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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总是按着它的速度缓缓前
行，人的步履也随着时间的速度，一
路前行。当记忆的鼓槌敲打着现实
的鼓点，我想，又到了自我寻觅的那
一刻，用回忆勾起一段过往，牵出一
段苦涩。原来，生活的恬静，不在纷
杂的世间，而在内心，那高山流水，鲜
花盛开，为生活徒增几分姿色。随手
捡一支在昨晚吹落的花枝儿，插入衣
兜，让芳香伴我左右。

我喜欢这种感觉，将生活的一段
段经历，在光阴的故事中，轻吟，浅

唱。修饰着所有经历的每一个细节，
娓娓道来，缓缓释放。有时，我们会
遇到某些人或某些事，怀着相逢的喜
悦，又或是离别的感伤，但一路前行，
终须阳光相伴。有时，我们的用心就
像初春的种子，撒下后，便守着希望
的田野，祈求着春雨的浇灌，祈祷生
根发芽，开花结果。这份用心，如良
人在侧，常伴左右。

岁月的长河，从不会抛弃谁，经历
着、摔打着……工作中的努力拼搏，让
我时刻充满力量，心怀阳光，将微笑挂

上脸庞，笑对波折，坦然面对。
季节变幻，年岁增长，一些刻骨铭

心的记忆，也会在伤痕处，再次开出
夺目的花朵，让偶尔失落的内心充满
阳光和希望。现在每一天，我都会带
上满满的阳光，亲人的期待，用积极
的行动，填满枯燥的缝隙，把每一段
岁月照亮。于是，走过的路，落下的
泪，流淌的汗，终将成为一生的宝藏。

生活就是一幅画卷，任由我们泼
墨，晕染，我将带着最初的梦想，初心
不改，让一路阳光相伴。

让一路阳光相伴
◎ 张 楠

春天来了
◎ 林 云

春天来了
像一位美丽天使

播撒着生机的色彩
春天来了

像一位花样少女
舞动着飘逸的风情

春天来了
像一位多情诗人

如梦般甜蜜 酒般香醇
春天来了

像一位活泼的娃娃
带给人类无限的希望

春天来了
听

水声冰下咽 万物苏醒
清澈的流水在唱歌

银线般的春雨在拨弄着琴弦
轻柔地滋润着大地和人类的心灵

枝头的燕子在嬉戏
燕子跨越南北 千里而归
只为贪恋北方的春意。

看
小草犹如襁褓中的婴儿

缓慢地伸展着四肢
悄悄地拱破了土皮

赤裸裸地沐浴着温暖的阳光
放眼望去 一片片绿油油

仿佛瞬间大地披上了绿军装

迎春花 春的使者
俏也不争春 只把春来报

迎春花
虽没有玫瑰的情愫与娇艳

牡丹的国色与天香
却勇于天寒时分苏醒

谁将百炼钢 化为绕指柔
迎春花

看似纤弱 实则坚韧
以柔克刚 当恰如其分

杨柳依依 绿意穿梭花枝俏
杨柳锦簇 漫眼是无尽绿意

桃花杏花白里透红 与众不同
丁香花默默绽放 清新淡雅
这一切正在向人间宣告

春天来了

迎着和煦的春风
迈开轻快的步伐

约 一起踏青
漫山遍野的鲜花

在风中争奇斗艳 芳香四起
明媚的阳光洒满大地
渗进春天的每个角落

游者如同行走在画廊的梦谷中
怡然自得的感悟自然
释放心灵 放逐人生

在春天，总得写点什么。
古人写“春日宴，绿酒一杯歌一

遍”，写“春日游，杏花开满头”，写“当时
年少春衫薄，骑马倚斜桥，满楼红袖
招”。春天真是个诗意嫣然的季节，古
人绣口一吐就是整个春天，连路边上的
小花小草都是诗情画意的娇羞模样，桃
花迷了眼，杏花开得浅，油菜花也开始
拨弄春日的琴弦……

