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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祖孙三代一共6口人在
农信社工作的大家庭，成员包括父亲、
弟弟、妹妹、妹夫、儿子和我，从事的工
作涵盖了柜员、会计主管、客户经理和
支行行长，为此常常有同事或客户开
玩笑说：“你家可以申请单独成立一个
高家支行了。”每每听此话语，我们都
由衷地感到骄傲与自豪。

我们一家三代在农信社这个大家
庭里工作、生活了几十年，经历了艰辛
岁月，但更多的是雨过天晴的美好时
光，见证了农信社的发展壮大，参与了
其改革与发展、转型与升级。

我父亲上世纪60年代从部队退役
后几经辗转分配到村里的信用站工
作。父亲一个人不但要管附近4个村
的存款工作，还要走村串户做贷款调
查与发放工作。在信用站工作十多年
间，父亲从未发生过一笔差错事故，还

创下了当时县信用社系统中唯一一个
多年保持贷款“三无”（无逾期、无呆
账、无欠息）的业绩，为此，父亲受到当
地政府和信用社的多次表彰。

耳濡目染父亲的先进事迹，受到
父亲的言传身教，我们姊妹仨人先后
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县信用社工作。每
次我们走上新的工作岗位，父亲总要
召集我们开家庭会议，叮嘱我们走好
脚下的路，只要心到、情到，工作就没
有解不开的结。他教育我们：“做任何
事都要有担当意识，心里始终装着老
百姓，既要服务好当地经济，同时也要
保证国家资金安全。”也正是因为父亲
的影响，我们姊妹仨人在各自的工作
岗位上恪尽职守，凭着勤奋踏实的工
作态度和“四勤”“四到”的工作作风，
成为业务能手。在1997年信用社与农
行分家的第一届信用社系统业务技能

比赛中，我们摘得了珠算、翻打百张传
票、多指多张及单指单张手工点钞的
多个奖项。记得在我们一次又一次走
上领奖台时，台下爆发出雷鸣般的掌
声，同事们亲切地称我们为“高氏旋
风”。为此我们经常代表县农信联社
参加扬州地区金融系统举办的各类业
务技能比赛并获得多项奖励。

2009 年因信用社转型发展需要，
我们报名参加了单位中层岗位的竞聘
并成功脱颖而出，弟弟和我分别当上
了网点负责人。我们互相鼓励、互帮
互助，发扬父亲当年“背包作战”的精
神，带领员工走街串户，扫街访铺、主
动营销。辛苦指数换来幸福指数，我
们都超额完成了农商行下达的竞聘目
标任务，我和我的团队获得了先进集
体、县巾帼文明岗、市巾帼文明岗的光
荣称号。

传承农信好家风
◎ 高春香

十二月的天，真的是冷到骨子里
面去了，每天早上起来都是一种煎
熬。在闹钟的再三催促之下，我总算
是从床上爬起来了，穿衣洗漱准备迎
接新一天的工作。

在营业大厅的门口儿，看见一位
老奶奶抱着一个红色的布袋子正和一
些其他来办理业务的人在交谈着些什
么，显得格外的拘谨。

在忙碌了一个多小时候后，办理
业务的客户都走的差不多了，大厅就
还剩下早晨那个抱着红色布袋子的老
奶奶坐在的椅子上，也不办理业务，只
是时不时站起来朝着营业室看，像是
在寻找着什么。保安李叔见状便上前

询问有什么需要帮助的，老人家便抱
着袋子走来向我们说明了来意。原来
她是来找单位信贷员苏高峰的。由于
老人家年纪大了不会操作自助取款
机，信贷员苏高峰每次看到后都主动
上去帮助她。老人家为了表示感激，
特地从家里带来了土鸡蛋送给他。知
道来意后，我们立刻通知了苏高峰。
苏高峰来了后说：“老人家，非常感谢
您大老远来给我送鸡蛋，但是这个真
的不能收，帮助您是我们的职责，您这
样做就太见外了。”老奶奶听后仍然要
坚持是把东西送给苏高峰，经多次推
辞后，老奶奶也知道了我们的办事原
则，表达了由衷的谢意。

