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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去冬来，转眼间，花开花谢，一年回首，满怀感

恩，满怀憧憬。人事更迭，让我懂得了坚持就有收获，

付出才能体现价值所在，坚持原则才会得到大家的尊

重。微笑服务，不仅温暖了别人，也快乐了自己。

五年来，金正大的新理念，改变了和改变着厂区，

一眼望去整个公司生机勃勃，欣欣向荣。当我刚刚进入

公司的时候，我的内心就充满了一种神圣感。这种感

觉，是一种“天生我才必有用”的信念;这种神圣感，是

对于企业美好前途的憧憬和向往。我一直相信，付出总

有回报，奉献总会收获，努力就会有结果;我更加相信，

只要拥有一颗感恩的心，世界上就没有跨越不过去的

河，也就没有逾越不过去的山峰。

曾记否，装车夜战，完成任务，大汗淋漓的那种畅

快；曾记否，客户大会，圆满成功，收获颇丰的那种喜

悦；曾记否，慰问职工，那双颤抖的手，曾记否……那

种对企业的不舍，让我更加珍惜与金正大的缘。伴着金

正大前进的步伐，珍惜现在，期待未来。

                                 （郸城公司综合部  仵丽娜）

人生就像是一列火车，在每一

节车厢里，有人上车有人下车。有的

人是生命里的一位过客，匆匆而来匆

匆而去，或美好或伤悲。而有的人陪

伴我们走过生命的一半，甚至直至终

老。风风雨雨一起走，艰难困苦并肩

行。没有过多的言语，或许只有一个

眼神，一抹微笑，一个拥抱，一句

“加油”，足以让我们信心倍增。

有一组照片让我最为感动。那是

金正大的创始人的一张合照。黑白的

照片，衣着简朴的“农民”，手里拿

着农具。脸上带着必胜的信念望着前

方。从那张照片拍摄到今天，已经有

十七年了，今天，在金正大这个集体

里，还有他们的身影。十七年，六千

多个日日夜夜，从一个直径一米八的

帐篷到今天的十二个生产基地，究竟

遭受多少风餐露宿，日晒雨淋？究竟

有过多少失败和打击，碰壁和嘲讽？

但是，他们留了下来，为了最初的梦

想，他们相互扶助走到了今天。金正

大就是他们的家，不曾放弃。他们陪

伴着彼此，陪伴着金正大成长。

因为陪伴，生活不会孤单；因

为陪伴，人生有了意义。感谢那些一

直陪伴我的人，感谢曾经陪伴过我的

人。那份感情，如酒一般，时间越长

越醇香，如好书一般，越品越有味

儿。珍惜这份情，珍惜这份义，无需

过多语言，因为陪伴才是最长情的告

白。

  （金正大诺泰尔公司综合部  田洁）

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

实习，与其说是经历，不如说是

一场心灵的旅程。

六月下旬，我进入公司，从此

开启了我的心灵之旅。在领导的安

排下，我来到了电气部水溶肥班，

主要是现场维护电气设备、巡检电

