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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启匠心
◎ 李佰聪

春绣飞鱼掣锦缨，
宫移影掠魅西京。
天荒火雨霓裳破，
地裂风云琴剑鸣。
手试还将雕巨木，
扇裁只解荡寰清。
东林百世泪痕重，
铸得丹心似月明。

春雪
◎孙世伟

瑞雪漫舞春分到，
暖风轻拂摇枝条。
大地山川皆银色，
万物丛中她最俏。

卜算子·飞雪迎春
◎陶森淼

才始送冬归，
漫天雪花飘。

已是春分三月中，
飞雪春来报。

芽苞悄含笑，
不日花枝俏。

忽如一夜春风到，
滿城春色绕。

新安、箬坑、陈霞、龙湾、江潭，安徽
省这几个没有任何交集的地方，倘若不
是因为工作需要，我恐怕也没有机会去
欣赏这些地方的美好风景。

新安，第一站。新安东靠闪里镇，
距离安徽省祁门县城较远，西、南与江
西省浮梁县接壤，北枕东至、石台二县，
这里主要以茶叶和小红橘出名。每到
茶季，农商银行营业网点就能闻到浓浓
的茶香，沁人心脾。大街上，收茶、卖茶
声此起彼伏，满载茶叶的茶农忙碌奔
波；还有收获季时满山的小红橘，尝一
口，甜中带酸。而很多不可思议的小插
曲也都发生在这块土地上，有了朋友，
学到了知识，也坚定了我进入银行的信
念。

箬坑，归于生的原点。其实回到这
里工作，内心的激动、开心无法言之于
表。箬坑，是个四处皆山的地方，茶叶、
茶油是这里人们的主要收入。仅仅是
茶叶，忙碌一季的茶叶收入也足以让这
里的百姓安心地享受接下来的放松时

光，而我会在下班沿着熟悉的路找着幼
时玩物，探寻着幼年的脚步，在这放松
的心境中，磨合了刚参加工作时的那种
不踏实的浮躁心理。在生的原点，没有
压力，一切的熟悉成为我工作的养料，
让我对业务有了更深一步的了解。

陈霞，身在他乡非异客。嫁给他的
第二年，来到了这里。陈霞，粮、林、茶
并举的山区，原以为来到这里，一个“异
乡人”的心会更忐忑，但是后来发现唯
一让我陌生的也只是一段时间的语言
交流而已。同事们的关心照顾，让我在
他乡感受到了别样的热情，渐渐地熟悉
了当地的饭菜，渐渐地看惯了远处优美
的山水，渐渐地将自己融入他乡。在这
里开始了解休宁这个地方的风景、风
俗，农商银行的温暖，让我没有迷茫，虽
在他乡而非异客。

龙湾，入乡随俗。龙湾，这个距离
屯溪市区和距离休宁县城差不多距离
的地方，客户的营销维护显得格外重
要。这里的小商户很多，在这个网点经

常会为客户进行硬币、零钱的兑换。那
些整袋整袋的硬币在我们的共同努力
下，化零为整，换来客户的满意与亲近，
而我在于客户相处中学会了唠嗑，入了
客户的乡，随了他们的俗，而各种业务
营销技巧在这里有了进一步提升。

江潭，展翅翱翔。这里，有人年复
一年捐资助学，有人一针一线缝制爱心
棉布鞋……江潭村的村民们比的是助
人为乐、见义勇为、诚实守信，这么民风
淳朴的村镇，骗子竟也忍心欺骗。2014
年，江潭网点成功识破骗局，阻止老人
急转款14万元。善良的老人送来锦旗
以示感谢，“情系客户识骗局，尽职尽责
为百姓”几个大字是认可、是赞扬、是感
激，更是一种鞭策。身为银行人唯有用
心尽心的付出，多为客户考虑，才会得
到客户的肯定，农商银行也会继续展翅
翱翔。