温馨服务见真情
◎ 郭雨辰

“宁可一思进，莫在一思停”，说的
是在搏斗中须树立克敌制胜的信念，
宁进不停，突出战斗进取精神，只能思
进，不能思存，更不能思退。

“宁可一思进，莫在一思停”，这句
话对我来说，更多体现了一种积极进
取的人生态度。有了好的想法是积极
地去尝试、去探索，还是踌躇不前，拱
手将先机让人。

有些人习惯于对自己说“不”。“都
年过四十，这么大年纪了，工作上干嘛
那么拼，得过且过混到退休吧”；“我根
本就不可能学会开车，天生就不感兴
趣，没有这个天赋”；“女孩子一个人旅
行，怎么可能呢，不认得路怎么办，遇
到坏人怎么办，还是算了吧。”当对自
己说“不”时，理由好像总是那么充分，
但最终却是什么也没有得到；而相反
的，假如面对人生中的每一次挑战，都
能打消疑虑、冲破桎梏，对自己说：“为
什么不试试呢，别人能行我也一定能

行。”那么是不是就有可能收获一份成
功的事业、一种额外的技能、一场绝妙
的旅行。即使努力尝试后仍未能成
功，这些努力尝试不正是我们人生的
一部分吗？

“宁可一思进，莫在一思停”，也强
调了行动力的重要性：想到就要去
做。大部分人都是想得多而做得少，
想法再怎么完美，不能落地实现，也仅
仅只是想法而已。作家如果不能抓住
自己的每一个灵感，就不会有伟大的
作品问世；商人发现商机后如不尽快
行动，就会被他人抢占先机；运动员如
不能抓住转瞬即逝的机会进攻，就会
输掉比赛。因为想得太多、犹豫得太
多，而丧失行动力，使绝妙的主意付诸
东流，这样的事例比比皆是。天下武
功，唯快不破。人生中的诸事也是如
此，要将自己磨砺成一把脱鞘利剑，划
破迷雾、刺穿阴霾，唯如此，才有可能
到达理想的彼岸。

宁可一思进 莫在一思停
◎ 韩少洁

生活似酷夏的阳光，燥热、跳跃，水
面的蒸汽哗哗向上升腾，到达万里高
空，期待遇上冷空气凝结成雨，再次滋
润大地。水珠如此，吾辈亦然。今天，
老母亲拎着一筐鹅蛋，辗转四趟公交
车，跨越80公里路程，因为她听说孕妇
吃鹅蛋能去除胎毒。公交站上看到了
熟悉的侧面，我喊了声“妈”。陪着母亲
简单的吃了碗面，送她坐上公交车，默
默回到操作台，回首十年间我与母亲的
点点滴滴，感恩在心底，泪已如雨下。

2008年8月，虽已入秋，依然酷热
难耐，父亲病倒彻底不能进食，我们姐
妹仨人火速回了家，日夜照顾他。母
亲的坚强超乎我的想象，十六天里，她
没有落一滴眼泪，与家族里唯一在家
的二哥商量着父亲的后事。唯独父亲
出丧的前一天，姥姥、舅舅们来了，母
亲绷紧的情绪像开了闸的洪水，一度昏
厥过去。此刻，我才意识到母亲并非坚

不可摧，只是生活要求她必须这样。
转眼，研究生毕业了，母亲也结束

了跟随我求学的脚步而四处打工的日
子。研究生最后一个学期，面临的最大
选择就是工作地点的问题，几次侧面问
母亲：“北京怎么样。”母亲的回答总是
那么朴实而幽默：“有啥好的，车多人
多，出门找不到东西南北。”就这样，我
几乎把家乡的用工单位都投了一遍，三
四线城市，招工单位本来就少，很多都
是内招，兖矿、国电等很多单位都没有
给我笔试的机会。考了两家银行，最后
与邹城农商银行结缘，终于回到了母亲
最熟悉的城市，她也很开心，我和她开
始了新的一段旅程。

平静的生活，并没有维持多久，我
就迎来了怀孕的好消息，母亲也把几亩
田地交给本家二哥耕种，开启了伺候孕
妇、带娃的生活。女儿两三岁，喜欢疯
狂地奔跑，母亲本来就有腰腿疼的毛

