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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日熔金逐玉山，
晚霞初照彩云巅。
江山万里传神韵，
风雨千秋夜未阑。

断霞锁楼入罗幕，
花枝傲骨驻晖前。
露湛风姿追鸿影，
轩楹凤翼咏月寒。

花下夕阳
◎ 张壮志

“五四”火炬，燃耀百年，励志辉
煌。

看中华崛起，沧桑巨变；涅槃重
生，鲲鹏高翔。

拥抱时代，点亮未来，唯我们初升
太阳！

跟党走，循火红足迹，扬帆远航。

“五四”号角嘹亮，揽青年弄潮志
高昂。

改开新丝路，经济振兴；港澳回
归，国富民强。

射电天眼，航母巡洋；创举奇迹，
震万邦。

复兴梦，习风拂神州，大国泱泱！

沁园春·耀青春
——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

◎ 聂婉琳

《富贵牡丹四条屏》 作者：王继成

“五一”假期没外出远游，却想起
乡下老家，便匆匆赶回，虽然室外风沙
弥漫，但我依然带着方便袋和水果刀
走进家乡的大地挖“亲妈菜”。在记忆
中遍地是“亲妈菜”的屯南小河边，我
找了很长时间，也没寻到一棵“亲妈
菜”。再也看不到年少家乡：荒坡野岭
陌阡旁，点点黄花缕缕香。

“亲妈菜”在我们松辽平原东辽河
下游这地方叫“曲麻菜”，叶细长、茎秆
竖直，每年到了开春农历三月，下场透
雨便从大地里一片一片强势长出，根
部像刚生好的绿豆芽一样白嫩，茎叶
绿盈盈的都可以食用。我是出生于上
世纪60年代的人，对野菜有着特殊的
情节。

在计划经济时代，农民在生产队
集体劳动，到入冬打下粮食先上缴国
家，再留给集体，最后按人口分口
粮。地块儿好（指土地肥沃）生产搞
得好、产量高的生产队，粮食交够国
家，留足集体剩余的可以多分些口
粮，但每人不超过 480 斤；地块孬（指
土地贫瘠）粮食产量低的，可向国家
申请少交公粮，人均最少是360斤，也
就是说，人均每天的口粮不到 1 市
斤。我家乡的土地属风沙地十分贫
瘠，粮食产量低，人均口粮几乎年年
是 360 斤，家家不够吃。这样到了春
天“亲妈菜”拱土，乡亲们就开始上田
地挖野菜，先是“亲妈菜”后是灰菜、

山芹菜、猪毛菜等。把这些野菜煮熟
与玉米面、高粱米面混合在一起，蒸
菜团子吃，这样可节省一些主粮。

当时，虽然我的母亲没进过学堂、
读过书不识字，但居家过日子的小账
算计得很精。冬天面对生产队分的粮
食，便进行着规划，哪个月份吃什么，
每个月吃多少量。然后在头一天晚上
又计划着第二天每顿饭下多少米，用
什么菜。家里来客人留下吃饭，后几
天自家又怎么以菜代替节省出主粮。

我10岁那年的春天，我和二姐顶
着雨，放学回到家见妈妈不在家，细心
的二姐一看我们挖菜的篮子少了一
个，就知道妈妈怕我们放学顶雨去挖

“亲妈菜”。二姐便叫我和她一起去田
地里找妈妈。已上到炕上感觉很冷的
我，有些不情愿，这时二姐愤怒地上炕
把我拽到地上。我们把还未干的塑料
布披在身上往地里跑，当跑到地边时，
见妈妈一个人在雨中正挖“亲妈菜”，
浑身已被雨淋透……

“亲妈菜”因为味儿苦，有些地方
叫“苦苦菜”，我家乡这地方为什么叫

“亲妈菜”，我问过一些年长的人大多
都说的是因“曲麻菜”的谐音；还有是
因为以前粮食少，到了“苦春头”时恰
好这种菜遭雨便从大地拱土，挖回可
与粮食混合做成主食，又可当菜食用，
是妈妈最亲最爱的，妈妈们以此菜做
出可口又能吃饱的饭菜，让孩子们对

