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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24 日晚，种子酒“柔
和大师”上市发布会在淮北矿
业会议中心举行。作为金种
子的老品新款，将承前启后，
助推金种子走向新辉煌。

骨子里有传承，灵魂里有
创新，有人说这就是金种子的
基因。在中国白酒的发展长
河中，金种子酒是一枚金字招
牌。“柔和大师”的上市，不禁
让人回想起柔和金种子的辉
煌战绩。在“柔和、馥合”两大
品类共谱之前，是专属“柔和”
的独奏时代。2005年，经历改
革后的金种子，开天辟地般的
首创了柔和种子酒并推出上
市，在以香型为主导的白酒市
场掀起一股“柔和风暴”。那
时的白酒行业刚历经一轮技
术、产业的革新，不少企业开
始谋求新的出路。对此，金种
子毅然决然开行业之先河，提
出白酒品质未来升级的方向
是“柔和”。此后，“柔和型”种
子酒，一度成为金种子酒的品
类标签和价值属性，不仅引领
了行业由香到味的潮流，还开
创了一个品类新时代。

经典的柔和种子酒，是一
款柔和型白酒，口感绵柔无比，
不冲不刺。此酒在酿制的时
候，以东北绿色基地生产的优
质高粱和优质小麦为原料，全
程用绿色环保的恒温蕴藏法工

艺酿造，突破性地分离了醛类
化合物。正是恪守了一丝不苟
的传统工匠精神才酿造出了品
质与健康兼具的好酒。也正因
为它焦香浓郁，优雅绵柔，绿色
健康，才会数十年来深受消费
者的喜爱与追捧。

过去，金种子应势而谋，
倾力打造了柔和型金种子，引
领了白酒品质发展的新方
向。可以说，柔和种子酒的大
胆创新，是金种子品类发展历
程的关键节点，也正是如此，

“柔和”成为金种子品质的标
签。但企业的发展方向也与
整个消费市场牢牢挂钩。新
消费形势的发展，带来了消费
者需求层面的变化，循着消费

市场“味道”的变迁，金种子不
断地进行转型与升级。柔和
大师正是金种子应时而生的
新品，是金种子基于“流量战
略”，全面激活柔和品类，应对
省内现有体量最大价位竞争
的全新利器。

金种子酒业股份有限公
司总经理张向阳表示，“柔和
大师”系列地推出，不仅是对
柔和产品的包装升级、品质升
级，更是对柔和品牌品质的提
升。“柔和大师”延续了柔和种
子酒的“首创柔和，柔和型白
酒开创者”“口感绵柔无比”、

“酒体极度纯净”“连续畅销16
年”的独特优势，又在新时期
赋予了“全程大师酿造”“老酒

多更柔和”品质内涵。
“吃水不忘挖井人，致富

不忘回报社会。是淮北广大
消费者让我有了今天的成就，
我一定饮水思源，为社会多做
贡献。”金种子淮北总代理、淮
北金聚源商贸公司董事长陈
树荣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陈树荣于上世纪80年代
参加工作。企业改制后，陈树
荣主动辞职从老家涡阳来到
淮北从事酒类营销。因为勤
劳能干、讲诚信，他的公司很
快在淮北市白酒销售行业小
有名气，如今发展成为年销售
额上亿元的企业。“来到淮北，
我脚踏实地地用一辆板车、一
个人、一个小卖店，一点一滴

做起。”回忆创业之初，陈树荣
感慨万千。生意越做越大，别
人问他有什么生意秘诀，他认
为“商也有道，诚为商道”，没
有诚信的企业不能发展壮
大。陈树荣始终坚持产品要
高品质，让用户购买产品时确
实能得到实惠。企业要赢利、
要追求效益，但要赚合理的利
润，所以要做有诚信的企业
家。正因为这样，他的客户也
越来越多。他的企业也多次
被省市评为“守合同重信用企
业”“AA级信用企业”“年度诚
信单位”等。

随着企业不断发展壮大，
心系家乡的陈树荣其实早早
地在心里就下了决定，一定要
为社会的发展做点事。近二
十年来，陈树荣积极回报社
会，把利润的一半以上用于公
益慈善事业，向淮北市社会公
益事业无偿奉献 1700 余万
元。陈树荣多年来的善举得
到社会的广泛赞誉，也受到各
级政府和部门的表彰，他也连
任市慈善协会第二届、第三
届、第四届常务副会长，并先
后荣获“淮北市首届明星奖”

