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鸿梦九嵕随记
◎ 匋 瓦

坐观天闲凭一线，
旁睐鸟瞰占两端。
足下风云振翅间，
君上气节尧舜前。
柱砖葵花秦天下，
脊云印笺汉瓦檐。
忽醒凉茶泾河院，
一腔热梦九嵕山。

沐浴盛夏的骄阳
我们迎来党的生日
手捧新时代的巨著
阅读百年梦想的历程
从南湖的红船到天安门上空的五

星红旗
历史从这里揭开了崭新的一页
从此信念把太阳的光芒溶进了镰

刀和铁锤

党啊
翻开农信的发展史册
每一页都有您的铮铮声响
面对一穷二白的少衣缺食
革命老区的火种
点燃了农村金融的希望
农民组建的信用合作银行
用一匹布 一头牛的股份
开启了农村经济的光亮
乡村振兴战略
汇聚民族复兴力量
扎根乡村沃土
服务“三农”宗旨
奋勇担当永不退色
携手百姓同耕桑田
共谱兴农大篇章

党啊
农信成长的旅途
都凝聚着先进性的蓬勃生机
无数先贤
展示跋涉昂扬
昭示威武不屈的立场
如同连绵太行
承接乡村文化底蕴
肩扛重担铁骨铮铮

饱含父老乡亲的悠悠情长
扶助农民改写了史章
一个背包
喜悦满装
一架算盘
拨动了丰收的自豪
一支队伍
挺起发展的脊梁

党啊
普惠金融让农信坚守农村阵地
看 和煦的春风
送走了最后一片雪花
农信人服务的阳光
把广袤大地点亮
看 那一颗颗梨树
生怕遗忘冬天
花瓣重演一场雪景
片片雪花
携带林果业专项贷款
载入地方品牌
铸就了脱贫大产业
乘坐着手机银行的高速列车
飞向祖国南北大江
优质服务执着前行
让我们有了攥紧使命的担当
让我们有了在脱贫攻坚的力量
一个不掉队勇担当
种地补贴 伤残补贴
几十种代理业务温暖民心
搭乘电子银行
覆盖城乡

“微付”融入同分享
便易快捷畅四方
科技酣畅
雕琢转型情扬

绸缪提质呈祥
青春活力
播种一年又一年希望
谱写助农主力军的华章

党啊
这是万象更新的时代
这是转型提质的舞台
这是改写史诗的承载
这是农信人嬗变的情怀
忘不了党委会议室灯火通明
启动改制精研细推
前行的号角
调动千军万马齐上阵
以历史方位谋伟业
高屋建瓴
引进资本未雨绸缪
资产明晰合法确权
美好的憧憬和锐意进取的精神
托起了农信明天的希望
不忘初心 撸袖实干
势如破竹
节节取胜
迎来了改制的硕果
恭喜开业的庆典
走遍三晋大地

党啊
农信社 农商银行
改制不改姓
合作之初情深似海
携手的每时每刻铭记心怀
笔记本还有坐在炕沿上的记载
兜兜里装满土豆的风采
算珠拨出了丰满的钱袋
键盘敲击出小康路上的欢快

转型铺设了农商银行阳光域带
改制书写服务“三农”豪迈
走向农村没有懈怠
入户小微倾注挚爱
矢志不渝备受拥戴
创新的历程
诚信润泽不可替代
每一粒金银汗水
浇铸了执着品牌
担当支农主力军的角色
编织了情系“三农”的金融纽带
百姓把农信人视作知己
每个脚印的踏实值得信赖

党啊
农信记住了渴望的等待
记住了新时代的重托
转型插上翱翔翅膀
提质注入远航活力
科技加速了前行速度
普惠金融紧扣乡村振兴
服务“三农”是我们的宗旨
立足本土是我们的方向
三尺柜台承载着我们的惠农情
用心服务传递着我们的金融梦
我们昨天的奋斗
成就了今日的辉煌
在助力地方经济崛起的诗篇上
写上了农信的矢志荣光
举旗腾飞
拥抱发展未来
捍卫信用之光
弘扬伟大的奋斗之魂
我们的脚步铿锵
踏着更笃定的脚步
在新的历史坐标上绽放

农信颂歌献给党
◎ 赵兴源 吉建平

“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
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
相宜。”西湖婉约，如诗如画，层峦叠
翠，美不胜收。如果把西湖比喻成窈
窕淑女，那么红石湖就是一个敢爱敢
恨的女中豪杰，虽没有淡妆浓抹，却
是天高云淡，烟波浩淼，波光粼粼，网
收鱼跃。