而我决定，写写凤垟乡三门垟村那
开得如火如荼，绚丽多姿的樱花盛宴。
凤垟乡的樱花林磅礴，有气势，1.8公里
的水泥路两旁，樱花错落有致。大有

《桃花源记》中“夹岸数百步，忽逢桃花
林，中无杂树，芳草鲜美，落英缤纷”之
感。刚刚下过雨，路面有些潮湿，泥土
松松软软，轻轻踩上去，仿佛能听到樱
花树们的窃窃私语，它们在说些什么
呢？也想学古人为樱花赋诗一首吗，还
是在为这包罗万象的春天感动呢。

渐行渐远，一阵微风吹过，花瓣随
着风落地，多么美的一些樱花雨。而那
些飘落的樱花和春光一起没入地里，作
为记忆的脉搏，深入大地的思想，让春
天记住这相遇的时间。

樱花似乎是春天散落人间的天使，
唯美而纯净，淡雅而富有诗意，如同乡
村振兴的脚步，铿锵有力。调皮的春雨
沾湿了樱花清丽的花瓣，美丽的春姑娘
坐在花瓣上，摇摇晃晃，嘴里还念念有
词：“樱花树下送君时，一寸春心逐折
枝。 别后相思最多处，千株万片绕林
垂。”大抵是樱花太过烂漫，连一贯含蓄

的春姑娘，也抑制不住借着元稹的《折
枝花赠行》，表达相思之情。你听，是谁
在山坡喊着春的名字，在塬畔等着春光
的温暖，邂逅这漫天飞舞的樱花精灵。

走走停停，道路两旁的樱花，有的
着洁白的春衫，有的着艳红的裙子，形
态不一，颜色各异，如云似霞。殷红樱
桃白雪花,在古代，人们总喜爱将白色
花朵看作脱尘不染，红花却娇艳流俗,
因而纯粹的白色樱花，获得了许多文
人墨客的喜爱，韦庄笔下的“记得花开
雪满枝，和蜂和蝶带花移”，便是白纯
洁清秀的典范。而我国唐代伟大的现
实主义诗人白居易却是颇喜红樱花，
写下了脍炙人口的《同诸客携酒早看
樱桃花》：

晓报樱桃发，春携酒客过。
绿饧粘盏杓，红雪压枝柯。
天色清明少，人生事故多。
停杯替花语，不醉拟如何。

红樱如同烂漫春光中的一抹红霞，
虽妩媚娇柔，不若那些雅致的花草品格
高洁，但撩人春心，别有一番风流韵味。

江南的小雨沙沙地下着，温暖的
春风让大地焕发出了勃勃生机。在这
样一个充满诗意的季节，赏一场樱花
盛宴，未尝不是一件令人欣喜的事。
这是我在凤垟的樱花树下给你写的
信，花瓣为纸，花蕊为笔，感觉很美好，
风清昼长，连花影都在信上跳舞。倘
若你那还未暖，你会在字里行间看到
柔软的花开。

春日樱花开
◎ 尤静静

妈妈是卫校护士班毕业，年轻的时
候在乡里卫生院上班，是一名护士，妈
妈的专长是助产。因为身体及家里孩
子多需要照顾等原因，后来就在村里的
卫生所工作。

在我小时候的记忆中，妈妈有一个
木制的保健箱，里面有一个托盘，放着
一些医疗器械等物品，打开箱子最显眼
的是那双红色的橡胶手套，这个保健箱
妈妈谁也不让乱动，有时还锁上。后来
略懂一点事儿才知道妈妈是个助产士。

记忆中，无论白天黑夜我们家里总
有人光顾，来者一般都是男人居多，很
着急客气地对妈妈讲，家里的女人要

“生产”了，请您到家里接生。妈妈简单
询问一下情况后，穿上白大褂，背上保
健箱就走；有的时候是去本村，还算离
家近，几个小时就回来了；有的时候是
十里八村慕名前来请妈妈前去接生。
我家经常有人半夜敲门，妈妈为人善

良，从不摆架子，喊醒姐姐照顾好弟弟
妹妹，上学别迟到，出门就跟人家去
了。那时候的农村道路不好，交通不
便，条件好的坐拖拉机，多数都是坐马
车，一路颠簸，风雨不误，这些艰苦妈妈
从来没有考虑过，心里想的就是及时赶
到孕妇家，顺利安全让孩子生出来。有
时遇上不顺产的孕妇，最担心的是孕妇
的家人，心里没底。但妈妈凭着多年的
经验，娴熟的专业操作，每一次都是完
美无缺地让母子平安，皆大欢喜。