“烈山区慈善奖”“杜集区草根
慈善之星”等称号，所在企业
荣获“淮北市爱心企业”“淮北
市双拥工作模范单位”等称
号。

日前，省文明委公布了《关
于命名第七届安徽省道德模范
的通报》，淮北矿业集团临涣选
煤厂选煤化验班班长郭清玲当
选第七届安徽省道德模范。

她是公婆的好媳妇，她是丈
夫的好妻子，用大爱撑起了命运
多舛的家。在淮北矿业集团临

涣选煤厂，郭清玲孝老爱亲的故
事令人感动。她多年如一日无
微不至侍奉公婆，用无私的爱温
暖着家庭，用勤劳、吃苦和孝顺，
诠释着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1996年春暖花开时，郭清玲
与丈夫杨建中组建了幸福温馨
的家庭。杨建中是芦岭矿医院
的一名救护车驾驶员，经常加班
加点。郭清玲知道这份工作生
命攸关、责任重大，操持好这个
家，让丈夫后顾无忧，就是作为
妻子能给与他最大的支持。

1997年4月的一天，婆婆因
脑梗塞被送进了矿医院抢救
室。当时丈夫出车在外，年迈的

公公体弱多病，照顾婆婆的重担
全落在郭清玲一个人身上。那
时，她已经怀孕八个多月，每天
买菜、烧饭、送饭、上班，从家到住
院部四楼来回七八次。婆婆看着
她挺个大肚子来回奔波实在是心
疼，病未痊愈就出了院，而在婆婆
出院的当天，郭清玲因劳累过度
出现分娩前兆送进了医院。就这
样，这个家迎来了新的生命，增添
了许多欢乐和笑声。

2002年2月9日早上6点多
钟，郭清玲丈夫不幸出了车祸，
颅脑严重受伤，后脑勺 12 厘米
伤口缝了 20 多针，身体其他部
位也有不同程度受伤。后来郭

清玲见到丈夫时，他穿的棉衣全
部被血浸透，头上裹满纱布，整
个人没有意识。郭清玲强忍着
泪水推着丈夫化验、拍片、做
CT、做 B 超……丈夫每天还要
24小时输液，她不得不抛下4岁
多的孩子，白天黑夜抱着丈夫希
望他不那么痛苦。

她每天靠在病床上抱着丈
夫输液，并不停地对着他说话，
讲他爱听的故事，聊他们恋爱时
的趣闻。在她的精心照顾下，两
个月后丈夫竟奇迹般地恢复了。

2006年，不幸再次降临这个
家庭，郭清玲的公公因病去世，
老伴的离去让婆婆陷入崩溃。

每当看到婆婆呆呆地坐在门槛
上、目光无神地望着远方，郭清
玲的心犹如被针狠狠地扎了一
下。郭清玲与丈夫商量后，决定
让婆婆搬到自己家里来。她想
着换个新的居住环境，老人天天
见到儿子和孙子，慢慢就能抚平
失去至亲的悲痛。

那几年，郭清玲每天做饭
前，都要先询问下婆婆：“妈，今
儿想吃点啥？”晚饭后，她都要陪
着老人到小广场溜达溜达，鼓励
老人跟着跳广场舞的人群一起
锻炼身体。老人抢着做家务时，
郭清玲也不拒绝，婆媳俩乐呵呵
地一起洗碗、择菜……“让老人

做家务，就是要让老人感觉自己
对这个家‘有用’，这点特别重
要，能让老人体会到自己的价
值。”郭清玲说。

从小耳濡目染，年幼的儿子
有好吃的都要留给奶奶，写好作
业争着陪奶奶聊天、散步。看到
祖孙俩天天其乐融融，郭清玲的
心里也甜滋滋的。

美好的时光，被一纸诊断书
打破。2011年，婆婆被查出十二
指肠乳头癌。在省立医院，郭清
玲守着术后鼻腔、腹部插着输氧
和导流管的婆婆，一刻也不敢打
盹，24小时血压监测、心电监护，
麻药期间时刻不断地呼唤着她，
不停地用棉签沾水为她润唇。

化疗期间，婆婆吃啥吐啥，
瘦得皮包骨头，只能靠输液维持
生命。“老人年纪大了，治疗效果
也不好……”连续化疗了 4 次
后，医生婉言道。望着病床上的

婆婆，昔日一家人幸福点滴全涌
现在眼前，泪水夺眶而出的郭清
玲说：“有娘在的家，才完整。有
一丝希望，我都不会放弃。”

为了让婆婆早日康复，她开
始认真学习护理知识，合理搭配
饮食，陪婆婆聊天，疏导心情，每
次吃饭能够多喂下一口，她都觉
得辛苦是值得的。辛苦与坚持
最终把婆婆从死神手中拉了回
来。如今，婆婆逢人就说：“我能
有这么一个暖心的儿媳妇，真是
我上辈子修来的福气啊！”郭清
玲却觉得：母慈子孝，相互关爱，
能有这样的家，这分明是自己上
辈子修来的福气啊！