红石湖地处吉林省桦甸市红石
砬子镇区域，松花江上游。距离镇
中心2公里，是红石电站大坝拦江而
成，始建于 1982 年。1997 年 7 月，红
石镇为了加强文化产业建设，先后
投资红石湖，兴建“避暑山庄，购置
挂机游船，成为当地的一处绝佳旅
游胜地。

红石湖全长38公里，西岸高山连
绵，森林茂密，近处有鸡冠砬子峰，中
处有骆驼砬子峰，远处有影壁峰等自
然景象。红石湖水域面积 20.3 平方
公里，库容量2.834亿立方米，由于红
石湖开发较晚，人为活动少，森林植
被保护较好，大多为天然次生林，树

种主要有柞、桦、榆、黄波罗、胡桃楸、
落叶松等，素有“东北第一狭湖”“松
花江上小江南”之美誉。

红石湖一年四季碧波荡漾。春
天，魅力的红石湖波光粼粼，湖边的小
草你争我抢地从泥土里钻出，穿上春使
者缝制的新装，欢笑着。鸳鸯也耐不
住寂寞，争相成对的游荡在红石湖
面，恩爱着。微风乍起，好似隐居仙
人在湖面上弹奏，激起层层涟漪，引
来了一只只野鹤，如梦如幻，荡舟幽
静红石湖面之上，尽享大自然的旖
旎风光，令人心旷神怡。春天的红
石湖隐约留有冬天的气息，周围山
上的冰雪悄悄融化，从山间峡谷顺
流而下，好似在你追我赶地投入红
石湖的怀抱。夏季时节，红石湖山
花烂漫，鸟语花香，岸边的花花草草
争先抢后地向湖中伸展，怕是也想
近揽红石湖的辽阔。岸边的树木，
郁郁葱葱，清秀挺拔，无私地为观赏
者撑着绿荫，抵挡着炽热的阳光。
夏季红石湖的晚霞也很美，没有了

正午的炎热，小鸟叽叽喳喳、青蛙呱
呱乱叫，联合捕捉着傍晚的蚊虫，惬
意地观赏霞光四射的倒影，美轮美
奂，尽收眼底。九月的红石湖植被
更是五颜六色，稠红中夹着墨绿，墨
绿中透着金黄，如诗如画，倒映在水
中，像宝石，像玛瑙，像翡翠……山围
绕着水，水倒映着山。远处，青山、
绿树、小桥、流水，让游者有一种误
打误撞进入桃花源的神秘。美好冬
季，还没等秋的使者全然离去，北风
就忍不住出来呼啸，时不时将岸边
的红叶吹落湖面。气温随着时节的
到来，变得更加寒冷了，即使再冷的
天，也不会封冻这魅力的红石湖。
青山、绿树被白皑皑的大雪所笼盖，
银装素裹，火树银花，形成了一种叫
雾凇的奇特景观，每年都会吸引数以
万计的中外游客慕名前来，一睹为快，
目酣神醉。湖面白雾升腾，与远处农
家飘来的炊烟遥相呼应，岸边的冰、
雪，在阳光的映射下，纵横交错，不是国
画胜似国画。

风光旖旎的红石湖
◎ 黄承利

红石湖

外面正是艳阳高照，营业厅外几
株茂盛的枫树叶也阻挡不了热辣辣的
阳光倾泻而下，地面上的斑驳光影黑
白分明，晃得人睁不开眼。

“太热了，这个天儿，怕是鸡蛋放地
上都能烤熟。”我站在营业大厅向着窗口
里正在整理破钞的同事陈阿姨苦诉。正
想得入神，门厅外一个坐在轮椅上的瘦
小身影突然映入眼帘，打断了我的思绪。

当他的目光慢慢地移到了我身
上，对我笑了笑，然后缩回在轮椅上的
右手，从裤袋里摸出了一叠卷边的钞
票、一张泛黄的存单和一张身份证，紧
紧地拽在手里。

原来这位大伯是想要存钱，我立
刻迎上前去。“伯伯，外面这么热，我推
您进去吧，里面凉快。”我热情地招呼
着他，扶着轮椅准备往大厅里推。

“不忙不忙，妹子。”也许是被我的
举动感动，他的眼神一下变得柔和起
来，然后继续说道，“谢谢你了，妹子，
你太善良了，有件事还得请你帮忙，我
腿脚不方便，无法进去存钱，能不能请
你帮我将这张存单和 500 块钱存在一
起，我给你50块钱的手续费，行不？”大
伯难为情地请求道。