病，还是坚持每天带孩子去广场玩两
次，背着水壶、推着那辆婴儿车，前倾着
身体，为女儿的女儿遮出一片荫凉。

2018年，女儿读幼儿园中班，生活
习惯也已养成，母亲似乎感觉到我们
不再需要她了，主动对我说：“孩子大
了，不用我接送了，在这里也没事，我
回老家吧，还能养鸡种菜，你们也吃
着健康。”无论怎么坚持，我们也抗不
过母亲的执拗。母亲是一个很自律
的人，冠心病十年、抗战血糖八年，各
项指标一直平稳控制，晚餐永远是一
碗粥和少许青菜。每每回家，总能看
见她在院子东头那片菜田里鼓捣黄
瓜架、丝瓜藤，给西红柿秧撑杆通风，
摘豆角，垅葱……六十多岁的母亲，
终于过上了安宁的生活，不再为了孩
子们的生计奔波，岁月在她身上留下
了太多，我们能做的就是给予她晚年的
安详。

感念浩荡母恩
◎ 朱俊荣

举一反三是指从一件事情类推而
知道其他许多事情。《论语·述而》：“举
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后以

“举一反三”触类旁通。
现实生活中，人们却往往只会“举

一”，不会“反三”，这就是人们常说的
思维“断片”，而一个人要想获得成功，
就必须学会举一反三。

学会举一反三，对个人成长有好
处。初涉世事，常常会出现思维“断片”
的现象。我刚到机关办公室工作时，领
导常常打来电话，问：“你到单位了吗？
你在办公室吗？”等等。领导问什么，我
就答什么，却不知道举一反三，问问领
导有什么事。随着时间的推移，我才幡
然醒悟，领导欲言又止，可能有什么事
情要交办，但又没有说出口，一则可能
不放心，二则可能担心办不好。但反过
来，如果我不闻不问，领导就有可能认
为，我很愚钝、情商低、缺少灵性、头脑
呆板。后来，我学会了举一反三，自己
也得到了很多实践锻炼的机会，个人
能力提高得很快，同时也收获了成长
和进步。

学会举一反三，对工作推动有好
处。前不久，我到一个机构驻社蹲点，
要求该机构找各村党支部书记代发

《到逾期贷款催收通知书》，目的是为
了保全贷款诉讼时效和收回到逾期贷
款。如果目的不明确，为了发通知书
而发通知书，那样既浪费人力，又浪费
物力、财力，还做得有何价值。如果该
机构的同事能够做到举一反三，跟踪
落实到位，结果就会事半功倍，不良贷
款的清收效果也会加强。

学会举一反三，对事业发展有好
处。最近，我参加了系统内组织召开
的不良资产清收处置现场推进会。如
果仅仅是为了开会而开会，不举一反
三，那就起不到任何作用。在返社途
中，我思考兄弟行社的经验告诉了什
么？那就是：有一位好的班长；有一个
好的高管团队；有一套好的处置方案；
有一种较强的执行力。可见，举一反
三对于理清思路，推动事业发展大有
裨益。

多年来的工作实践告诉我：举一
反三，好处多多，多多益善，受益匪浅。

学会举一反三
◎ 周依春

幸福其实很简单
◎ 葛景会

幸福是什么？这是一个老生常谈
的话题，幸福对每一个人的定义都是
不一样的。在我看来，用心体会，处处
充满幸福。

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透过玻璃窗
照射进屋子里，暖暖的，我觉得人生
好幸福；当午饭的时候从楼下走过，
闻到家家户户飘出来的饭香，香香
的，我觉得人生好幸福；当晚上躺在
床上，看着孩子们的睡颜，静静的，我
觉得人生好幸福。

工作中，幸福是这样子的……
刚刚调整了新的工作单位，心中

有过忐忑、有过担心，害怕自己做不
好。来到新的工作单位，发现了可爱
的“你们”。大管家——刘伟，她是一
个特别认真的人，不论你安排什么工
作都能够有条不紊的完成。工作中，
把别人的事情，当成自己的事情来
做。前台颜值担当——董慧，对待工
作也是一样的认真负责“斤斤计较”。
文明服务标杆——孟潇，无论遇到什
么客户，服务语气始终如一，文文静
静。“搞笑”大使——孙毅，让营业室里
每天都充满了正能量，当你听到进门
的客户都热情的喊着他的名字，你就
知道这是一个多么优秀的员工了。伙
伴们，感恩有您们，让我的工作有声有
色。你们对待工作的态度让我觉得团
队充满力量。感恩有你们，幸福满满。