质朴、善良、乐观、坚强的郭
清玲，先后荣获安徽省学比创争

“先进个人”，淮北市“百名孝心”
“劳动模范”，淮北矿业集团“劳
动模范”“最美家庭”“巾帼岗位
标兵”等荣誉称号。

苏雨朦，是市人民医院急救
中心的一名护士。平日在工作
中，她特别爱笑，尤其是对小病
患时，笑容更加温暖可亲。

“当一个女人选择成为一名
军嫂的时候，也意味着选择了艰
辛和孤独，生活中更多是与艰苦
相携，寂寞为伴。所以，我要笑
着面对生活和工作，在辛苦中找
到一些甜美。”苏雨朦嘴角上扬，
眼睛里似乎有星星在闪烁。

丈夫吴明，陆军边防某团保
障处装备保障股股长。两人相
识、相恋到结婚的10余年来，苏
雨朦全力支持吴明投身部队建
设、专心国防事业。

“嫁给我，你就成为军嫂，独
自一人在家会很辛苦。”结婚时，
吴明疼惜地说。

“嫁给你，我会全力支持
你。放心吧，我能撑起这个家！”
苏雨朦仰着小脸，傲娇地说。

婚后，她一直坚守着这份承
诺。

上班工作，操持家务，照顾
年老体弱的父母，照顾年幼的儿
子，她用柔弱的双肩默默地支撑
起一个温暖的家。由于她的关
爱和支持，吴明同志全身心地投
入到工作中，出色地完成了部队
的各项任务，多次受到表彰，并
在陆军组织的比武竞赛中取得
单科目第一、总评第七名的好成
绩，被新疆军区表彰三等功一
次，并被所在军分区评选为首届
年度榜样。

“我几乎不抱怨，习惯了报
喜不报忧，他在部队里，只有心
踏实才能做好工作。”苏雨朦笑
着说。

儿子刚满一岁，夜里发烧到
40 度，她用棉衣裹着儿子去医
院。夜很深，风很冷，她心急如
焚。直到儿子打上点滴，躺在病
床上沉沉睡去，她才惊觉自己已
是满脸的泪水。

“想给他打个电话，哪怕是
听听他的声音，都会觉着多些力
量。但是，不能打，他又不能赶
回来，只能在部队里担心。”苏雨
朦说，每次老人或者孩子生病，
是自己最感到无力的时候。但
是每次，她都是鼓励自己：苏雨

朦，你要顶住！
丈夫是属于军队这个大家

庭的，自己不能因小家而误大
家。作为一名军人的妻子，这些
都是她应该承受的。

也许是耳濡目染，苏雨朦工
作中不知不觉带着一丝军人作
风：牢记职责使命，事事不甘落
后，做事雷厉风行，被人笑称“走
路都带风”。

干一行、爱一行、钻一行、
精一行，想病人之所想，急病人
之所急，用真心换真情。用苏
雨朦的话来说就是：“我们是白
衣天使，必须全力以赴！”尤其
是怀孕的那段漫长时光，她每
天上下班来回奔波，克服了严
重的妊娠反应，还有骑车上下
班劳累等种种困难，毅然坚持
到临产的当天才请了产假。每
次院方有任务下达，作为科室
业务骨干的她，总是第一个报
名，并很好地完成各项任务，得
到了领导、同事和病人的认可
和好评。2018 年，她获评淮北
市“向上向善好青年”。

“成为军嫂好，能真切地感
受到自己的成长。”苏雨朦眉眼
弯弯。她不再是独立的自己，
不再有那么多属于自己的时间
和空间。“好几年没有在实体店
里买过衣服，没时间也没多余
的闲钱，学会了精打细算地过
日子。”

家里的大事小事都和公婆
商量，大部分的工资收入用在接
济父母、还房贷和儿子的教育费
用上。“看着老人身体健康，看着
儿子一天天长大，心里就觉着美
滋滋的。”

成长不是一蹴而就，其中饱
含着一名军嫂的付出和担当。

“哭过，尤其是孩子生病时。近
两年，眼泪少了许多，因为自己
越来越强大，遇到难题也能自己
扛。”苏雨朦俏丽的脸上漾着一
丝微笑。

“作为一名军嫂，虽然会感
到辛苦，但我始终觉得就像嫁给
了一座大山。”苏雨朦说，虽远隔
千里之外，但与丈夫的心却是时
刻相连。有时丈夫的一句谢谢
你，便会让她红了眼圈。

“我守家，你卫国。”苏雨朦
用行动展示了新时代军嫂的卓
越风采。

市保安有限公司党支部不
久前收获一项国家级荣誉——
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公司党
支部书记吴信威说：“这是对基
层党组织的最高荣誉，也是对
我们基层保安队伍的最高褒
奖，更加坚定我们在各项工作
中不断取得新成绩的信心和决
心。”