我见大伯似乎有所误会，连忙解
释道：“大伯，帮您办这点事是应该的，

您别觉得不好意思。这手续费您就收
好了，员工违规收取手续费办事是我
们信用社决不允许的，您就放一百个
心吧。我现在就进去帮您存，您是否
带了自己的私章呢？待会儿新开的存
单，我拿给您过目，您确认好了我就将
您的私章盖上，您看行不？”

大伯听到我的解释，连忙回答，
“对不起，妹子，误会你了，信用社的服
务是真的好，难为你还跑出来帮我这
个糟老头办事。”

“大伯，您过奖了。由于您的情况
特殊，我们会特事特办。”2分多钟后，
我拿着办好的存单走向大伯，然后将
存单递送给他。“大伯，一定收好了，您
存点钱也不容易。”我说道。

大伯伸出那双有力的大手，颤微
着接过我手中的存单，小心翼翼地抚
摸了一遍又一遍。“谢谢你了，妹子。
没有你的帮助，今天这钱根本存不
了。”

“大伯，以后您再来存钱，我还给
您办。”我激动地说道。

“谢谢你了，妹子，再见。”大伯说
着向我挥了挥手，然后抡着轮椅向远
处驶去。

微风徐来，热辣的阳光也温柔了
许多。

轮椅上的农信情
◎ 江 雪

夏日的晨光总是比以往早一点，这
不，天蒙蒙亮时我们就出发了。两个多
月来，我们每天用脚步丈量这段路，已经
再熟悉不过了。从荷花嘴支行到湖南南
县农商银行机关院内，行程七余里，步行
约需四十五分钟。湖南省农信联社益阳
办事处组建驻南县农商银行的工作组，
我与定军兄成了工作组成员。

这些日子，我们每天见证湖南南县
农商银行的可喜变化，员工的精神面貌
一天比一天好，目标任务一天比一天可
观，尤其是湖南省农信联社党委书记赵

应云莅临南县农商银行指导后，他的讲
话犹如一声春雷，在全行产生了很大影
响，激发了广大员工的斗志，正朝着新
的目标砥砺前行。

不知不觉，我们走进了办公楼，沿着
楼梯往上走，就被眼前全新的变化怔住
了。“客户至尊、员工至尚”“兴农兴商、至
诚至信”“厚德立责、革故立新”等宣传企
业文化理念的横幅悬挂在醒目位置。会
议室的背景换上了“湖南省农村信用社
联合社发展愿景——建设有温度的百姓
银行”。我伫立良久，这墙上的每一个字

溶进我的心灵，不仅勾起我对往事的回
忆，而且点燃了我澎湃的心潮。

赵应云书记今年二月份到省联社
任职，短短三个月，跑遍了全省农村信
用社的十四个地州市和大部分市县级
农商银行，连续三次深入益阳调研指导
工作。他这种忘我工作的精神，这种确
保一方平安的责任，不仅震憾着我的心
灵，而且激励我勇往直前。

前几天，我和定军兄回了一趟安化，
沿途看到高速公路、交通要道上悬挂着一
块又一块“建设有温度的百姓银行”广告

牌时，我心里充满了自豪，涌动了感慨。
回到乡下，正巧遇上我的同事走村串户开
展整村评级授信，看到农商银行人与老百
姓同坐一条板凳有说有笑时，我们也笑
了。因为我知道，号角已吹响，大家正在
落实赵应云书记的讲话精神，而眼前的笑
脸，笑在脸上，笑在心里，这，不正是建设
有温度的百姓银行的写照吗？

曾经，我们服务的脚步未曾停歇；
未来，我们前进的步伐更加铿锵。这段
路，我们用脚丈量；这条路，我们将用心
铺就……

心 路
◎ 李争荣

书法作品 王红武

书法作品 邓永红

青年朋友们，你觉得什么是最浪
费时间的事？我认为是“等”。等放
假，等长大，等客户上门，等条件成熟，
等下一次机会……就在这一次次等待
的过程中，耗费了多少时光。你在可
以拼尽全力的年纪里选择了安逸，那
么你一定会在以后的日子里为自己的
不作为而后悔。