家庭中，幸福是这样子的……
“婆媳关系”是人们茶余饭后的焦

点话题。“婆婆”这个词，让很多的媳妇
充满敬畏。在我看来，却是我幸福的
源泉。说到婆婆时，我就忍不住要挂
上笑容。就拿最近的年终决算来说
吧，小儿子在年终决算最关键时得了
支气管炎，连续发烧六天，我和爱人忙
于年终决算，无法照顾孩子。年近七
旬的婆婆每天抱着孙子，去医院打点
滴，回来后还给我们做好饭菜。婆婆
的理解，让我的工作没有任何的后顾
之忧。感恩有您，幸福满满。

工作中、生活中的点点滴滴，用心
感受，满满的都是幸福。幸福就是这
样简简单单的，关键在于你要有一颗
发现幸福的心。

《这一年》
◎ 文 彦

这一年
来的无声 走的悄然
今晚
有飞舞雪花相伴
轻轻撩开记忆的门帘
将满屋的收获一一盘点

这一年
送走了无数个月缺月圆
迎来了无数个黑夜和白天

这一年
我们的世界五彩斑斓
曾闻过春天的花香
也曾承受着夏日的炎炎
曾收获秋天的果实
也曾抵御过冬日的严寒

这一年
有多少往事悠长久远
有多少话语欲说无言
有多少人让我们铭记心间

这一年
人生之路几多羁绊
把我们的意志磨炼 信念更坚

这一年
生活让我们懂得了追求幸福安于

平凡
快乐的生活总是风轻云淡
岁月依然一往无前
淡定的心情不会改变

这一年
我在用文字抒发情感
我在用诗歌承载快乐与悲欢

期待某天把酒东篱下
细说沧桑 细数流年
待夕阳红遍
轻摇小船
渡过柳荫青莲
笑看岸边花开花落
静观天上云舒云卷
恬静 安然

最近几天家里收到邮寄的包裹特
别多，儿子儿媳妇三两天朝楼下小区
传达室跑，随口问问，他们告诉我，这
是为我老母亲和我们夫妻俩以及他们
的儿女提前准备的年货，顿时我的心
里是美滋滋的、暖洋洋的。

家里的年货，一直是妻子在操心
料理，她过年的积极性比我要高得多，
她和儿媳妇早就开始逛街置办年货
了。灌香肠、蒸年糕、腌咸肉，上街买
大葱大蒜和花生糖果……一进入腊月
她们就开始忙碌了。昨天，妻子还上
街给我买了一件新羊毛衫，为孙子孙
女买新衣服。这些妻子眼里的“年
货”，早被她一趟一趟买回家了。

家里现在最年长的是母亲。母亲
一生节俭，早早嘱咐我：“我老了，过年
就别为我添衣物了，棉袄有好几件
呢！不要太浪费了……”母亲已70岁
有余，即使她能长命百岁，能过的年，
也是寥寥可数。可妻子为了要让我母
亲的年过得喜庆而热闹，一有时间就
到商场里面转，为母亲添置“年货”。
想着老母亲收到衣物后，嘴里嗔怪着
妻子乱花钱，脸上却洋溢着遮掩不住

的幸福，我的心里也是美滋滋的。
对于儿子儿媳妇网购一族来说，

逛淘宝网是每天的必修课。特别是今
年，要搬到自己的新家过年，年货更不
能缺少。离过年还有些日子，淘宝网
精明的商家就做起了“年货”的文章。

“年货大团购”“抢年货”“带年货回
家”……“年货潮”滚滚来袭。作为“剁
手型”网购狂的儿子儿媳妇，是无论如
何也淡定不下来，索性响应商家打出
的宣传口号：过年，让年货先回家。

如今对我们来说，穿新衣服已是很
普通寻常的事情了。然而新年新气象，
为的是图个好彩头儿，妻子还是为我们
一家7口都添置了新衣服；家里的床单
被罩、碟子碗筷……这些家常用品该换
新的换新的，该扔的扔；在商场超市难
得一见的水果、花生糖、大糕、果子、巧
克力，这些好吃的一定要买一些，过年
嘛，哪能亏待了嘴巴和肚子……