妈妈更亲。
年少时我们常食用的“亲妈菜”，

不但能解决温饱，更是预防感冒、咳嗽
上火、清热解毒、消炎消肿的良药。去
年秋季，本市一位写书法的朋友送我
一包洗净晒干的蒲公英和一包“亲妈
菜”。并嘱咐我这个多年患有糖尿病
的患者，用这两样东西泡水当茶饮，对
缓解病情有良效，对此，我非常感激。
苦菜不仅平民百姓喜爱，也受文人墨
客关注入诗。记得宋朝赵蕃就对苦菜
吟诵到：“春今回首便天涯，留得芳英
在物华。野色似云闲放犊，树阴如幄
暗巢鸦。金钱满地空心草，紫绮漫郊
苦菜花。试考方言助多识，欲传名字
入诗家。”

如今，物质丰富了，生活水平提高
了，但纯天然、绿色有机食材却越来越
少。从老家回来，我去农贸市场见到
几个出售“亲妈菜”的商贩，便想买点
儿。我问其中一个商贩，这是天然的
吗？她说，是在地里挖的。我拿到手
里几棵一看，根细茎长叶窄，我说这是
大棚种植的，地里天然生长得不这样
儿。那人惊讶地瞅我一眼说：“你要的
话可以便宜点，现在地里施化肥，喷农
药，确实很难挖到了。”尽管我知道这
是大棚种植的，但还是买了一些。让
孩子嚼一嚼这苦味儿，再和他们讲一
讲过去春天里，我们这代人食得苦味
儿的香。

又食苦菜味儿香
◎ 程振洋

黄昏，我们漫步在湖南省益阳市
南县宝塔湖畔。

宝塔湖岸油砂路平坦，湖水碧波
荡漾，水鸟嬉戏。四周生长着杨柳、樟
树、玉兰树、桂花树、罗汉松、月月竹、
茶香树、红叶石楠、小叶黄杨等各种灌
木林草，与蓝天、白云、大地、湖水构成
一道道亮丽的风景，让人遐思神往。

夕阳，亲和地穿透周围高楼大厦和
湖边丛丛树木，拉出条条金黄色光柱，
映照着宝塔湖湖面，湖水被染得一片金
黄。涟漪轻泛，水波微微泛着阵阵闪闪
的亮光，好一幅美丽的云水画卷。

凭栏处，湖水不断轻吻着堤岸，湖
畔垂柳早已长出新枝绿叶，在煦风里
不断轻摇，时而左右摆动，时而上下抖
擞，极像是主人热情欢迎客人光临。
暮色中，鸟儿归巢，时而天空盘旋低
飞，时而树梢跳跃呼唤，呼朋引伴之
中，不知是否今日意犹未尽，还是催促
同伴归巢，亦或是正在商量明日征途。

静谧的小路上，渐渐多了漫步的
行人，便也热闹起来。或三五成群，或
独自漫行，一拨接着一拨，不管彼此是
否认识，见面总是微微一笑，点头打个
招呼。相互熟悉的，一路走来一路寒
暄。倘若您竖起耳朵，总能若有若无
听到彼此的交谈声，偶尔还会传来几
阵爽朗的笑声。

徜徉间抬头远望，眼前突然一亮：
只见一座七层的宝塔屹立于湖水的中

央，在夕阳余辉的照耀下格外引人注
目。驻足欣赏间，让人不禁浮想联翩。

听同事说，宝塔湖是南县民众休
闲散步的最重要去处，每天在这里散
步的行人很多。尤其是黄昏，工作劳
累一天的人们来到湖边看一看、走一
走，享受大自然的恩赐，真的是心旷
神怡。

走据《南洲史话》记载，宝塔早年
为九都山段氏族人捐资修建，当时曾
请高人勘测过，说是一块犀牛宝地，
塔基就坐落在犀牛的尾巴上。抗战
时，宝塔被日本人炸毁，后重修。重
修后的宝塔泥砖结构，六方七层，翘
角飞檐。塔的下面，砌有供行人歇息
的石磴。我们一行人有了自己的思
绪，开始不停的询问起来。于我而
言，最关心这湖畔塔旁的美丽传说与
往昔，便不停向同事打听着更多宝塔
湖的故事。听同事介绍，宝塔上有一
副对联时，我便兴致勃勃地一定要去
观赏观赏。

站在宝塔下，我仰头端详，果然看
见宝塔上有一副对联。联云：古往今
来，有几许文章入化;天高地阔，看此处
烟景无边。金色字体已褪去昔日耀眼
光芒，饱经沧桑的牌匾上却越发让人
印象深刻。虽不知是何人所作，但此
副对联甚是深入我心，一句“有几许文
章入化”，便囊括这上下五千年，印得
上南朝谢灵运之语：“天下才共一石，