妈妈那双戴着红手套的双手，接生
了无数个鲜活的小生命。妈妈为乡亲
们服务，不计报酬。长大后我娶妻生
子，便更加体会到了母爱的无私和伟
大。如今，妈妈离开我们已经近10年
了，岁月流淌，母爱情深，但愿妈妈在天
有灵，感知这人间的一切，还戴上双红
手套，抚平心灵创伤，保佑天下母亲平
安幸福。

妈妈的红手套
◎ 董 民

有人说：“农商行的工作就是每
天睁开眼，是充满挑战的一天；每天
闭上眼，又是平凡的一天。”我的感
受却略有不同，诚然，每天早晨开始
工作，就有很多新的挑战；但是，每
天休息的时候，回想当天已完成的
工作，却又是不平凡的。因为每天
我都在学习，都在改变。

我改变，因为我记得同事给我
的榜样。在一次培训会上，我向同
事提议一起坐在会场后方，提议很
快被同事拒绝了。他告诉我，既然
来培训，就要起到培训的效果，应该
去前排，那里可以听得更加清楚，看
得更仔细。最后，我跟随他坐在了
前排，那天，我们不仅认真学习了有
关课程，还主动承担了部分服务工
作。事情不大，却让我深受触动。
从那以后，参加各类培训，如果条件
允许，我都坐在前方认真聆听，积极
响应。我变了，更积极变成了我的
新标签。

我改变，因为我还记得自己内心
的愿望。第一次独立办理业务时，缺
少业务积累和沉淀的我，却想做好每
一个细节，那时的我真正体会到书到
用时方恨少。工作的迫切需要，使我
花费更多的时间用于学习，像海绵吸
水一样汲取业务知识。我变了，更勤
奋变成了我的新标签。

我改变，因为我始终记得领导对
我的要求。第一次做统计报表送给

领 导 审 核 时 ，就 受 到 领 导 的 批 评 ，
且不论数据的准确性，就连格式都
有 问 题 。 那 时 的 我 不 注 重 排 版 布
局，让本来非常正规的报表仿佛山
寨 版 的 一 样 ；没 有 制 式 标 准 ，不 仅
看上去不美观，本身也失去了严肃
性。从那时起，奋发图强的我认真
学习报表规范，并在工作中加以运
用。我变了，更专业变成了我的新
标签。

一个个任务，一件件事情，就如
同一把刻刀，经过每天的雕刻，塑造
了一个新标签下的我。新标签要有
新状态，未来任重而道远。这就要求
我们站位更高，视野更宽，不陶醉于
已取得的成绩，不满足于浅尝辄止，
不畏艰难，不懈追求。在工作中，我
们要敢说、敢想、敢做，以思维创新推
动工作创新，尤其作为年轻人，我们
应当满怀朝气与活力、热情与梦想，
勇于向不可能挑战。我坚信，只要所
有人劲往一处使，心往一处放，就是
一股不可战胜的力量，这股力量定能
让我们取得非凡的成就。

我们深爱这片土地，愿为它挥洒热
血。今天，能够有幸成为农商银行跨越
发展的亲身参与者，我们一定要有一种
闯的魄力、抢的意识、争的劲头、拼的勇
气，积极升级新思维，努力彰显新作为，
把工作当成一种享受，把工作当成一种
使命，为农商银行灿烂美好的明天奉献
自己的智慧，奉献自己的青春。

青春新标签
◎ 钟 琳

唱响劳动者赞美之歌
◎ 史志珊

人间四月天，已让花红柳绿，而五
月的炙热，足以点燃了劳动者的激情，
在整个五月，描绘出你追我赶，劳动最
美的蓝图。

劳动的场景在这里随处可见，在
砀山这片以农业为主的果园小城，更能
发现劳动的赞美之歌。五月，路边的杨
柳早已垂下婀娜的身姿，像是在致敬勤
劳五月那群最可爱的人。每种生命都
在奋力郁郁葱葱。有农民、有学生、有
工人，还有当地这群农金之花。