每次工作的所到地方，都是一个美
好的地方，仔细想来，那些美好的不仅仅
是那些地方，更是在那里的可爱人们。

伴我成长的地方
◎ 王 玲

从西伯利亚跨过蒙古高原一场场
强势的寒风，早已把我北方家乡的长河
冻成一莽冰川，一莽冰川覆盖着一次次
强烈的冬雷。在元旦这个时间节点，我
站在右岸高高的大坝上。面对正午的
太阳，望着祖国版图惟一由东向西流经
东北大平原腹地的滔滔大河，一莽冰川
让我敬畏、茫茫无垠给我思索……

这条大河叫东辽河，源头在吉林
省东辽县辽河镇的萨哈岭，从古至今，
一年四季生生不息，左侧有35条支流，
右侧有36条支流，涓涓细流汇聚成滔
滔之水。东辽河在吉林省辽源市境内
穿山越岭奔腾到四平市梨树县的二龙
湖水库。二龙湖水库是吉林省建国之
初建设的发电、沿岸城市供水、下游防
洪和水田供水的多功能水库，控制着
全流域三分之一的面积，也是东辽河
上下游的分水岭。我的家乡就在二龙
湖灌溉区的右岸，我出生在此，工作在
此，一直喝着东辽河的水，吃着东辽河
水灌溉生长的粮食。

数九的寒风在这松辽大平原似乎
一刻不停，踅在河道升起如烟似雾的
雪，在正午的阳光里尽情的旋舞。我
疲惫的眼神，透过这冰雪大幕，看到了
远古新石器时代，漂漂大河两岸古人
手持石器，木棍狩猎捕鱼；铁器时代冶
铁遗址熊熊的烈火；辽、金、元的刀光
剑影；明清时的铁骑战车。面向南方
是古韩州城（现在的吉林梨树偏脸
城），向北瞭望是古信州城（现在吉林
公主岭秦家屯古城）两个古城之间是
条古官道，南接盛京（今辽宁沈阳）北

连黄龙府（今吉林农安）。
在这千年的古道，我仿佛看到北

宋靖康元年，（公元1126年）金兵攻陷
北宋都城东京（今河南开封）徽、钦二
帝从盛京带来庞大的“北狩”队伍停留
在古韩州城时，面对愁容满面的二位
我热泪涟涟，颗颗泪珠落在大河的坚
冰上时，已冻成粒粒冰丸，捶得冰面哗
哗作响；看到清顺治十二年（公元1655
年）冬史科（都）给事中陈嘉猷流放塞
外北宁古塔，双脚踏在这厚厚冰河、他
的双眸与我相撞时，任我怎么样努力，
也未读懂清王朝流放莽阔白山黑水，
冰雪千里第一人双眼的泪花。

公元1644年满清入关前，东北地广
人稀，人口主要是满族、蒙古族等北方
少数民族，汉族人几乎微乎其微。满清
人入主中原，清廷先是鼓励汉人出关开
发辽东，后又于康熙七年（公元1667年）
下令“辽东授官，永着停止”对东北实行
禁封，除部队严守长城又在长白山脚下
栽植一道柳树墙，墙外深挖大沟，树与
树之间用绳索连着，也由兵巡逻把守，
被后人称为“柳条边”。后来有人研究
禁封政策时说：当时康熙王朝主要考虑
在无法控制关内时，为满人留条退路，
像元朝蒙古人被朱元璋赶回蒙古草原
那样，可在老家继续生存。但到了鸦片
战争，因清政府内外交困，对边疆控制
力日渐削弱，北面的沙俄趁此不断侵蚀
黑龙江边境。为增强边疆力量，不得不
增加东北人口，提升经济实力、边防实
力，于清朝咸丰十年（公元1860年）朝廷
下达：开禁放垦（俗称开垦令），掀起了