曹子建独得八斗，我得一斗，自古及今
共分一斗。”一句“看此处烟景无边”，
既是写实，又是写景，烟雾朦胧，景色
万千，随风而动，变化惟妙，却也印了
那无边之意，着实让人羡艳。不由得
更加赞赏作者的文采，不由得更加增
添对宝塔湖美景的酷爱，不由得对南
县日新月异的变化发出感叹。是的，
宝塔湖是一个缩影，我们从它身上看
到了南县新的建设蓝图，亦正是古人
未曾写过的大文章。这幅蓝图正是南
县湖乡人所憧憬期待的无边景色。

湖的四周，散落着楼台亭阁，牙檐
交错甚是精妙，与湖中宝塔遥相呼应，
颇具古来点兵布将之格局。人们不由
得驻足观赏，亦有行人流连忘返，便索
性栖息于此，或考究赞美，或谈古论
今，或合影留念，洋溢着对大美中国喜
悦之情。亲水之畔，怪石林立，或立或
卧，或陈于岸边，或置于水中，偶尔看
见有人垂钩于此，享受着大自然赐予
之美。

游兴正浓间，不觉渐已夜深人
静。无边夜色里，四周渐渐退去了白
天的暄嚣。眼前宝塔湖仿若正静静地
倾诉着古老和崭新的故事，身心沉浸
在这奇特又充满柔情的宁静中。没有
嘈杂，没有喧哗，偶尔传来几声小鸟轻
快的啼鸣，在湖上静静飘荡。令我乐
不思蜀流连忘返。真是，人在湖畔走，
心在画中游。

美丽的宝塔湖
◎ 李争荣

品“贝式建筑”
话“农金精神”

◎ 张海霞
近日，102岁的美籍华人建筑大师

贝聿铭驾鹤仙去。回顾贝聿铭先生的
百岁人生，他把自己毕生的聪明才智、
融进一栋栋现代化的建筑设计之中，浇
筑在全世界四大洲10多个国家。用心
凝望那一座座足以千古流传的“贝氏建
筑”，其中蕴含的独特风格和匠心品质，
也值得新时代农商银行人细细体会、学
习借鉴。

笃守初心，以“志”为先，“建筑学
习”对标一流境界。贝聿铭在求学期
间给父亲的家书中写到“我是来学习
的，之后可以报效国家。我这一代的
中国人都有很强烈的爱国心，我想使
中国变得富强，并为此出一份力”，字
里行间弥散着爱国之心、报国之志。
作为农商银行人，我们心中的初心、胸
中的理想是清晰和明确的，“三农”大
地的召唤、百姓人民的期待值得我们
无怨无悔执着坚守。面对每天纷繁复
杂的工作，新时代的农商银行人也需
有定力、有航标，在街头巷尾、田间地
头坚守“服务三农”的初心使命，始终
像贝聿铭那样追求一流境界、涵养责
任担当，时刻不放松对自己的要求，不
断地学习求索、进德修业。

坚定信心，以“实”为基，“建筑设
计”注重因地制宜。刚刚毕业出道的
贝聿铭在建筑设计之路上也并非一帆
风顺。在参与肯尼迪图书馆的设计
中，当地民众和媒体对这位华人设计
师妄加指责、嗤之以鼻。可他始终从
考虑建筑与环境的统一性出发，不唯
上、不唯书、只唯实，坚守建筑不是“居
住的机器”这一设计理念，注重因地制
宜，无数次地修改设计方案，终于功夫
不负有心人。1979年肯尼迪图书馆正
式落成，被誉为“美国建筑史上的最佳
杰作”，美国建筑界将这一年宣布为

“贝聿铭年”。奖项与掌声的背后，正
是他在压力、委屈、质疑中的默默坚守
和执着信心。反观今天我们的农村金
融工作，也有不少难度和阻力，我们要
刻苦钻研、加强思考，敢于担当、坚定
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
自信内化于心、外化于行，愈艰难、愈
复杂、越坚定、越清醒，努力出思路、谋
办法，把工作做实做透，才能打通普惠
金融的“最后一公里”，真正服务好百
姓，自己才能立得住、站得稳。