淮北市保安有限公司属国
有企业，1989 年 8 月成立时同
步建立党支部，后2015年转型
改制到市建投控股集团有限公
司。近些年，公司党支部坚持
党建引领，明确“1234”工作思
路，打造金融安保“移动堡垒”
品牌，实现党的建设强、企业发
展好的双赢局面，2020年营业
收入5000万元，利润1000余万
元。

吴信威告诉记者，“1234”
党建工作思路，即围绕高质量
发展“一个中心”，发挥党支部
战斗堡垒和党员先锋模范“两
个作用”，通过党支部“点”的引
领力、党小组“线”的推动力、党
员“面”的辐射力“三力联动”，
实施夯基塑魂工程、“三心”服
务工程、融合提升工程、初心砥
砺工程，提升本职业务能力的
同时，更好地服务社会。

公司党支部现有党员 68
人，下设7个党小组，党员年龄
平均在 39.2 岁。目前，业务范
围涉及武装押运、人力防范、物

业管理三大块，其中武装押运
是主业，肩负全市14家金融机
构的日常送款、武装守库等安
全押护工作。出于岗位性质特
殊考虑，从业者均从退役军人
中择优录取，无论是政治面貌、
心理素质，还是应急处置能力
等都有一定基础，也为公司打
造专业化队伍奠定坚实保障。

为了进一步强化党员教育
管理，公司建立党员教育管理
全覆盖机制，开办“晨党课”“车

厢党课”“初心课堂”，利用押运
队员晨训前15分钟、接送款间
隙等组织学习，讲述党史故事、
身边典型事迹，分享学习感悟，
将学习融入日常、抓在经常。

为了进一步做优“三心”服
务工程，公司上下坚持用心服
务念好“安全经”、诚心服务铸
就“金招牌”，夯实国企发展根
基。将服务范围划分 7 大片
区 45 个网格，遴选能打善战
的党员、入党积极分子 130 余

人担任网格员，通过“党员示
范岗”“党员示范车”“党员包
保责任区”等活动，推行“四
防 ”“ 四 勤 五 要 ”“ 两 要 两 注
意”隐患排查安全确认法，实
现安全“零事故”、服务群众

“零距离”。
疫情防控期间，公司成立

12支党员阻击队、3支志愿消杀
队及“橄榄绿”接送医护人员爱
心车队，全面防控277个金融网
点，保障全市金融机构平稳运

转。在抗洪抢险一线，公司组
建7个“尖刀班”，连续奋战三天
三夜排水垒垛，帮助银行挽回
经济损失近1.5亿元。淬炼“雷
霆战队”，在山火突发时，70名
突击队员快速集结，及时消除
火患，守护绿水青山。作为全
市应急处突机动力量，每年定
期参与全市反恐演练，锻造安
保“铁军”，近年来，参与人员达
700余人次。助力“平安淮北”，
近两年来，配合公安机关抓获
犯罪嫌疑人15人，收到市民送
来的锦旗10面、感谢信8封，挽
回经济损失800余万元。每年
全市血站告急时，组织党员干
部无偿献血，年均献血量达
3万毫升，被市中心血站授予无
偿献血“爱心大户”。

每一位党员干部都用实际
行动践行退伍不褪色的初心使
命。在他们中间，涌现出全市
抗洪抢险救灾优秀党员、全市
劳动模范、市“五一劳动奖章”
获得者等各类先进典型 60 余
人。他们的精神也感染了身边
员工，近两年先后有 200 多名
员工递交入党申请书。

当前，公司正稳步实施基
层组织融合提升项目，推深做
实“双培工程”“党员师带徒”，
分类培养、分层施教；实施薪酬
激励融合提升项目，建立效益
工资管理制度，完善“双序列、
多职级、宽通道”成长机制，连
续4年薪酬增幅超过10%，逐年
提升了员工幸福指数。

柔肩撑起千斤担
——记第七届安徽省道德模范、淮北矿业集团临涣选煤厂选煤化验班班长郭清玲

每个人对幸福都有不同的理解。对于苏雨朦来说，幸福
则意味着更多的付出：对工作的投入，对家庭的关爱，对丈夫
的支持。7月26日，得知自己当选为淮北市“最美军嫂”时，
这位“90”后军嫂的笑容如向阳花般灿烂——

我守家 你卫国

幸福的苏雨朦一家。

种子酒“柔和大师”在我市上市

行动践行初心使命
——记“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市保安有限公司党支部

吴信威在全国“两优一先”表彰大会上领奖。（资料照片）

■ 记者 王陈陈

■ 记者 徐志勤 实习生 孙一菲
通讯员 石晓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