汉人“闯关东”的高潮。第二次“闯关
东”的高潮在民国时期，山东、河北、河
南、山西等临近长城的人纷纷千里迢迢
来东北开垦土地，其中以山东人居多。
我的先祖就是在开垦令后，从山东登州
府（现在山东蓬莱）一路挑担脚量来到
这东辽河畔，伐木垒屋、开荒垦田的。
在荒蛮的沼泽，幽森的林丛与恶狼、蟒
蛇争夺地盘，挥洒着汗水与生命，疼痛
被疲劳与惊恐掩埋，把命运交付给一年
年的风霜雨雪。

在我小时候，常听爷爷说，我们先
祖是在开垦令第二年，跋山涉水来到
这辽东河畔拓荒安家的，从此一代代
生生不息，斗转星移，我们家族一百六
十年来，从未离开这片土地。因为这
片肥沃的黑土地，只要春天播下种子，
出来苗，伏季没有大的洪灾暴雨，秋天
就会收获沉甸甸的稻谷，红艳艳的高
粱，金灿灿的大豆和玉米。我们现在
的公主岭市原来叫怀德县。第一批

“闯关东”来此开荒的先人就总结说，
东走西挪不离开怀德。

东辽河因历史朝代的更迭，曾几
易其名：汉称努苏河，三国至隋朝时称
杨柳河，满清时叫赫尔苏河，民国时将
辽河上游两大主要支流从交汇处分为
东辽河、西辽河。未进行农业开垦前
的东辽河沿岸草茂花芳，现在的二龙
湖水库到公主岭市南崴子街道这段流
域在前清朝时是“盛京围场”。康熙、
乾隆都在此秋季狩猎放马，康熙在此
留下了不朽的诗作：“断垒生新草，空
城尚野花。翠华今日幸，谷口动鸣

茄。”康熙对此地非常留恋，当年他到
东北巡视边疆防务，还特地来此休息
放马。由此紧挨二龙湖水库的公主岭
市龙山满族乡，原来叫放马沟乡，都由
此得名。

解放前的东辽河是条自由散漫的
河，两岸没有拦河堤，田园没有排洪
渠，夏季遇到连雨天，大河就像万匹野
马咆哮奔腾，践踏完良田后，留下片片
泽国，两岸的庄户人家，只能望洋兴
叹，等待水的自然流失，庄稼和道路露
水面。东辽河每发一次大水，就要改
道一次，村屯田间道路到秋收前就要
修一次。到了小雪封山、大雪封河，长
长的冰河便成了两岸农家最好的季节
性公路，庄稼人便赶着装载粮食和农
副产品的马车、牛车在封冻了的一河
坚冰上去集镇出售，再购回油、盐、醋、
棉花、布等生活所需。一到冬天一河
坚冰更像一条银色的拉链，缝合了两
岸的大地，人们在大河上自由来往，亲
密着两岸的亲情。

站在冬日东辽河家乡的大坝上，
在正午的阳光中，回溯完所知的历史，
又想到现代这条大河所经历的变化，
不仅心潮澎湃。新中国成立后，大河
两岸的人民在各级政府的组织下修水
库、筑大坝、建水渠，沿岸成了国家重
点商品粮基地，农副产品加工出口基
地。改革开放后，国家在财政不断积
累中，开始农村公路建设，美丽乡村建
设。现在这块肥沃的大地，国道、省
道、乡村道联网，村庄道路整洁，庭院
美丽，人们生活在美满幸福的日子里。

回望东辽河
◎ 程振洋

古人云：“活到老，学到老。”学而
时习之，不亦说乎！千古名句，代代相
传。它的意思是：学到待人处事的道
理并适时实践练习，不是一件令人心
生喜悦的事吗？

中共中央宣传部开发“学习强国”
平台，就是要让广大党员干部通过学
习，开阔思想视野、克服“本领恐慌”，
增强实干能力，做到知行合一。“学”字
当头，“用”字为先，勤学会用，善学善
用，活学活用，才能克服“本领恐慌”，
不断提高工作水平和能力，干出实打
实的新业绩，干出群众的好口碑、干出
好业绩，为客户提供满意的普惠金融
服务，赢得群众拥护、认可和支持，使
得可依赖的“朋友圈”越来越大、最可
信任的“智囊团”越来越强。

