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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雨抒怀
◎ 武亚丽

今年的夏天是个多雨的季节，7
月的天气如9月般凉爽。

今年的雨是急脾气的孩子，来得
急匆匆，情绪又很猛烈。

记忆里的夏天是坐在院里葡萄树
下的摇椅上，扇着大蒲扇的老人；孩子
们在电扇下吃着绿豆、红豆、香蕉口味
的雪糕；乘凉的邻居们聚在一起唠着
家常。有着那份悠然和趣味。

下雨的时候，是静静地看屋檐落
下来那晶莹的雨滴，感慨着水滴可以
穿石的力量；或是喧闹着约几个小伙
伴玩纸牌，看蚂蚁搬家——我越发的
怀念过去，怀念过去那份自在的乐趣
还有那份自得的心境。

夏雨是久旱的甘霖，是自然界的
精灵，因为雨的来临，给酷暑的夏季，
增添了浪漫的情趣，让人们重拾往昔
的快乐与悠然。

《诗经》云：“四月维夏，六月徂
暑。”每当置身炎炎夏日，我们最强
烈的需求就是对风的渴望，渴望她
送来阵阵凉意，赶走烦人的暑热。
没有哪个季节比之夏日，人们更渴
望风的莅临。

其实，夏日里的风是五色斑斓、
绚丽多彩的，远不止送来清凉这么
简单。每年立夏一过，时光就为夏
日风搭建了激情澎湃的舞台。初夏
时节，她在田野里挥洒无尽的绿色，
让秧苗、玉米和高粱茁壮成长；她在
城市里涂抹艳丽的花色，肆意点燃
楼院、公园里石榴和三角梅的热情；
她在商铺林立的大街上、人潮涌动
的沙滩上，妖娆出一些飘飘而过的
红 裙 子 绿 衣 裳 。 而 日 历 翻 过“ 夏
至”，夏日风会刷新一些画面，将果
园里多余的绿色裁剪一些，让丰硕
的果实渐渐露出红润的脸来；她会
变更乡村的色彩，用稻子和玉米的
金黄取代如茵的绿色，让大片高粱
的火红成为北方的主色调。

毋庸置疑，夏日风还是多情浪漫
的。人们喜欢沐浴着夏日的微风，举
家出行或携侣旅行。人们漫步在柔
软的海滩，让夏日的海风柔柔吹拂；
或休闲在清凉的山庄，任盛夏的山风
飒飒掠过。每当夏夜来临，眺望着满

天的月色星光，尽情放飞无边的浪漫
神往。人们会选一处场院、草坪坐
下，静静触摸晚风轻轻地吹送，闲看
萤火虫流光一般在风中起舞，聆听夜
蝉长腔短调的风中吟唱。有时索性
来到晚风习习的旷野，遥看远方点点
灯火，尽情陶醉于十里稻香十里蛙
声。被夏日风宠爱的你，无论置身何
处的风景，都会油然感慨生命如此珍
贵，生活如此美好。即使是回到房间
安睡，听海浪的声声絮语，听松涛的
阵阵喧响，心怀夏日的眷恋，不知今
夕何夕。

天高气爽、风和日丽的时候，夏
日风总是隐藏着自己，不会随意来破
坏这份美好与宁静。她远远躲在人
们的视线之外，任随绿树静静生长，
花朵尽情吐蕊，蝴蝶们翩翩起舞在开
花的庄稼或草地上。池塘的水面波
浪不兴，平静得能看见太阳投下鱼虾
的影子。

而当天气转为烦闷阴沉，夏日
风立即勇敢地站出来，使出浑身解
数去驱赶，去稀释，去扫除天空的阴
霾，去还原一个清朗明媚的世界。
即使面临电闪雷鸣的考验，即使会
招致大雨倾盆，她也不会有半点畏
葸退缩。常言道：风助雨势，雨借风
力。这是人们对她的极大误解，风