机。刚进入公司的我什么都不懂，

更别说社会经验，但在同事的热心

帮助和带领下，度过了一次次的难

关，给我的心灵之旅增添了五彩缤

纷的颜色。

同事们待我如兄弟，有什么欢乐

都大家一起分享，和他们一起的日子

里，我每天都欢笑度过。我们是一个

集体，更是一个大家庭。生活在这个

大家庭里，旅途是如此的阳光明媚，

让我快乐地成长着。

经过六个月的实践，我学会了怎

样更好地与他人交流，学会了如何将

在学校学习到的理论知识融入到具体

的社会实践的工作中，更学会了在心

灵的旅程中享悦完美的篇章——团队

的力量。

心灵之旅，痛过，笑过，点点滴

滴，都不曾忘过。我会谨记过往，拥

抱未来。

（金正大诺泰尔公司电气部水溶
肥班  王万富）

心灵之旅

2015年，我收获了来自一群人的爱和满满的感动，

他们用爱传递温暖，用爱陪伴千里之外的孤苦孩童，度

过漫漫寒冬。

10月底，陪朋友去黔东南拍毕业作品，青春热血的

年轻人，一头扎进大山里，想用自己的力量，让更多的

人关注到这个偏远的深山，孤单的校园和一群可怜懂事

的孩子们。

凄苦的环境突破想象底线，纳汪小学在半山腰，海拔

2000多米，贫穷落后，交通闭塞，孩子们衣衫破旧，家徒

四壁，可是他们依旧乐观的面对生活，对知识渴求，对阳

光热爱，这一切不禁让人潸然泪下。我将所见所想，通过

微信、微博发布出去，不多时便收到了全国各地好友的回

复，那些天我一直被感动包围着。公司很多同事积极捐赠

衣物，给孩子们带去了温暖和支持。远方的一颗颗爱心，

让我深深体会到了爱无疆，爱无言。

            （金正大诺泰尔公司综合部  李晓晓）

桂冠之下，再上征程

回忆收获，憧憬未来

这一年的味道

这一年，为了达成那个美丽梦想，他又一

次背起行囊，踏向远方。带着对家乡的思念，

告别亲朋好友，走到了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

开始去追寻那个可以让梦境中的麦田变为现实

的魔法。

这一年，他从一个麦田美梦的空想者，孜

孜汲取着这个新世界的知识，慢慢成长为一个

懂得魔法的魔法师。

就是这一年，他随着梦想的指引，很庆幸

走进了这么一个处处充满着激情的红色，承载

着“世界领先的植物营养专家和种植业解决方

案提供商”愿景的地方。在那里，他遇到了一

群“志存高远，追求卓越”的同路人，怀揣着“引

领行业技术进步”的使命，用汗水和责任恪守

着“袋袋是精品”的准则。在这个地方，那美

丽麦田的守望梦似乎并非那么遥不可及，他看

到了让梦想开花的希望。      
           （驻马店公司仓储部 李泓卫）

金色麦田的守望

还未来得及回望，2015年这三百多个

日夜已然而过，这一年，匆匆的来，又匆匆

的走，仿佛就是那么一瞬间。点燃回忆，细

数这一年的每一天，走过的每一步，泪曾洒

过，汗曾流过，辛苦与快乐交响成一首动人

的歌。

这一年，我们用埋头苦干书写奉献。作