因为置办的年货多，儿媳妇在淘
宝网的消费直线上升。淘宝网给她发
来信息说：“亲，你与同地区其他人相
比，你比 97%的人会享受生活。”儿媳
妇得意地向我儿子炫耀她比大多数人

都会享受生活。我儿子却说：“是你
比大多人都会败家，不过看在你有孝
心有爱心的份儿上，还是决定原谅你
好了。”

小家庭是这样，社会大家庭也是
爱心涌动，特别是对社会弱势群体，党
和政府以及爱心公益组织，也纷纷行
动起来，为他们置办年货。前几天，我
先后参加了县助残志愿者联合会和县
红十字会援手志愿者服务队等几个志
愿者组织开展的公益活动。志愿者们
用自己爱心款购买花生、瓜子、大糕、
红围巾等慰问品，来到敬老院以及弱
势群体家中，不但向他们送去年货，还
与老人们一起做“击鼓传花”等游戏，
为老人们提前送去了“精神年货”，传
递了社会大家庭的温暖。令人感动的
是今年受表彰的“最美长荡人”自发在

“好人”微信群发出倡议，也为特殊困
难家庭准备起年货起来。

一个真实的故事，一座有爱的小
城。过年过节，其实也是向亲人表达
爱心的日子。提前置办些年货，让爱
先回家，新时代人们的生活会因此而
更加暖意融融。

年货里的爱
◎ 张建忠

酷暑难捱的夏日，人们并没有因
为天气炎热待在家里，照常顶着烈日
走出家门。为了日子过得更好，忙着
各自的活计。

这天，我正在营业室的前台，忙碌
着给乡亲们发放粮补款。凉爽的空调
风灌满室内，室内和室外给人的感觉
差别很大。

“哎呀，你小子好哩。这热死人的
天，俺还得掂着铁钳去盖房，你屋里开着
空调。咱从小一块儿长大，大家伙儿说
说，凭嘛你坐在里边，我在外边受这样的
罪。”我抬头一看，是我们村里的晓军。

排队等待的人听到晓军的发问，
不由呵呵地笑起来。说起晓军，他当
年从河北供销学校毕业后，走进了供
销社。我经历了初中六年的学习，毕
业后走进了信用社。那些年，为了考
上中专，我的同学中有一部分在学校
进行着一年又一年的“修行”，聪明的
晓军一年就考入了令人羡慕的学校。

当年，晓军捧上了国家的“铁饭
碗”，在我们村的供销社上班。曾经的
凭票购买的日子，还存在于乡亲们的
印记里，好的工作岗位让人羡慕，再加
上小伙子长得顺溜儿，高高的个子，白
净潇洒，娶了一个在公社上班的美女，
成了村里让人羡慕的后生。我因为在
农信社上班，也娶了一个在变电站上
班的好姑娘。我和晓军同一年结婚，
我早晓军一步有了孩子。

后来赶上供销系统改制，我们村
的供销社宣告终结了，卖给了个体户，
供销社没了，晓军也就下岗了。

城里人的生活让人很是羡慕，我
是第一个我们村在城里住上楼房的，
而晓军一直生活在村里。

屋漏偏逢连阴雨，祸不单行。晓
军下岗后找了很多次工作都不尽如
意。那年，晓军在村西开了一个加油
站，因一次火灾造成了高额负债，更为
倒霉的是妻子因病去世，晓军成了村
里的困难户。晓军是一个不服输的
人，他掂着铁钳参加了盖房班的队伍，
过着“进了盖房班到黑算一天”的日
子。每天起早贪黑骑着摩托车，搬砖
和泥为乡亲们盖房子。晓军因生活的
拮据，有时对人就会说上几句：“我和
石头打小一起长大，他凭什么在信用
社上班，我却掂着铁钳干活。”

在外排队等候的人们看到是晓军，
赶紧给他让位子，让他来办理。我边为
他办理业务，边对他说：“晓军，快晌午
了，回去给孩子做饭吧。”直到目送他离
开了柜台。晓军一边走，还一边念叨
着：“他凭什么在里面，让我挨晒。”

生活也许就是会这样戏弄人，人
生没有选择，每个人都时刻处在三岔
路口，总会面临许多选择。风风雨雨
既然来了就正确面对，再难再累也要
走过。应经得起人生百难，抵得过岁
月无常。

岁月无常
◎ 高光锋

怒放的生命 陈铭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