虽然随着时代的发展，这里更多
的人选择出外打工，可每每过年过节
回家，还是银行最忙的时候。看着他
们一叠叠现金、一张张外地卡转存到
农商银行，或者在排队办理其他业务
的时候，我都会生出一种敬畏。都说
衣食者父母也，是他们，让农商银行这
个本土品牌发展壮大；是他们，筑起了
经济的纽带；是他们，更让我们坚定人
本、责任、诚信、共赢，更注重服务、更
夯实标准化精品网点的建设。农商银
行是扎根农村的商业银行，是与老百
姓一路成长的银行，更是老百姓生活
越来越好的见证者。五月，温暖的春
天已经渐渐离我们远去，汗水也在明
媚的阳光下出现在劳动者的额头。而
我们，更愿意在劳动时候，为他们解暑
降温，哪怕是一杯水，一片纳凉处，或
者一句温暖的话，一次次令顾客满意
的态度。

五月的大地，像似一块天然画板，
万物生灵随意一撇，自然之美便淋漓尽
致。五月的风景，无论是朝暮里温婉柔
美的双手，还是在艳阳下飞溅的汗水，
都是一曲曲最动听的劳动者赞美之歌。

四川省东川小平原边缘上有个叫
门坎坡的村子，因其独特的地势而得
名。受精准扶贫的影响，这些年来，门
坎坡村正发生着可喜的变化。

一进村口，映入眼帘的，是一排
排错落有致的川东民居，那是近年来
东川县新农村建设的成果。村子的
背后，是一座大山，山坡上前几年栽
满了油橄榄树。山顶的油橄榄树，是
县里为打造“中华橄榄园”新植的。
山腰间，“打赢脱贫攻坚战 誓让荒山
变金山”的巨幅标语，醒目地立在那
里，让人想起，这片土地，正张开双臂
期待着人们的热情拥抱。

过去门坎坡村很穷，当年这里曾
流行着这样一首歌谣：好个门坎坡/一

坡两边梭/后边喝稀饭/前边敲铁锅。
这就是过去门坎坡村的真实写照。

越穷越封闭，那时，他们省吃俭用，
好不容易积攒下一点钱，却害怕让别人
知道，不是把钱存放在银行里，而是放
在木箱、木柜或者米缸里，被老鼠叮咬
得千疮百孔的事，时有发生。而一旦纸
币残损，他们不知道兑换，又害怕张扬
出去，落个破坏人民币的罪名，只好一
手捏着破烂的纸币，一手捶打自己的脑
门，责怪自己。至于村民们缺了钱，不
去找银行借贷，而是在亲戚朋友之间拉
扯调剂，甚至涉足民间高利贷。在他们
看来，贷款是一件多么丢人的事。

改革开放的春风，吹进了门坎坡
村，村里人打开了心门，跨出山门，到

外面精彩的世界去闯荡。他们挣了
钱，在外买了房，安了家，却念念不忘
门坎坡老家，回来把原来破旧的房屋，
修缮一新；远嫁他乡的姑娘，也时不时
回到老家，说是来呼吸新鲜空气。虽
然山还是那道山，梁还是那道梁，但村
民们的温饱解决了，民风也变得淳朴
起来，处处呈现出一派“生产发展、生
活富裕、村容整洁、乡风文明、管理民
主”的社会主义新农村景象。

精准扶贫和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
再一次给门坎坡村带来千载难逢的发
展机遇。门坎坡村开始有大批的劳动
力回归，他们不仅带回资金，还带回技
术和信息。他们凭借资金和技术，开始
谋划自己的未来。 （未完待续）

门坎坡村的变化
◎ 周依春

我的老家位于河北省邢台县西部
太行山脉一个小村庄，距离市区70余公
里，不足90户人家。我参加农信社工作
已有15年了，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想念老
家的父母。四月下旬的一个周末，天空
飘着蒙蒙细雨，我带着媳妇和儿子回老
家看望母亲。

驱车40分钟便到达了村里，母亲早
已在门口等待。一只手扶着门框，一手
打着雨伞，望着我们来的方向。细雨包
裹着她瘦小的身躯，雨水被风吹过沾在
她丝丝白发上滴滴落下，部分衣领已被
雨水湿透，她却丝毫没有察觉出来。母
亲见我把车停下，迈着小碎步急步走过
来，边向我们虚寒问暖，边从车里抱过孙
子进屋去。