为公司的综合保障部门，我们承担的任务是

繁重而琐碎的，我们立足岗位实际，一次次

讨论，一次次实践，整理工作思路，解决工

作困难。我们抱着“小事干好是小事，小事

干不好是大事”的原则埋头苦干，力争为公

司打造优美舒适的办公和生活环境。

这一年，我们用服务创新赢得掌声。为

了打破日常工作的束缚，丰富广大职工的文

化生活，我们集思广益，实地调研，举办了

多次精彩的职工活动。春暖花开时的登山活

动，舒筋活骨；凉爽夏日里的露天电影，温

情怀旧；丹桂飘香时的邻居节，睦邻友好。

每一次活动结束后，欢笑和掌声都是辛劳和

汗水的最好回报。

捐赠爱心，筑起希望，是这一年冬日里

的主题。当我们看到贵州贫困小学生的生活

现状，内心触动，马不停蹄组织爱心捐献，

将一批批过冬物资邮递，帮助他们重拾生活

信心，用我们的爱心筑起他们对生活的希

望。

这一年，有好多闪亮的记忆，我们将

带着这些记忆、温暖和掌声，整装齐发迎接

2016，迎接下一个传奇。           
                   （临沭公司综合部  王雪）

日月如梭，昨天仿佛还是夏日炎炎，瞬

间便已到白雪皑皑的寒冬。在感慨叹息中，

2016 悄然向我们走来。回望 2015，金正大

的国际化卓有成效。在感受金正大向国际化

迈进的同时，作为其中的一员，我为见证其

发展壮大而感到荣幸。国际研发中心的成立，

欧洲特种肥料中心、国际生物肥料和液体肥

料中心、国际水肥一体化中心、国际销售物

流和结算中心的国际化创赢布局，无不让人

感觉到金正大团队的狼性精神。在这个朝气

蓬勃、渴望成功、追求卓越的团队中，我们

不断调整自己的心态，跟紧金正大的国际化

发展步伐。这一年，我们的国际化吸引了来

自美国、澳大利亚、西班牙、以色列、巴西

等国际上农业领域的优秀人才。这一年，我

们在美国洛杉矶成立北美办事处。这一年，

我们在美国、德国、以色列分别成立了国际

研发中心。

这一年，我们为引进更多的国际化人才，

国际上顶尖的行业技术专家努力着。

这一年，我们为实现出口额占集团营业

总额 20% 的目标奋斗着。

这一年，我们为引领金正大全面实现国

际化拼搏着。

这一年，我们在这里工作，我们在这里

成长，我们在这里生活，我们在这里向往……

雄关漫道，征程正远。奋进的国际业务

中心的同事，正用一种扎实的工作作风开创

着金正大国际化新纪元；用一种开放奋进的

创业激情谱写着发展巨变的华章！

       （股份公司国际业务中心  解灵艳）

奔向国际化

我们这一年

时间悄然走过，在光阴荏苒中，

我们告别了精彩的2015，迎来了崭新的

2016。

2015，我们经历了许多令人振奋、

值得记忆的时刻，有激情澎湃的瞬间，

有感人肺腑的画面，更有收获的喜悦和

满足。我们用辛劳和汗水书写着属于金

正大人自己的精彩，用同心协力的努力

让中国复合肥行业领导者的魅力凸显，

全面开启“中国领先”向“世界领先”