我是长春农商银行微贷工场的一
名普通员工，我们每天的工作几乎都在
跟客户打交道，无论寒冬酷暑，节日假
期，你总会在市场、人员密集的地方看到
我们的身影。入职前，银行工作给我的
印象是光鲜亮丽的，但是，没想到这份工
作远比想象中要辛苦的多。每天上班打
卡后，我们就带着宣传彩页开始了一天
的营销宣传，不停地穿梭在各类大小商
铺和小微商户之间，有时候因为一些行
业的特殊性，天没亮我们就要去营销
了。我们的客户都是自己一步一个脚印
走出来，一张一张宣传单发出来的。这
一路走来，我看到有的员工承受不了，选
择了放弃，但是一直坚持下去的我们真
的收获了很多，不仅是工作上的业绩，更
多的是得到了更好的磨炼，强大了自己

的内心。这些过程也让我们快速地成
长，更好地适应了新时代的社会节奏。

人们常说不忘初心，砥砺前行。
砥砺这两个字的意思就是磨刀石，请
问你舍不舍得放下最宝贵的东西，比
如你的时间，你的自由，放在这个磨刀
石上去打磨、去历练。如果你舍得，付
出了努力，那就一定会有收获，一定有
进步的可能。

有人常说，我就是没得到一个好
机会。当然，机遇和努力都很重要。
如果有机会出现在你面前时，你真的
有把握能抓住它么？所以，不要为自
己的不努力找借口，应该清楚自己想
要的，不要怕辛苦，不要怕失败，也许
遗憾比失败更可怕。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终
将在一代代青年的接力奋斗中变成现
实。我相信，我们每个人心中的远大
目标，也会在奋勇拼搏，不懈努力下越
做越强。

青年朋友们，成功的路上并不拥
挤，花开正好，微风不燥。你还在等什
么，你还有什么理由不努力。

我在这条通往成功的路上等你！

用奋斗书写无悔青春
◎ 董明慧

有时候，让人心头一颤的往往是
些不经意的东西，如墙角的一颗野花、
草丛中撒欢的小狗以及暮色中的袅袅
炊烟。

下班途中，一群归家的鸭子摇摇晃
晃走在马路中央，一行人只得停下车等
它们安全走过，不但没有不耐烦，还津
津乐道，因为它们的滑稽存在，一天的
辛苦与烦恼全都烟消云散了。入职两
年多，每天透过玻璃看着形形色色的
人，高兴的、严肃的、焦急的，不管是怎
样的，我都希望他们满意、微笑着离去。

毕业那年，祖父打电话来，恳切地
说：“咱不能忘了信用社的恩。”那年伯
父因经商失败，资金困难，是信用社给
予了他资金支持，滴水之恩当涌泉相
报，这道理我懂，于是毅然辞掉工作，
离开生活了5年的城市，投入到信合工
作中来。

两年的时间虽然不长，但从老一
辈信合人身上，我学到了踏实苦干、爱
社如家，始终把客户的利益放在第一
位的优秀品格；二代系统上线前夕，我
看到全省5万同事一起加班到深夜，半
头白发的老经理凌晨以后依然拿着电
话联系业务，这种精诚团结，众志成城
的精神，让我深深感动并为之自豪。

青山关的桃花开了又谢，满山的栗
树由青转黄，两年的信合时光，让我经
历了从少女到人妻人母的转变，让我从
青涩日渐走向成熟。上班的路上或是
值班的夜晚，每天睁开惺忪的睡眼，急
急忙忙追赶班车或是忙完一天的工作
舒舒服服躺在床上，捧着百家散文的时
候，我都觉得是最幸福的时刻。每逢如
此，都会望着车窗外渐渐由模糊变清晰
的景物或是值班室的天花板发呆，想我
自己，想那些曾经阴郁、明媚、彷徨、努
力的过往。那些年月的美好，早已磨砺
成岁月的珍珠，晶莹着每个玲珑的日子
和我不悔的人生。

由于工作需要，我暂时告别三尺
柜台，告别票据上扣章的日子。从事
信贷工作，于我而言，这又是新的挑
战，虚心学习曾经混沌的专业术语和
生疏的操作流程。看着一摞摞贷款合
同由一张张白纸到字迹麻麻，再到装
订成册，心里满满地欢喜。

我不记得我已有多久没看过夕阳
了。因为挚爱，因为曾经地承诺，努力
追寻，又何须介意？

暮渐沉，灯渐昏，夜微凉，在这朦
胧的月色中，记下我不悔的青春，记下
我的挚爱与执念。

挚爱与执念
◎ 许稀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