发展是第一要务，人才是第一资
源，幸福是奋斗出来的，越奋斗越幸
福，越幸福越有激情去奋斗。

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依靠学
习走向未来，依靠学习拼搏奋斗，依靠
学习走向幸福。面对日新月异的知识
经济时代，面对越来越高的工作目标
和要求，我们要树立“本领恐慌、能力
危机”的忧患意识，时刻把学习作为一
种习惯、一种品德、一种追求、一种乐
趣。通过学习解决新问题、干好新岗
位、取得新成绩。

前进路上，有广阔天地等待开

拓。自“学习强国”平台上线后，自治
区农信联社党委高度重视，派专人负
责培训工作；自治区联社农信机关党
工委及时下发通知；自治区农信联社
19个党支部、83家行社党委积极行动，
党员干部及时注册、认真学习。

在茶余饭后的交谈中，大家感叹
“学习强国”平台有着海量的知识库、
免费的图文视频学习资源，是最权威、
最全面的信息平台，是新时代我们干
事创业的理论宝库、强魄铸魂的精神
家园。

穿越沧桑，路在脚下；日生不滞，
前行不止。“学习强国”平台不仅大大
提高了广大干部群众的学习积极性和
主动性，潜移默化地引响着思想觉悟、
文明素质、科学素养、人文伦理，丰富
的学习内容和资源、创新的组织和学
习形式，农信人必将通过学习增加知
识储备、增强工作能力、增添建设事业
的本领和信心，让农信社巨轮攻破层
层坚冰，驶向美好幸福的彼岸。

学习才能强国
◎ 刘晶晶

“同事们好！”“好！很好！非
常好！”

早上八点，农信社网点大厅内，不
时传来嘹亮的口号，其网点的晨会正
在火热地进行中。

晨会，是每天工作前的一个小小
例会，短短十几分钟的晨会意义重大。

仪容检查。身为农信的一员，着
上农信社的工装，时刻面带微笑，个人

形象就代表着农信社的形象，提高服
务质量，以维护客户利益、坚持诚信服
务为原则,以追求客户满意为责任。

总结部署。对前一天的工作总结
和当天的工作安排，查漏补缺，分析业
务中遇见的问题以及客户的动向，合
理的安排当日的工作，提高工作效率。

互动沟通。通过互动实现相互沟
通，增进同事感情，晨会为大家提供了

一个有效沟通的平台，营造了一个和
谐融洽的工作氛围。

一年之际在于春，一日之际在于
晨。每天十分钟，既统一团队思想和
行动，又鼓舞员工的士气，增强团队凝
聚力和战斗力，大家带着目标、带着方
向、带着激情去开始一天的工作，始终
坚持诚信第一，效率第一，客户至上，
服务至上的服务目标。

每日晨会
◎ 史翠君

一元复始，万象更新。转眼之间，
岁月的脚步已从寒风凛冽的严冬走向
了百花争艳的早春。在这新的一年
里，愿儿子健康快乐成长。

很幸运，这一生一世我能成为你
的妈妈。你虽年幼，但开朗的性格，坚
强的心智，一直鼓舞着妈妈。世界上
还有什么事情比做你的妈妈更让我欣
慰的呢？

儿子，你是懂事的。在你这个年
龄，按理说正是无忧无虑疯玩的时候，
你却陪着妈妈上班、下班、加班，在家
里还要看书、写字，更为欣慰的是小小
的年纪字写得工整规范，让人赏心悦
目。

儿子，你是勤快的、孝顺的。小小
年纪，就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凡力所能
及的都不用妈妈再操心了。偶尔还用
自己稚嫩的小手给妈妈捏捏肩、锤锤
背。有时妈妈工作一天回到家累的实
在不行了，你就亲自为妈妈做饭。儿
子，你做的鸡蛋面真的很好吃，妈妈很
喜欢。