的新征程。

这一年，以潍坊诸城市相州镇金正

大农化服务中心落成为起点，集团100

家国际标准的农化服务中心项目建设迈

出了快速发展的第一步，从此，这一

“农化服务”模式在全国遍地开花。

这一年，我们开启肥料“套餐”新

时代，掀开了向植物营养解决方案时代

迈进的崭新一页。

这一年，集团两次组织专家学者、

农技推广人员、种植大户、农业科技带

头人，赴以色列考察现代农业发展之

道，“走出去”与“引进来”相结合，

以全球化视野探寻中国现代农业转型发

展新机遇。

这一年，金正大诺泰尔一期20万

吨水溶肥和中以合作的诺贝丰30万吨水

溶肥项目投产，实现了我国水溶肥的规

模化发展，也标志着中国与农业发达国

家在现代农业合作方面迈出了坚实的一

步，为我国水肥一体化技术推广和农业

转型发展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这一年，我们紧跟“互联网+”的

政策东风，打造了目前国内投资规模最

大的综合农资电商平台“农商1号”，

为农户提供农资线上线下一站式服务。

这一年，金正大北美办事处在美国

洛杉矶正式成立，集团在国际化的征程

中又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这一年，集团承建的“养分资源高

效开发与综合利用国家重点实验室”获

准批复建设，这是金正大建设的第7个

国家级创新平台，为金正大持续引领行

业技术进步和产业转型升级注入了强劲

的动力。

……

时光的脚步跨入2016年的门槛，全

新的一年，又是全新的开始。我们对新

的一年又有着不同的期许：或许期待创

业成功，或许盼望通过努力过上更好的

生活，或只是盼望能够多陪陪家人……

踏着2015的余晖，向初春的2016勇

敢迈进，或许怀念，或许期待，或许兴

奋，或许激昂满怀……本期，我们选取

了部分来自集团一线员工的稿件，让我

们一起来看一看，他们记载的2015的味

道和2016的心情。

记忆·2015这一年，我们跋山涉水，赢得

最后胜利；这一年，我们翻山越岭，

终于攀上巅峰；这一年，我们披荆斩

棘，一路所向披靡；这一年，我们无

所畏惧，尽显英雄本色。

这一年，我们说：让销量飞起

来！正如集团总裁助理、菏泽公司副

总经理杨宏海在年初的讲话一般，

2015年，菏泽公司“以三大动作为核

心，两点支撑为基石和一套体系做保

证”的理念为指导，通过彻底执行品

牌第一、5000亩一分销、两看一送三

大动作，配套VIP客户加人加车、加

钱加费用两大方面的支持来保障经销

商发展壮大，并通过全年各月重点工

作指引来分解动作，确保全体客户销

量突破，再创新高。这一年，我们的

五大专项各项成绩均名列前茅、我们

的套餐肥运动轰轰烈烈，我们的电商

平台如火如荼。

这一年，我们——菏泽营销团

队，热血豪迈，壮志不已，推动着各

项工作的顺利扎实开展；这一年，我

们众志成城、豪情万丈，如利剑横空

般逐鹿群雄，无可匹敌。

2016年，且看我们再擂战鼓、再

上巅峰！

     （菏泽公司市场管理部  李慧娟）

2015，羊年 / 我的本命年 / 老

辈说，本命年犯太岁 / 无喜必有灾

/ 而我，却成功的避开了这一魔咒 /

这一年，我把书念完 / 经历了人生

的重大选择 / 从西安到菏泽，进入

了——金正大

这一年我才知道 / 优秀的人是

如何把事情做好 / 这一年我才知道

/ 大格局的人是怎样为人处世 / 这

一年我学会，把自己长大/这一年，

我经历了人生第一次出差 / 和同事

一起，校园招聘 / 从夏天到秋天 /

我们走过，六所城市，七所大学 /

我们经过烈日下的暴晒 / 我们曾在

风雨中凌乱 / 每趟列车，都见证了

我们 /忙碌 疲惫却欢快的身影 /这

一年我从他们身上学会了敬业 / 这

就是2015年/我似乎只做了一件事，

把自己变好 /

   （菏泽公司人力资源部  谢媛静）

我的这一年

爱
无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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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首2015，对你、对我、对所有诺贝丰人来