雨交加风狂雨骤，其实是风在和雨
激烈战斗。雨有多暴，风就有多狂；
雨使出长矛，风便挥舞大刀；雨发出
狂笑，风便发出怒吼。不管过程有
多曲折场面有多惨烈，但正义终将
战胜邪恶，夏日风总会战胜乌云和
雷雨，迎来雨后天晴、惠风和畅的好
时光。

因为，辽远天空是夏日风的无边
画布，斑斓大地是夏日风的美丽诗
稿。她绝不容许阴霾的玷污与糟蹋，
也不容忍雷电和洪水的撕裂和蹂躏。

有时我就想，刘邦的《大风歌》，
一定是在夏日的狂风中吟出的。因
为只有夏日风才会有如此的雄浑博
大，才会有如此的悲壮苍凉。也正因
为如此，每当吟起“大风起兮云飞扬，
安得猛士兮守四方”时，我的胸中总
是豪情满怀，激情奔放。

春天的风虽能复苏万物迎来万
紫千红，却过于柔美娇弱；秋天的风
虽能摧枯拉朽或金风玉露，但过于凌
厉肃杀；冬季的风虽然能吹得漫天雪
花飞舞，但过于凛冽尖刻。只有夏日
的风如伟丈夫，既浪漫多情，也雄风
浩荡；既包容宽厚，又爱憎分明；既柔
情万种，也豪气万丈。她挥舞锋利剑
戟，能扫荡出万里晴空；她挥舞浪漫
画笔，能描绘出万紫千红。

夏日的风
◎ 朱仲祥

7 月，已然到了酷暑，骄阳变得热
烈起来，连空气都带着高傲的姿态。
路边的杨树，排排挺拔，像似守护的将
士，岿然不动，只有树上的几只蝉鸣，
像颂经，又似吹响的号角，而走在滚烫
的柏油路像极了修行，每个人非得在
上面走一遭，才能到达彼岸。而路，一
直都在……

记得小学，走着去学堂，那时的我
们，世界只有一个村庄那么大。到初
中，骑车去上学，学校较远，泥路曲折，
虽然记不清摔过多少次，我们还是呵
呵一笑，爬起来，拍拍身上的泥土，朝
学校奔去。后来，高中在县城，做公共
汽车去上学，幻想着县城之外的世
界。后来上大学，坐火车去省城，每次
七八个小时的车程，遇到各种各样的
乘客，听到天南海北的故事，增长了不
少见识。又看到了更宽广的路途。原
来，越长大，越觉得渺小。渴望的越
多，学的越多，反而越觉得懂得越少，
这才是成长！

如今，兜了一圈，又回到了生我养
我的小城，并且扎根立足。就算只在
县城转悠，还是习惯开车出门，就算出
差，高速、高铁、动车都有好几种选
择。因为祖国的强大，时代的发展，道
路的便捷，让城市不再有距离，让相聚
不再陌生，让诗与远方，爱与亲情都不

再遥远。
就像人生之路，跟着祖国的步伐，

一步步开阔眼界，一点点奋斗，一点点
进步，一步步走出国人独有的自信！

我用眼睛见证了砀山这座小城30
年的巨变，并且仍旧发生日新月异的改
变。一排排高楼拔地而起，一条条宽广
的道路四通八达，家乡的市政建设，确实
给了老百姓无尽的实惠，从土路到沙子
路到水泥路再到柏油路，从以前的“要想
富，多修路，少生孩子，多种树”到现在的

“道路村村通”，足以看到道路的重要
性。作为农金人，更要以厚德载物的胸
襟，脚踏实地的干劲儿，有容乃大的胸
怀，敢为人先的精神，让企业服务于民。

如果不是改革开放的春风，哪里
有遍地开花的惠民之路；如果不是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哪里有富强、民
主、文明、和谐、美丽的中国梦之路。
如今，70 华诞的祖国母亲，依旧在路
上，为人民群众谋幸福。