母亲昨天得知我们回家，一大早就
开始忙活。用院里那口木柴铁锅，炖了
满满一锅鸡块和猪排。咕嘟咕嘟的声音
从锅中有规律地传出，浓烈的香气慢慢
悠悠弥漫了整个小院。

“爸爸，我想去看杨爷爷家那头大
黄牛，可以带我去吗？”“乖，当然可以，爸
爸也想看看。”我俯下身子轻声对儿子
说。稍作休整，留下媳妇帮母亲做饭，我
带儿子去看大黄牛。

家门前有一条小河静静地从村中
穿过，长年流着清澈的溪水，小河虾、河
蟹、泥鳅每年开春天气变暖后都会爬出
自己的窝，成为小河的主人。小河里流
淌着我许多童年的记忆，与几个儿时伙
伴，时常在这里逮虾捉蟹，追逐嬉闹。

街道旁住着的四邻，还是儿时的四
邻。屋舍不再是我小时候的石头房子大
土坑，经过翻新改造，都变成了铁门红砖
青瓦新农舍。如今每家每户都装了空
调，连着网络，换了新家装，生活质量有
了很大的提升与改变。大门上贴着我年
前送给他们的农信社印制的春联，在雨
中显得格外醒目。外墙上刷着蓝底红字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宜居美丽乡
村”“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共建山清水秀
家园”等标语，与红墙青瓦交相辉映，形
成一道亮丽的风景。

“哞哞哞”一阵老黄牛沉闷的叫声穿
过细雨，从前边传来，我俩便顺着叫声寻
去。突然，儿子紧搂我的脖子惊呼“爸爸
快看，牛！”。这是一座废弃的老房子，被
改造成了牛棚。一头健壮肥硕的大黄牛
静静地卧在那里，悠闲地嚼着青草。

“呦！江民回来啦，孩子都长这么高了，
长得可真俊啊！”耳旁传过来了熟悉的声
音。我扭头一看，原来是杨四叔。他手
提一个装满剩饭剩菜的塑料桶，是给大
黄牛加餐来了。

说到杨四叔，他是村里的致富能手，
也是村里的首富。由于头脑灵活，为人
诚信厚道，早些年靠做点小生意，积攒了
一些本钱、经验和人脉，现如今在村里搞
起了养殖业。开春后他从乡镇农信社申
请了流动资金贷款，弥补了资金缺口，更
新了养殖技术，扩大了规模。

午饭点到了，我忙与杨四叔寒暄几
句，向他道谢道别。

雨水哗哗作响，落在屋顶上顺着瓦
口流下，在院里的石板上激起晶莹的水
花，向四面八方散去。母亲忙着端盘拿
碗，瘦小的身影在雨中穿梭着，丰盛的
饭菜准备了满满一桌。每次回家都是
同样的情景，母亲布满皱纹的脸上总是
挂着慈祥的笑容，汗水满额，嘴里却念
叨着不累。

吃过午饭后，母亲照常提来塑料袋
子，端来筐子，里面装满了核桃，拾掇一
堆食物嘱咐我走的时候带上，这些核桃
产于自家承包的山上。这些年，村民们
在村委的号召下，荒山分包到每家每户，
在荒山上造出一道道梯田，山上栽满了
栗子树、核桃树、柿子树、大枣树和杏
树。村里人现在栽树比种地的积极性都
大，享受到了种植果木带来的红利，不仅
摘掉了“穷帽子”，还捧上了“金饭碗”。

村里的杨树林跟我年龄相仿，他正
是靠经销山货腰包鼓起来的。中专毕业
后回到村里，嗅到商机，利用本地资源优
势，成立山货收购站。线下收购中药材、
柿饼，栗子，核桃等山货，利用互联网平
台线上联系买家，寻找销路。在他的带
动下，现在相继做山货经销生意的村民
多达十多家。有时候回家遇见了，我俩
总得聊上一会儿。

雨还在下着，没有要停下的意思。母
亲送我们上车，直到我驾车驶离，她才转身
慢慢向家走去。淅淅沥沥的细雨渐渐的
模糊了她瘦小孤单地背影，渐渐模糊了一
个正走在新时代奔向小康生活的小山村。

老家雨中行
◎ 肖江民

世园会一角

书 法 薛文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