说，注定是不能忘却的一年! 因为我们做了一件

事，做了一件开创中以农业交流合作的事，做了一

件改变中国农民命运的事，每当我想起这些，都会

热血沸腾，心潮澎湃！

这一年，对年轻的诺贝丰来说，试车是重头

戏。我们不会忘记，2013年4月20日这一天，市县

两级及公司领导为诺贝丰举行了隆重的奠基仪式。

眨眼之间，诺贝丰已经长大。我们眼中的诺贝丰，

从头到脚，一切都是新的。一座座厂房拔地而起，

是崭新的；一台台设备排列整齐，是崭新的；一条

条生产线，是崭新的；一个个员工生龙活虎，是崭

新的。看着一袋袋合格产品装上汽车，运往全国各

地，送到用户的田间地头，我们无比自豪。

6月28日，这又是一个令我记忆犹新的日子。这

一天，中国与以色列在现代农业方面全方位合作的30

万吨水溶肥项目，在临沭县正式投产。这标志着中国

与以色列在现代农业合作方面，迈出了坚实的一大

步。虽然水溶肥生产线，还存在着这样那样的小问

题，但是瑕不掩瑜，我们的水溶肥产品凭着过硬的质

量、用户良好的口碑，订单雪片样飞来，这让我们备

受鼓舞，更要精心组织生产，全力以赴拿出精品满足

市场需求。

2015年已经过去，2016年才刚刚开始。有梦想

才会有奇迹，在新的一年里，我们全体诺贝丰人要

脚踏实地，努力工作，为实现全年的经营目标而拼

搏奋斗！

                  （临沭公司生产一中心  姜宝国）

这一年，这一天

时间悄然走过，在光阴荏苒中，我们

已经告别了2015，在时间的流动下，迎来了

2016。

2015年，在全体金正大人的努力下，我

们努力实现着心中的“金正大梦”；我们用

各自的辛劳书写着属于我们的画卷。当站在

岁末交替，太多的感慨不免涌上心头，有喜

悦，有彷徨，有奋进，亦有感动……但更多

的是不舍和留恋。感谢你——2015，给了我

们满满收获的一年。

这一年，各种各样的集体活动，让员工

的向心力与凝聚力得以提升，在企业文化魅

力的感召下，大家互帮互助、携手前行。回

顾总结，平凡但不平庸，过去的经历是对未

来成功的积淀，我们将踏着新的节拍，走在

新征程的道路上。

不管工作怎么忙碌，怎么繁重，我都

要告诉自己，继续带着责任、激情、热情、

真诚和感恩的心去对待自己的工作、对待自

己身边人和事，2016我们在路上，一起陪伴

“金正大之家”从圆满走向新的圆满。

                （德州公司综合部  曲莉莉）

2015 年的菏泽时常被重度雾霾笼罩，2015 年

的菏泽迎来了 61 年来最大的暴雪，2015 年的菏

泽也曾有过格外湛蓝的天空……2015 年的我还是

一名记者，在记者节那天我曾写下这样的句子——

尽管天空阴霾，飘着细雨，连续好几天看不到太阳。

心若向阳，便无谓悲伤。

我这样写了，也这样做了。我相信雾霾终会

被穿越，终会被风吹散。无论一天刷新几次“橙”

的“红”的气象预警，深夜的一场北风吹过，翌

日你定能看到蔚蓝的天空，再次被温暖的阳光沐

浴。

这一年，我真真切切的感受到了什么叫做

“总有一种力量让人泪流满面”。

在 2015 年的冬天，伴随着一场

半个多世纪以来最大的暴雪，

我完成了职业生涯的一次

小小的“转身”，

从一名编辑记

者变成了

菏泽

金正大的一名企划专员。但彼时，乃至一直的现

在，我的心中一直没有忘却“南都新年贺词”里

的那句“阳光打在你的脸上，温暖留在我们心中”，

我想我只不过是穿越“雾霾”，换种方式，更加精准、

有效的将“阳光”洒落在一群人的身上，如此而已。

今天的我依然有梦，依然心怀远方。我也心

有准备，不奢求未来的一切都如眼下看到的这般

美好，但我的内心深处始终期待一个春暖花开的

明天和一扇能被阳光沐浴的窗子……还有一位愿

意与我同行的姑娘。

沉舟侧畔千帆已过，病树前头万物复苏。

你好，我的 2016 ！你好，2016 年的我！                               
                                （菏泽公司综合部  刘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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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的火车已经进站，2016年的