“乘风好去，长空万里，直下看山
河”国家在发展，社会在进步。是路，
给了我过程，也让我找到了归属感。
时值当下，莫待桑榆晚，诗酒趁年华，
作为新一代的我们，更要勇挑重担，不
忘初心，牢记使命，拿出成为“世界青
年人先锋”的勇气和决心，执手路上，
与国家一同奔跑。

追逐梦想 一直在路上
◎ 史志珊

走过如歌的岁月，一路走来，突然
发现“选择”一词无时无刻不在自己的
身边。似乎它与每一件事息息相关、形
影不离；似乎每走一步，它都在告诫着，
要三思而后行。

也许人生，就是一路选择的旅程，
一路选择，一路坚持。忙碌的生活，喧
嚣的日子，为了心中的理想，每个人在
千万条的路上行走，千万次煞费苦心地
选择，然后全身心地投入、打拼、奋斗。

走过几十年的风雨，很多人转眼间
到了中年，步入上有老，下有小的年
纪。忽然明白一个道理，要听从自己的
心声，脚踏实地，做更加明智的选择。

人生不易，要有良好的心态。生活
的无奈，工作的压力，家庭的重担，难免
有时会苦恼郁闷、心烦意乱、脾气暴
躁。其实，心态平和很重要。不要给自
己太大的压力，别太难为自己，遇事不
要斤斤计较，苦了、累了、疼了、痛了，就
休息。学会不羡慕、不嫉妒，得之坦然，
失之淡然！

人生苦短，要乐观地生活。每天面
带微笑，去做自己想做的事，去过自己
想要的生活。学会微笑，微笑于人于己
都是一种美好，是一种温暖；是一种力
量；是一种拨开云雾见青天的光芒。即
使有不开心的事，也不必郁郁寡欢、放
在心上。“心若不动，风又奈何；心若向
阳，无畏悲伤；微笑向暖，岁月无恙。”

人生喧嚣，要心静如水，“静坐常思
己过，闲谈莫论人非。”不攀不比，不争
不抢；心胸开阔，知足常乐。静，是一种
内涵丰富的修养。闲暇时，听一首老

歌，看一本好书，赏一赏花儿，锻炼一下
身体。不会为取悦别人的欢喜，再去伪
装自己。而要用自己喜爱的方式来取
悦自己，安静的做好自己。

人生在世，要拥有善良。“ 人之初，
性本善”希望我们不忘本性，不忘初心，
不仅要感恩别人的善良和善举，更要善
待他人。善良如同春天播撒下的种子，
尽管你不期望回报，但她却会悄悄地生
根发芽，开花结果。“爱出者爱返，福往
者福来”你温暖了一颗心的同时，善良
的光芒终究会照亮你的人生之路。

人生迷茫，要怀揣希望。希望，如
同黑暗中的一盏明灯，照亮着锦绣的前
程，给予了坚定的信念，无畏的前行；希
望如同四季高扬的风帆，指引着你在风
雨泥泞的路上不懈的努力，勇敢的坚
持。

人生漫长，要选择坚强。坚强，是
一种无人能抢走的信仰，是一种无人能
给予的智慧；是一笔无价的精神财富和
力量。坚强，是面对失意时，要自己扛
起；面对挫折时，要自己搏击；面对伤害
时，要自己疗伤治愈。面对薄情的人，
要学会转身离去；面对失败的事，要学
会忘记；面对曲折的路，要学会勇敢的
披荆斩棘。

走过四季，走过流年。如果选择了
好的心态，就要永远微笑向向；如果选
择了善良，就要学会给予；如果选择了
希望，就要继续努力；如果选择了坚强，
就要笑对风雨。

人生，就是一路选择的旅程，一路
选择，一路坚持。

人生就是一路选择 一路坚持
◎ 温永丽

那年，大学毕业后，一脸稚嫩，一
腔激情，怀着对祖国金融事业的崇敬
和喜爱，我步入了农信这片美丽广阔
的天地。如今,时光荏苒,韶华飞逝，弹
指间，我已在这岗位上工作二十年
了。回首过往，百感交集,感悟几番。
那些握过的手、走过的路、流过的泪、
会心的笑……所有的曾经、所有的经
历、酸甜苦辣尽在其中，其实，真的，有
滋有味才幸福。