儿子，你是聪明的。贫困不可怕，
可怕的是没有知识。作为学生，你要以
学习为主。妈妈希望你立志成才，在学

校里认真读书，取得好成绩。妈妈提醒
你，课堂时间很宝贵，稍微一不留神，老
师讲的重点内容就溜过去了，这样对课
后作业和复习非常不利，希望你能改掉
上课走神儿的毛病。切记，“一寸光阴
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儿子，你要
在学校里尊敬老师，团结同学，多为他
人着想，把方便留给别人，把困难留给
自己。你要记住，“宝剑锋自磨砺出，梅
花香自苦寒来。”

儿子，你就像出水小荷一尘不染，
更像一棵小小的树苗，再过几年就能
开出绚丽的花朵，结出丰硕的果实。
愿你早日成为一棵参天大树。你要记
住，长成栋梁之材，必须要不断给自己

“施肥”，肥料在哪里？在书本上，在他
人的言行举止中，在社会大学中……
所以你要不断丰富自己的技能和知
识，使自己成为一个有用之才。

“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
远。”儿子，妈妈希望你领悟真理，做个
有理想、有志向的人。前方道路漫长
崎岖，希望你能坚守自己的志向，淡泊
明志，宁静致远。将来，你收获的不仅
仅是一个秋季，而是整个繁华似锦的
未来。

非淡泊无以明志
——写给儿子

◎ 林 云

迎春花
◎ 王志芳

盛开在春天里的第一朵花
是春天最具象征性的一抹黄

平凡到随处可见
小黄花冒着春寒
勇敢接受挑战

只为争当春天的使者

将四五片花瓣开出独一无二的美
一串串站在弯弯枝条上的花朵
自信地展现出柔弱中的刚强

那是来自骨子里的
不张扬的香气似有似无
摇曳在明媚的阳光下

成片的存在

阳光的照耀下散发出金色的光芒
享受着暖阳的轻抚

微笑着迎接孩子们的到来
春风吹来

慢慢舞动身躯
多么和谐的画面
这就是一场特别

为迎接春天举行的舞会
主角就是迎春花

春
◎ 王晓牧

残雪的背后
几滴久违的鸟鸣

叫醒了冰封的河流
叫绿了唐诗宋词笔下出墙的红杏

好动的蜜蜂 乘着春风
频频地为百花歌唱舞蹈
多情的彩蝶 借着春光

扇着翅膀抢拍着春天的镜头
布谷鸟声声讲述着

一年之计在于春的哲理

蜷缩了一冬的人们
开始走出紧闭的小屋
踏着欢快轻盈的脚步
迈向三月缤纷的剧场

把目光挂满五彩六色的枝头
聆听春风的手指

弹奏着季节的序曲

书法/蒲天国

春江水暖鸭先知 徐 进/摄

那一年绿草如茵
◎ 张 洁

又是一年春水初平，拂堤柳醉。
暖融融的绿意在一次次烟雨迷蒙中渐
次铺陈，也带来了记忆中一些泛黄的
趣事。

我与足球的渊源不深，但也有每
逢世界杯便为之疯狂痴迷的年少时
光。2010年南非世界杯小组赛，当时
德国队小组赛 4比 0狂屠澳大利亚，0
比 1 负塞尔维亚，接下来就是与加纳
的出线生死战。到了这最关键的一
战，却因为种种条件所限无法看直
播。当时上班的网点离家 45公里，宿
舍里除了四面锃光瓦亮的墙壁，更是
无一长物。正在我沮丧万分的时候，
和我在一个网点上班在当地结婚买房
的同事，主动提出可以去他家看。我
自是喜出望外，感激之余欣然应允。
比赛迟至凌晨两点半才徐徐拉开帷
幕，战况紧张胶着，酣战至下半场第55
分钟才由厄齐尔进球打破僵局，最终
1比0险胜加纳锁定小组出线名额。

随着年岁渐长，对于足球的热情
似乎也逐渐褪去，但我依然记得当年
的苦中作乐和由点滴细微的暖意把琐
碎无趣的日常填充起来的美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