航程正在蕴含；回顾过往的一年，我们

竭心尽力；展望未来的一年，我们共同

发展。

在过去的一年里，我们有欢笑，

有泪水，时而前进，时而思考。过去的

一年告诉我们只有努力才能发展，才可

进步；同样也只有努力，梦想才可实

现。过去的一年我们虽然伤痕累累，但

是也收获了丰腴的果实。总之，不管是

好是坏是否是泰，她已经向我们挥手告

别；我们正养精蓄锐期待着2016年新的

辉煌，我们正蓄势待发飞扬在2016年。

2016已经向我们走来，我们期待着她的

美好，更希望与她精诚合作创造辉煌明

天。

梦想，因为美好所以大家期盼；

未来，因为未知，所以大家才有梦。有

梦就需努力，有梦才会前进。努力的路

程是艰辛的，圆梦的道路是坎坷的。即

使如此，我们也不会因害怕艰难险阻而

停滞不前。冲破道道天险，攀至胜利巅

峰，我们有信心也有决心在2016年实现我

们的梦想，我们有胆量也有魄力克服2016

年道路上的艰难险阻。怀着对2016的憧憬

和向往高声呼喊：2016我们来了！

       （德州公司生产部安环科  陈铁柱）

2016，我们来了

    角色的转换
          人生的起点

时间如梭，不知不觉间2016年的指针已经开

始滴答摇摆。2015年虽已逝去，却为我们开启了

通向远方的崭新之门。

回想2015年，我走出校园，迈入向往已久的

金正大，成为金正大的一员，并很快地融入到这

个大家庭中。从学生到职员，角色的转变，让我

收获颇多，让我的人生有了新的转点。

人的一生中有很多角色的转换，每一次都是

我们人生的一个转折点，它给我们带来机遇和挑

战。因此，每一次的角色转换也都会给我们带来

不同的体会和收获。

在校园里我学到的仅仅只是书本上的知识，

获得的只是实验室的数据；然而在金正大，我学

到的是处理问题的实用技巧，勇于担当的

奉献精神，认真干事、精益求精的工作态度。

在学校里，有课程安排，活动安排，我们似

乎已经习惯于“被安排”。然而在金正大，通过

每周的周工作计划和总结，让我学会做事要有计

划性。在办公室，临时性的工作很多，然而，及

时合理的安排后，就不会措手不及，时间长了，

反而更加的游刃有余。

角色的转换让我更加认识到书本知识与现实

工作之间的差距，了解到自己的不足，并为之不

断努力改进，在工作中不断积累宝贵的经验，不

断提升自我。

2016年，在这崭新的一年中，我要放飞理

想，

载着饱满

的工作热情和

激情，全身心地投

入到现有的工作中，

上演好现在的角色，成为

一名合格称职的金正大人。

此刻，我要感恩2015，感恩金

正大，感恩人生的转点。

             （股份公司生产技术中心  高红玲）

光阴是艘靠不了岸的船
律回春晖渐，万象始更新，我们告别成绩斐然的2015，迎来充满

希望的2016。时间如同指尖的沙砾，被风不慌不忙的吹走，只留下回

忆待我们回味。

回首这一年，公司的营销屡创佳绩，频频刷新销售记录。水肥一

体化和水溶肥的推广，推动节水农业发展。农资电商的出现，轰动了

农业格局，将不可能变成了可能。

跟着公司发展的步伐，我们也一直迈着坚定的脚步前进。财务是

公司的后勤保障，我们在全力服务一线营销的同时，也在不断让自己

充电。不同形式的晨会主题，丰富着我们的精神世界，让整个团队更

加团结；每月四次的会计知识培训，让大家不断汲取新知识的同时，

也锻炼了个人能力；在文化落地实施期间，企业理念在脑海回荡，使

命让我们坚定了责任，新的愿景激励我们奋勇向前，拼搏向上；大干

100天活动中，全体金正大人万众一心，为全面完成全年生产经营任

务努力奋斗，工作紧张有序地开展，脸上洋溢着微笑，那是因自

己能贡献出绵薄之力而发自内心的快乐。

都说光阴是艘靠不了岸的船，再细腻的文字都

留不住2015匆匆的脚步。未来珊珊来迟，现在