苦：记得刚踏进农信机关第一感觉
就是苦。刚到新单位，面对一个新的环
境，陌生的领域，显得有些茫然。作为一
名新员工，为了核准一个数据，核实一个
项目，规范一个个审计流程，一切从头开
始，一切从零做起，脚踏实地，孜孜不倦，
以勤补拙，精益求精。白天工作，晚上就
加班“补课”，只要有空余的时间就向身
边领导和同事请教。多少个静谧夜晚，
多少年艰辛积淀，学习着、思考着、探索
着、凭着一股不服输的钻劲儿，凭着对工
作的坚韧和执着，以滴水穿石的恒心，慢
慢的我从一个满脸稚嫩的青葱学员成长
为独当一面的单位业务骨干。苦是真
苦，但苦味中也别有一番滋味，带着这份
领悟，顿觉得心里少去了一丝压力，更多
了一份向生活学习的从容心态。

酸：农信工作是单调、枯燥的，每天
面对一堆堆凭证、一叠叠报表、一组组数
据，常年与数字表格打交道，繁琐、平
淡、乏味，年复一年，循环往复。有时，
当我们负责一个外调项目在工作进程
中受阻；当看到自己和同事们付出的
辛勤劳动得不到理想收获，心里酸酸
的，可我依然面带微笑，凭着执着真诚

的职业精神和耐心诚挚的解释，最终
赢得了支持，融洽了关系，完成了一个
个工作任务。每念及此，所有的酸楚
和不如意就会烟消云散，让我释怀甚
至感觉幸福，也便体会了一份耕耘必
有一份收获的人生境界。

辣：从事金融工作，原则高于一
切。有一次，对一个国有企业进行实
地调研核实后，被审核单位领导拿出
两条上好的香烟要我笑纳，我坚决拒
收，并郑重告诉他：“我们农信有规定，
认真仔细工作是我们的职责，但绝不
能接受任何人的东西，还真心希望您
多监督我们的工作。”最后，这项工作
圆满地完成了。事后，这位老总的一
句话让我印象深刻，“刚开始以为你们
不能贷款给我们，没想到你们是真心
帮我们，使我们单位走出了困境，看到
了希望，真的感谢你们。”一句话道出
了心声，热辣辣地真烫心。

甜：每每出色完成一项任务，当看
到一个个企业得到我们帮助支持走出
了困境，焕发出勃勃生机时；当我们提
出的合理建议被采纳并产生效益；当
看到国家的经济损失一次次地被挽
回；当我们撰写的调研报告一次次被
领导重视，有益于宏观决策时；当我们
的服务得以称赞，付出的辛勤汗水得
到理想收获时。那一刻感动，我终于
释然，甘甜的滋味涌上心头。

农信工作的苦辣酸甜交汇成一首
奋进的歌。这首歌凝聚着农信人的信
念、担当、责任和奉献，唱出了新时期
农信工作的独特魅力，唱出了农信现
代化事业发展的辉煌乐章。

感悟农信 品味幸福
◎ 蔡子英

“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
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
我儿时对老家“桃花源”般的记忆，一直
留存在心头，而且总是挥之不去。

作为一名农信干部，我每次回老
家看到那些撂荒的土地，杂草丛生的
田园和日渐消失的炊烟，心里很不是
滋味，总想为家乡做点什么，遗憾的
是无从下手。

两年前，一个偶然的机会，我见到
了一个在异乡工作时认识的朋友满
平。谈话间，得知他在老家——元山镇
兴元村，流转了上千亩土地，种植赤芍、
丹参等中药材，而且还成立了天泰中药
材种植专业合作社，规模和效益都很不
错。他说；“现在国家实施乡村振兴，鼓
励劳务人员回乡创业，有很多优惠政
策。大巴山的土壤和气候适宜种植中
药材，种植赤芍既有经济价值，又有观
赏价值，同时，他还有自己的销售渠道，
所以就回乡搞起了中药材种植。”

