤，直到表
面发焦，香喷喷的“油炸”丸子就算做
好了。“炸鱼”也是一样，鱼，都是我们
兄弟几个下河摸的， 母亲会把鱼拾掇
干净，然后把鱼放进坛子，一层鱼一层
碱土（在我们这里，把从河边收集的咸
土叫碱土，因没钱买盐，就用碱土代替
盐）， 过年时， 把鱼拿出来洗干净，像
“炸”丸子一样把鱼“炸”好，这样过年
最主要的二道菜就有了。 这也是我那
时最奢望的年货了。
近几年， 农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
变化，家庭收入不断提高，缺衣少油的

牢记行为准则
新修订的 《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
准则》（以下简称“准则”）和《中国共产
党纪律处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
为全体党员定出了高标准和必须坚守
的底线，体现了从严治党的要求，对党
的建设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
历史意义。 我们要认真学习贯彻两项
法规，高标准，严要求，切实把纪律和
规矩挺在前面。
进一步坚定理想信念。 全面从严
治党，靠党章党规党纪，更靠理想信念
宗旨。 《准则》作为党执政以来第一部
坚持正面倡导、 面向全体党员的行为
规范，紧扣“廉洁自律”主题，重申党的
理想信念宗旨、优良传统作风，为广大
党员干部确立了思想和道德的高标

陈军先
时代已一去不复返了。 就我个人而言，
随着新合作事业的不断发展壮大，收
入也颇丰， 我和周围的邻居一样也给
母亲买了电炸锅、电磁炉、电饭煲、电
炒锅、微波炉等系列家用电器，80 岁高
龄的母亲，用起这些电器得心应手，整
日笑得合不拢嘴，炸年货时，再也没有
了那种烟熏火燎。
闻着年货的清香， 看着母亲忙年
货时脸上洋溢的幸福笑容， 我由衷的
感慨，祖国，可爱的祖国，因为您的强
盛， 才有了老百姓今天幸福美满的生
活。

坚守条例红线

准。 理想信念就是共产党员的“根”和
“德”，理想信念坚定，百毒不侵；理想信
念动摇，百病丛生。
牢牢守住党规党纪的底线。 国家
法律是公民的底线， 党的纪律规矩是
党员的底线。 党的先锋队性质和执政
地位，决定了党的纪律必然严于国法。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治国必先治党，治
党务必从严。 新修订的《条例》突出了
纪在法前、纪严于法，坚持把纪律和规
矩挺在前面，列出了“政治纪律、组织
纪律、廉洁纪律、群众纪律、工作纪律、
生活纪律”六张约束清单，明确了党要
管党、从严治党靠什么管、凭什么治，
体现了全面从严治党的新要求， 是不
可触碰的底线。 党员， 特别是领导干

部，对自我的要求要更高，要严格对照
《条例》说话做事，确保一言一行合纪合
规。
坚持抓早抓小、防微杜渐。习近平总
书记指出：
“
一名领导干部的蜕化变质往
往就是从生活作风不检点、 生活情趣不
健康开始的， 往往都是从吃喝玩乐这些
看似小事的地方起步的。 ”《准则》和《条
例》给出的规定和要求都是具体入微的、
有形可照的， 我们每一名党员都要对号
入座，从自身做起，从
点滴做起，即行即改，
防微杜渐，有病早治，
发现问题早处理，不
能养痈遗患。
（纪检督察部）

光 荣 榜
一、集团公司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
（一）先进集体
一等奖：新合作瑞通公司
二等奖：十堰市新合作公司 兖州新合作公司
三等奖：山东新合作公司
湖南新合作公司
创新奖：新合作常客隆公司
（二）优秀店长、优秀经理
十堰市新合作
梁晓丽 饶 玲
新合作常客隆
张黎霞 张 迪
兖州新合作
郑书猛、杜凤娟
山东新合作
李荣霞
泰山新合作
许 峰
平顶山新合作
王俊杰
河南新合作
刘广生
延边新合作
赵敏杰
张家口新合作
张瑞新
陕西新合作
柏秀玉
灵宝新合作
王小丫
南阳新合作
龚占武
东台新合作
常 虹
新合作瑞通
侯剑伟
新合作广盛园
陈 辉
宁夏新合作
刘 鹏
湖南新合作
杨理玉
丰县新合作
任永超
河南卡地亚
朱晓凡
北京京瑞参业
候启华
（三）优秀员工
十堰新合作
江 波 庹 丽
新合作常客隆
张静文 金 花
兖州新合作
季文静 徐瑞瑞
山东新合作
鲍咏梅
泰山新合作
张翠翠
平顶山新合作
李凤军
河南新合作
陈战胜
延边新合作
邢建华
张家口新合作
任全红
陕西新合作
叶东峰
灵宝新合作
林鹏飞
南阳新合作
王伟东
东台新合作
韦春萍
新合作瑞通
胡文慧
新合作广盛园
高艳巧
北京京瑞参业
邱奉泉
宁夏新合作
李成荣
湖南新合作
林 俊 胡丽君
南通新合作
陈俊均
河南卡地亚
马梦飞

二.集团公司优秀通讯员
十堰新合作
兖州新合作
湖南新合作
张家口新合作
集团办公室
新合作瑞通

严月杉
肖敏
欧阳宪章
王建忠
查玉婕
尹爱滨

三.集团总部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
（一）先进集体
1、人力资源部
2、财务部
（二）优秀员工
办公室
财务部
企管审计部
企划部
运营管理部

陈召金 李好滢
张海姣
赵一可
杨桦
王薇 胡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