像箭一样飞逝，过去永远静止不动。时间

在沙漏的轮回中悄然流逝，2016愿金

正大在市场的浪潮中像磐石般坚

强稳固，愿我们的事业蒸蒸

日上。                                       
（ 菏 泽 公 司 财

务部 李金汝）

大江东去，沙浪涛不尽金正大人的豪情万

丈/鹰击长空，金正大人尽主苍茫大地的沉浮

/2015，我们百舸争流，独立鳌头/2015，我们

风展红旗过大关/一片江山如画/我们让销量飞

起来/用奋斗的诗歌谱写了一年的精彩与辉煌/

这一年，我们逆势上扬，用奇迹创造奇迹/这

一年，金正大模式用汗水和泪水铸就

如果，有人问我，2015怎么样/我会说，

这一年我们团结一致，斗志昂扬/我会说，这

一年我们新品不断，捷报频传/这一年，我们

铿锵前行，用伟岸的身影淹没枯藤/用灿烂的

笑容诠释一年的付出

这一年，我们彼此信任着、砥砺着/用我

们坚定的步伐和辛勤的付出去开拓市场/这一

年，我们坚守着我们的承诺/树立了光辉形象/

这一年，无论血汗还是泪水/我们风雨同舟、

患难与共，一起成长

我们辛勤付出的2015/在收获和欢笑中慢

慢淡去/2016的云帆也已张开/新的一年里，我

们依然一起奋斗，一起欢笑/新的一年，我们

拂去昨日的烟尘/卸下昨日的骄傲/向着我们美

好的2016奋勇前进

2016，忆往昔峥嵘岁月稠/激扬青春、挥

斥方遒/待安得倚天抽宝剑/天高云淡/苍龙尽

缚我手

                   (菏泽公司市场管理部  纪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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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2015年菏泽公司的销售业绩传入我耳朵的时候，当我看到公司业绩

排名的时候，当我每次经过仓库看见整齐摆放着的一袋袋肥料时候，作

为一名菏泽金正大的生产员工，我感到了无比的欣喜，切身体会到

了“付出，总有回报”。此刻，我的眼前又浮现出2015年的一些

事。

2015年，我们有一支最好的团队。作为一个原料车间、

一个技术型车间，2015年我们很好的保证了生产，完成了

业绩。成功的背后离不开每一个人的劳动和付出，就

像一首华丽的乐曲离不开每一个音符一样。每一次

开车成功后，看着班组成员拖着疲惫的身躯、露

出喜悦的笑容，我心中不由地感激这个团队，

感谢这个团队的每一个成员。

2015年，我们有更高的收入。2015

年是一分中心正式投入生产的第二个

年头，技术的成熟、稳定的生产大

大增加了公司的效益。但最受益

的还是我们员工。高效的生

产增加了我们的绩

效，而高的绩

效 奠

定了我们的收入。年关将至，看着每位员工充实的笑容，由衷的说句：

感谢金正大。

2015年，我们认清了自己，认清了方向。老子有句名言：

知人者智，自知者明；胜人者有力，自胜者强。2015年，

我们紧紧围绕“世界领先的植物营养专家和种植业解

决方案提供商”的新愿景，在其带动下，万众一

心、众志成城，公司实现了质的飞跃。

一分耕耘，一份收获。相信拥有

辛勤付出的员工和出色的领导团

队的金正大，明天更美好。      
 （菏泽公司生产一

中心  胡文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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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眼间，在金正大又度过了一年，一年的悠悠岁