独具匠心，以“新”为上，“建筑形
态”善用光学语言。“让光线来做设计”
是贝聿铭的名言，无论是卡塔尔伊斯兰
艺术博物馆、锥桶形澳门科学馆，还是
德国历史博物馆、美国摇滚名人堂博物
馆，从外到内形体上的大胆、奇巧、创
新、光透都是“贝氏建筑”的鲜明特征。
而真正使贝聿铭成为建筑设计行业创
新的集大成者，正是卢浮宫前的那座

“玻璃金字塔”。在从卢浮宫扩建项目
设计到建成的13年时间里，这位当时
已年近6旬、享誉全球的“设计王者”，
用他的绝佳创造力和始终如一的创新
精神，使古老的卢浮宫焕发出不一样的
生机，创造了巴黎又一处地标性景点。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不怕出错、敢于担
当，用开阔的胸襟创新工作方法，才能
更好地适应新情况、应对新挑战、破解
新难题。工作中，面对新时代的召唤，
我们农商银行人也应发扬“敢创新”精
神，敢于开拓思路、转变理念、深入研
究，把握金融支持“三农”发展的内在规
律和发展趋势，提高分析解决问题的能
力，积极探索务实管用的新途径、新方
法，进而切实解决当前一线实践中的新
课题、新矛盾，确保各项工作在社会全
局发展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一片丹心，以“中”为本，“建筑底
色”传承民族精神。自幼被苏州狮子林
曲水流觞、青砖黛瓦等“中国元素”烙下
美学萌芽的贝聿铭，一生也始终心系祖
国、留恋故土。在这个所有建筑师都向
西方看齐的年代，贝聿铭想通过自己的
作品提醒人们：中国传统建筑弥足珍
贵，需要我们保存和延续。在他为祖国
第一次献礼的香山饭店中，年事已高的
他拒绝助手的帮忙，亲自执笔画图、挑
选用材，耗费了往常10倍的心血，他还
把人生的“封笔之作”留给了家乡苏州
博物馆。广大农商银行人也应懂得“历
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善于从60余载农
信发展史中汲取前进力量，扎根传统、
保持自我，以滴水不漏的态度和严丝合
缝的准则，坚持锤炼宽广的视野、精湛
的业务、严谨的作风，从而不断提高金
融工作的社会认可度和群众满意度，努
力在实现中国梦的历史接力中，写下我
们这一代人的绚丽篇章。

（接上期8版）“理事长，我是门坎
坡村的蔡新娃，我在搞养殖业，想扩大
规模，需要多贷点儿款。”接到蔡新娃
电话时，我刚送走一个重要客户。

老实说，这是我到东川县工作快
一年来，接到的第一个农民打来的贷
款电话，当然不能马虎大意。我当即
回复说：“待我抽时间来看看。”

蔡新娃贷款的事，我一直牵挂在
心。几天后的一个下午，我终于挤出
了时间。我决定带着几位同事，专门
去蔡新娃的养殖场看看。

五月的太阳，把东川大地烤得滚
烫。我们头顶骄阳，来到门坎坡村养
殖基地，工人们正在忙碌，听说我们要
找蔡新娃，工地上一位露着胳膊弯腰
干活儿的大嫂，抬起头，爽快地告诉我
说：“蔡新娃在家里，还没有到养殖基
地来，他的家就在鱼塘那边儿。”大嫂
边说边指向远方。我顺着她的手指望
过去，但见远处是一幢青瓦房。

“要不，我带你们去？”大嫂见我们
立在那儿，半天不动，热情地说。

“谢谢！我们自己去。”我摆着手。
我们沿着鱼塘走了大约10分钟，便

来到了蔡新娃的家门前。但见十几个
养殖池，一个一个相连，形成硕大的一
片。房屋四周的山坡上，桑葚、树莓、山
橙红和沙红桃，一片连一片。

许是蔡新娃发现了我们，他打着
赤脚，从池塘边跑了过来，兴奋地与我
握过手，开始绘声绘色地讲起来：“我
们正在给池塘打围，将原来的纱布网，
换成彩钢网，怕蛇和老鼠钻进池子吃
青蛙，或者青蛙从池子里钻出去跑
掉。去年，老鼠把纱布网咬破了，钻进
来咬死了不少青蛙，也跑掉了不少青
蛙。后来，那些在山上锄草的工人，从
地里挖出的青蛙，卖得的收入竟比工
资还高，所以……”