他的一番话，使我眼前忽然一
亮：过去我们老家之所以留不住人，
就是因为农民没有致富的产业，可不
可以把他的中药材种植项目引到我
们老家去呢？

我把我的想法告诉了他，他满口
答应，并承诺无偿给予技术指导并负
责帮忙销售。

满平虽然同意了，但要想把这个
美好愿望变为现实，还得去跟老家农
业合作社社长和德高望重的长辈们
沟通商量。

为了让老家的乡亲们心里更踏实，
我带上合作社社长和几位长辈到天泰
中药材种植基地实地去看了一看。

时令正值冬季，那是一个周末，

我带领他们来到了元山镇兴元村。
在满平的引领和介绍下，我们穿行在
连片的中药材基地中，煦暖的阳光照
得人浑身舒畅；屋头院坝间，挖回的
丹参堆积如山；田间地头，药农们正
在忙着松土垒箱种植赤芍……

我们知道要想做这件事，首先要
解决的难题是土地流转问题。回去之
后，合作社社长立即组织召开社员大
会，统一思想，达成土地流转的共识。

记得那天上午，四五十户户主把合
作社社长家的院子挤得满满的，那场面
只有在集体生产时见到过。社长刚说
明开会的意图后，人群中就立刻有人起
哄：“你们流转土地，今后不还给我们怎
么办”“假如你们亏了，不给土地流转费
怎么办”“我们是靠土地吃饭的，把土地
流转给你们，我们怎么办”“我宁愿让它
荒着，也不流转……”

大家你一言，我一语，闹得个晕
天黑地，但大家的担心并不多余。看
来一时间思想难以统一。

正当大家闹得不可开交的时候，
我说道：长辈们、乡亲们，说实在的，每
次回家看到大片荒芜的土地，心里很不
是滋味，过去大家为了争夺一点田边地
角，闹得面红耳赤。今天土地这样撂荒
闲置，难道你们不觉得可惜吗？你们把
土地流转出来，可以得到几份收入。一
是可以获得土地流转费收入，二是今后
成立了专业合作社，你们可以到专业合
作社来打工，挣得一份工资收入。如果
你们以土地流转费入股专业合作社，盈
利之后，还可分红，能得到第三份收
入。这样的事情何乐而不为呢？今后
如果在发展产业方面遇到资金困难，我
们信用社还可以帮助解决呀！

此时，人群中鸦雀无声，仿佛连
掉在地上的一根针都能听见，大家听
得津津有味，意犹未尽，思想的疙瘩
渐渐被解开了。

过了很久，终于有人说话了。“孩
子，那么多人都把钱存在你们信用
社，都相信你，难道我们自家人还信
不过你吗？”三房大爷率先发话了。

“我愿意把土地流转出来。”一生
耕作持家、视土地为命根子的周老五
第一个站了出来。

“我儿子在外面打工，土地没有人
耕种，荒在那里也可惜，不如把它流转
出来。”年过七旬的二叔也表了态。

“我愿意”“我愿意”……虽然还
有个别人在犹豫，但 90%的人都愿意
将土地流转出来，最终流转土地 198
亩。一道大难题就这样解决了。

听说我们老家要成立农业专业合
作社，区工商局派驻我们村的第一书记
张成立即找上门来，要主动帮忙办理工
商注册登记手续。不久，一个由退休干
部、在外务工人员和农村致富带头人等
6 个股东组成的“红明种植专业合作
社”迅速组建了起来，注册资金 50 万
元。为了避免盲目种植，出现市场风
险，签订购销合同的重任又责无旁贷地
落到了我的身上。在满平的引荐下，我
带着红明种植专业合作社的骨干来到
大巴山新天泰药业有限责任公司。双
方通过沟通协商，确定了保底收购价
格，并比照大巴山新天泰药业与天泰种
植专业合作社签订的协议条款，签订了
购销合同，这样就如同给红明种植专业
合作社吃了一颗定心丸，以前的顾虑全
部被打消了。