月就如同手中紧握的细沙，从指缝间无声无息的流失。

然而，沙子流失了，可以再抓一把；花儿凋落了，可以

等来年再绽芳颜；流失的岁月，是永远无法回头重来。

每一年都是金色的一年，每一年都是值得我们珍惜的一

年。

很荣幸，很感激，在金色的年纪与你们相遇——我

的同事，我的搭档，我的朋友，我的伙伴。我们互帮互

助，相亲相爱，共同进退。我们一起经历了公司的战略

转型，参与了公司企业文化落地行动，加入了大干一百

天的辛勤劳动。

清楚的记得大干一百天中最忙的日子，记得开预

售订单的那段时光，记得那时的我们在不停地敲打着

键盘，是你们在身后默默的陪伴着，为我们解决身边琐

事，陪我们一起加班。下雨时，为我们送伞；起风时，

为我们送衣；陪我们到深夜，陪我们开完最后一张票。

当时的我们只想着共同完成任务，现在回想起了，确实

满满的感动。大家共同用行动，用诚心，去完成共同任

务，共同的目标，谱写着金正大新的篇章。

时事境迁，我们在光阴的时光里穿梭，留下

了美好的回忆；岁月流转，我们在金色的年华

里相伴，收获了友情，种下了成功的种

子，我相信2016我们的团队会更加强

大，我相信我们的2016会更加精

彩，更加出色！

       （菏泽公司结
算科  刘兰花）

家是什么？记得母亲告诉我说，家就是以爱为

圆心，一家人手牵手为半径走过的一个圆。这么多年，

带着对家的懵懂走过少年，走过青涩，直到走上工

作岗位，走进我的车间，我们几十个兄弟用亲情、

友情、浓情共同建起的家，我才读懂了母亲话里含义。

一直记得在班组刚刚组建时，憨厚朴实的班长

面对几十个没有血缘关系的兄弟说的话：今天我们

组成了一个新的集体，这是我们大家共同的新家，

希望我们珍惜这份缘分，无论是工作和生活，我们

彼此之间要情同手足，一番话搭起了家的雏形。

工作连着的亲情像一条纽带，紧紧把我们系在

了一起，成为我们前行的动力。忘不了班长十根手

指全都缠上创可贴继续工作的样子，忘不了共同奋

战到凌晨两点多下班后天空中最美的星辰。一件件

小事演绎着这个平凡岗位上的不平凡，我们用辛勤

的汗水浇灌着团队这个家。

家是一种责任，更是一种信念，在温暖的金正

大大家庭，我们每个人都像是蒲公英的种子，带着

温暖带着爱，撒播在大家庭里，让爱继续，永远住

在我们的家里。    （菏泽公司掺混二班 王洪伟）

我的班组我的家

经历了春天的姹紫嫣红，夏天的枝

繁叶茂，秋天的硕果丰盈，冬天的傲气

凌霜，2015 这一年，我眼中的金正大是

自豪的民族之瑰，是让我愿意继续为之

拼搏奋斗的珠穆朗玛峰。

金正大，好一个这一年四季！时光，

记录着我们生产技术中心成长的步伐与

轨迹，不经意间就能看到同事忙碌的身

影。我们一同见证生产过程的全方位运

作，一次次在方案讨论会上争的面红耳

赤，专题培训会上也留下了我们沟通和

分享的身影。在前进中，我们越来越深

刻地体会到，只有每一个金正大人都奋

力拼搏，精益求精，才能实现“世界领

先的植物营养专家和种植业解决方案提

供商”这一美好新愿景。

在金正大历史的长河中，过去的这

一年四季，终将成为我们心中的一份记

忆。展望未来，在新愿景的感召下，我

们更应该坚信目标，以饱满的激情，进

取的精神，积极投身到实现金正大的宏

伟目标中，做好自身的本职工作。我们

坚信金正大明年的一年四季，必将是春

意盎然，充满着勃勃生机。                    

（菏泽公司硝酸磷肥工段工艺二班  

位杰）

回眸过去，拥抱未来

没

有豪迈的语

言，没有澎湃的

壮语，2015年，参与

项目建设的每一位成员，

用热忱描绘着工作中的每一

天，以行动诠释着智慧的硕果。蓦

然回首，2015，你的背影渐行渐远，凝

视着你的背影，我思绪万千，在你的路上，

留下了太多的收获，也留下了太多的期盼。

2015年，走过风，走过雨，走过春夏秋冬；有多

少回，不曾细数，回家的班车已经启动，一个个疲惫的身

影却依然穿梭在工地，没有鲜花的陪伴，只有默默的付出，挥

汗如雨，无怨无悔；细看工地变化，可以说是日新月异，座座厂房

拔地而起；设备整齐划一，如同架架钢琴；管道错落有致，如同根

根琴弦；项目建设者用心拨动着琴弦，调节着最美的音符，弹奏着

动人的旋律。

2015年，曾有多少次，大家一起考察设备、工艺、厂家，不辞

劳苦，一路奔波，风雨兼程；大江南北，留下的是项目建设者坚实

的足迹；曾有多少次，到家已是夜阑人静、露重风轻、天籁无声；

然而每一次归途笑容的绽放，毋庸置疑，必定是满满的收获。

2015年，有许许多多的内容值得回味、值得沉思、值得借鉴、

值得传递………

再回首，2015年的点点滴滴，已然慢慢的消失；所有的所有，

慢慢的成为一种追忆；2015年，你深情直白：路虽远，行则将至；

事虽难，做则必成。

                                          （股份公司生产技术中心  张建政）

2016
依然心怀远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