“你 16 个池子，一年能产多少青
蛙，赚多少钱？”我打断他的话，问。“如
果气候好，一年能产20多吨，按每吨4
万元计算，能实现收入80万元，除去成

本和人工工资等开支，还可赚30多万
元。”蔡新娃一脸自豪。

“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造血
不造血，主要靠产业。这话说得不假
啊！”我感叹着，向蔡新娃竖起了大拇
指。“对了，你发展养殖业、种植业，一
共投入了多少资金？”我再次望着蔡
新娃。

“租用土地和山林，以及基础设施
建设，总共花了接近200万元，这些钱，
除了我的积蓄，多是从亲戚朋友处东
拼西凑借来的。”蔡新娃毫不隐瞒。“我
虽然在信用社贷款5万元，但贷款利息
是按时还清了的。”他补充道。

看看这些养殖池，又望望山坡上
那成片成片的桑树，我不由得佩服起
眼前这个赤脚汉子来。他搞种养业，
已形成了产业链，山坡上种植的桑
葚，桑泡儿可以卖钱，桑叶可以养蚕，
蚕可以作为青蛙的饲料，这样可以降
低养殖成本，增加收入，看来他还真
会盘算。

“你资金周转如果确实有困难，我
们支持你，你直接去找信用社贷款就
行了。”我拍着蔡新娃的肩膀，准备要
走。蔡新娃连声说着谢谢之类的话，
眼睛却向四周扫。

“哦，对了，你们难得上山，摘点桑
泡儿拿回去，既可以生吃，又可以泡酒
喝，吃了对肾脏有好处。”他望了一眼
山坡上的桑树，诚恳地对我们说。

“谢谢！谢谢！时间不早了，我们
得赶回去，过几天再来品尝。”我转身
就走。怎么能随便拿老百姓的东西
呢，我心里想。

就在我们相持不下之际，一个身
体略显发福的女人，三步并作两步，气
喘吁吁拿着桑泡儿赶了过来。她把桑
泡儿往随行的一个女同事手里一放，
转身要走。我一步跨过去，随手从腰
包里掏出20元钱，塞进了对方的口袋，

“你种植桑葚是为了卖钱，你不收钱，
我们就不要你的桑泡儿。”女人推辞不
过，只好收下。 (未完待续）

门坎坡村的故事
◎ 周依春

一眼情深直到永远，缘分的天空让
我们有了最美好的遇见，从相识，相知，
再到相爱，我与农信社就像谈了一场恋
爱，从开始的一点点陌生、好奇，到现在
的依赖、离不开。

我是一个80后青年，大学毕业后怀
揣着希望与梦想，走进农信社这个大家
庭。初入农信社，最爱听前辈们讲那些
过去的故事，总觉得那么神秘、那么难
以想象,规模很小，工作环境艰苦，只有
厚重的铁闸门、泛黄的墙面、高柜台、铁
算盘等，存款、放贷、收息，一切都要依
靠手工记账，年终决算的时候所有人都
加班一起“结账”、一笔笔的过手工账。

听着前辈们语重心长的话语，作为
农信人、作为与新中国一起成长的见证
人，我更是思潮起伏、感慨万千。

1984年12月，我出生在内蒙古多伦
县的一个小山村，和许多农村孩子一样，
童年是比较清苦的，一半白面一半棒子
面，缺菜少肉，吃一顿水饺是件很奢侈的
事情。那时候,村里没有电,每到夜晚漆黑
一片,照明工具就是煤油灯，孩子们在灯
下学习,鼻孔被煤油灯熏得黑黑的……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我们的日子
越来越好,村里通电了、修路了，全村通了
自来水，种地实行了机械化，手机、摩托
车、电视已经普及，汽车、电脑也不再是
城里人专享，休闲广场上，各种体育锻炼
器材齐全……村庄面貌焕然一新，处处
涌动着一股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新气息。

伴随着新中国前进的步伐，农信
社这个大家庭在一代代农信人的不懈
努力下也变得身强体壮、羽翼丰满。
我亲身体验了农信社的进步与发展，
从柜面授权现场监控到远程授权双线
风险防控，从传统网点到智慧网点转
型，从简陋的小窗口到宽敞明亮的营
业厅，从单一的柜台业务拓展到营业
网点与网上银行、手机银行、助农服务
点、ATM机、POS机等多种渠道并举的
多元化服务……

在农信社这个大熔炉里，积淀了我
深厚的农信情，浓缩了我无尽的农信
爱，只能用赤丹忠诚，为挚爱的农信事
业，尽力装点着美丽。

原来，我与你的这场遇见，一朝相
逢，便胜却人间无数。

最美的相遇
◎ 王晓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