组织劳力，整理土地，抢抓季节，快

速种植。红明种植专业合作社一班人
忙里忙外，熬更受夜，摸爬滚打，短短两
个月时间，198 亩赤芍全部栽植完毕。
至此，我老家清溪沟村，有了第一家农
村专业合作社，后来还被命名为“清溪
沟村党员精准扶贫示范工程”。

我最关心的是赤芍产业的效益，总
想隔三差五地挤时间回去看看。去年
年底，红明种植专业合作社在支付民工
工资时，有1万元的资金缺口。我介绍
他们到农商银行去办理产业贷款，最
后，因为怕增加财务成本，还是被他们
拒绝了，红明种植专业合作社的两个股
东凑足了1万元，付清了全部民工的工
资。老社长实话实说：“搞这个赤芍产
业，种植专业合作社富了脑袋，当地老
百姓胀了口袋，有的人1年在专业合作
社可以挣到3000~4000元，有的能挣到
5000~6000元，最高可以挣到1万元。

今年家乡那片赤芍花开了，就在最
美人间四月天，漫山遍野的赤芍花争奇
斗艳。远看就像整个山坡披上了一件
红白相间的外衣，近看如同置身于一个
花的海洋，蜜蜂在花间“嗡嗡嘤嘤”地飞
舞，加上适宜的气候，清新的空气，吸引
了大批游客前来观光旅游。作为股东
之一的周老汉盘算着：“要是明年赤芍
收成不好，或者卖不到好价钱，就干脆
将它留给游客观赏，发展旅游观光业，
同样可以增加收入。”

山还是那座山，但田已经不是那
片田。家乡那片赤芍花，美了山川，富
了乡亲。它是美化家乡的一朵花，更
是产业振兴的一团火，在不久的将来，
巴山大地一定会绽放出乡村振兴的燎
原之势。

记住乡愁，守望幸福，我的付出，值！

家乡那片赤芍花
◎ 周依春

《湿地》 顾尹鑫
我们都是追梦人

◎ 胡晓晓
小时候，问起梦想，我会说想当个

老师，想当个警察，想当个科学家……
等等，无数的梦想，却在成长的道路
上，渐渐屈于现实，渐渐忘记曾经的梦
想……就像现在，坐在这里，成为金融
人，时间倒退 20 多年，这也不是我小
时候的梦想。

小学时候，那时写一篇作文，写到
我的梦想就是成为一名少先队员。上
了初中、高中，远大的梦想再也没有提
到，却被父母、老师寄予厚望，考重点
高中、考大学成了必须要完成的使
命。至于为什么、考上能怎么样、考不
上又怎么样，那也不是我所考虑的，这
是父母、老师的期望，不能让爱我的人
伤心，就是我要做的。

上了大学，放飞了自我，从演讲辩
论小组到话剧戏剧社，从社联会到学
生会。至于梦想，像是比较遥远，也从
没想过，直到走到大四的门槛，才想
起，离开校园，哪里才是我人生起航的
地方？是我梦想开花的地方？

机缘巧合，我成为了金融人，从一
个稚嫩的柜员成长为一个部门经理，
从一无所知成长到一个业务能手。这
里面有汗水、泪水、欢乐、喝彩，有太多
太多……

星星零零的碎片重组星空，回到
眼中，我明白之前 30 多年的努力，只
有一个梦想，那就是逐梦成长。而我，
一直在努力，一直在逐梦成长的路
上。我会继续微笑歌唱心底的梦想，
等待它华丽的绽放。

以梦为马，不负韶华，正值青春年
华美好，让我们加油。敬这些正在追
梦的人，我们都是追梦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