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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浙江义乌农商银行工作已快满
五年，我从未想过会来杭州上班，凭着
单位这张借调函，我有幸借调省农信
联社锻炼学习一年。对这次来之不易
的机会，我内心既欣喜又忐忑。

半个月来，也算安顿好了衣食住
行，终于有心情可以出去走走。于是，
打算携一好友夜游西湖。那天，我们
辗转了几站地铁，随着人流来到了“似
熟非熟”的西湖，准备好好享受这“如
梦如幻”的视觉盛宴。回首过往，每次
赴西子湖畔都是零零散散的游玩，没
有真正沉下心来，耐心驻足，而是选择
了做一名行迹匆匆的过客。

西湖熙熙攘攘是有它的道理，引
无数游人看客在此悠闲休憩。晚上 8
点半，我们到达西湖。夜晚的西湖，
依旧人声鼎沸。有随着扩音喇叭跳
广场舞的大妈大婶；有络绎不绝的游
客；有沿湖边散步的市民。我跟朋友
边走边聊，大概过了半个小时，西湖
边的人流，明显少了一大截，便跟朋
友找了一条长长的石凳子坐下。放
眼望去，远处灯光稀稀落落，但著名的
景点雷峰塔、保俶塔，依旧灯光璀璨。
湖面在徐徐微风下，泛起层层涟漪，一
浪推着一浪。

西湖经久不衰是有它的渊源，引
无数文人墨客在此吟诗作赋。既有北

宋苏轼“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
相宜”的由衷感叹；又有南宋杨万里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
的真切赞美；还有民间传说白娘子许
仙的“千年等一回”的凄美爱情。我闭
上眼睛，静静聆听自己的内心，回想起
刚来杭州时，朋友送给我的一句句寄
语箴言。没曾想，仅仅是几天的洗礼，
我竟然爱上了这个无数游客神往的人
间天堂。

望着湖面的一望无际，内心中所
有的烦恼早已灰飞烟灭、抛之脑后，此
时此刻，我只想在这里沉醉，一步也不
愿移开。在朋友的劝说下，才缓缓起
身继续往前走。出乎意料的是，断桥
边的荷花塘远远便映入眼帘，一朵朵
含苞待放的花蕊，你不让我，我不让
你，争奇斗艳。这是我第一次撞见西
湖盛开的荷花，内心的喜悦难以诉
说。可惜是晚上，难以用手机留下这
美丽的瞬间，只能尽情用眼睛去记住
这份美丽。晚上九点半，我跟朋友依
依惜别，相约下次相聚。

渐渐地我发现，有时候，人们常常
会因为错过一次美景而心怀遗憾，殊
不知，下一处的风景正在向你招手。
对于这一点，我深信不疑。其实万物
总是守恒，在舍得之间，我不经意长大
了。生活如此，工作亦也。

夜游西湖 风物长宜
◎ 陈秀丹 于 彤

七律·颂党
◎ 张 蕊

七月花海正飘香，
井岗烟雨历沧桑。
红船举帜全大义，
龙骧虎步志安邦。
惩腐肃贪强社稷，
牢记使命齐担当。
锤镰凝聚创新梦，
勠力同心铸辉煌。

青春是一首散文诗，追忆流年，怀
揣梦想，湮没在时光里。青春是一首散
文诗，难懂易逝，不可复制，定格在记忆
里。青春是一首散文诗，浅酌低唱，一
路花开，镌刻在清和的文字里。

雨果曾经说过：“谁虚度了年华，青
春就将褪色。”是的，青春如果没有了奋
斗，没有了挣扎，没有了希望，还叫什么
青春。青春不是风花雪月，不是象牙之
塔，是一首需要自己书写的散文诗。

独依小窗，看炽红灿烂的朝阳从东
方升起，我沉浸于中。有人问我，青春
是什么？青春是一方暖阳，带来曙光，
带来生机，带来希望。回首蓦然，黄昏
天向晚，我在此惆怅。有人问我，青春
是什么？青春是抓不住的流光，是岁月
刻意为我们留下的一道伤口，慢慢地痊
愈，却留下来清晰的伤痕，那么的刻骨
铭心，无比真实让我们莫名地感受到那
一路走来的，浅浅的疼痛，在丝丝的惬
意里，令人深深的执念。

人不会感到，青春正在消逝，但任
何人都会感到，青春已经消逝。打理好

行囊，踏上远行的路，异客他乡，少年气
冲霄汉，意气风发，只知岁月绵长，便要
出去闯荡。一路上时常跌倒，内心荡
漾，弄得遍体鳞伤。韶华不为少年留，
此时回眸，青春已不在。时光匆匆，一
去不回，岁月教诲了那个轻狂的少年，
往后余生，一直向上，斗志昂扬。

再一次，收拾好行囊，重走跌倒的
路。那一瞬间，眼角浸满了悔恨的泪
水，过往的时光如同影片一样在脑海浮
现，独自异乡的闯荡，灯红酒绿的浮沉，
醉生梦死的虚度，挫败消磨殆尽的意志
如同一道刹那的流星稍纵即逝。一幅
幅击碎的画面，唤醒了那个迷惘的少
年，让他不再彷徨。

执梦而行，在漫长的路途中，每一
步泥泞都是追梦的坚强；韶华易逝，抓
住寸光，在拼搏的路上，书写辉煌。

青春忧于文字，美于文字。它是一
首撩人心弦的散文诗。这首诗里有青
涩的逝去，有泛黄的思绪，有灼痛的记
忆，更有最珍贵的美丽。在青春的记忆
里，我会将它镌刻在最美的文字里。

青春是一首散文诗
◎ 孙启懋

记忆里老屋旁的那棵槐树，要比
别的开的晚一些，总是等到春分过后，
雪白的晶莹才一大串一大串高高挂在
枝头。

那个时候往往是年后最热闹的时
节，每逢农历二、七，远处的人们便背
着背篓，挑着一篮子蔬菜瓜果到县里
来赶集，也有的父母徒步几十公里，来
给城里读书的儿女送来米和油。

天刚刚亮，我早早地起了床，帮着
提水、泡豆子，洗菜，外面繁杂的吆喝
声让我格外兴奋，觉得自己似乎有一
大把劲儿还没用完。外婆一身素灰的
衣裳在堂屋前前后后地忙碌着，给前
来歇脚的赶集人准备豆花和米粥。

“还有没有豆花？要两碗。”
赶集的人络绎不绝，刚出锅热气

腾腾的豆花配上辣椒，这片刻的歇息
让这些互不相识的人们围坐在一起，
边吃边聊，谈论着庄稼收成和儿女读
书的事情。偶尔也有人拿我打趣，“你
多大了？读几年级？”我总是慌忙地跑
开，听着身后传来的阵阵欢笑声。

那时候外婆的笑容里夹杂着槐树
花的芬芳，在熙熙攘攘的人群里熠熠
发亮。

附近赶路的人大多都要经过我家
老屋，有时豆花吃完了，他们也都会放下
担子进来堂屋歇歇脚，喝口水聊聊天。

每次赶集要准备十斤豆子，每碗豆
花才卖两毛钱。我疑惑地望着外婆:

“为什么我们的豆花卖的比别家便宜？”

她只是笑笑没说话，夕阳下，她眸
里暖黄色的光在跃跃跳动，落在我迷
茫的脸上。

后来，我们搬离了老屋，外婆坚持
一个人住在那里，赶集天挑着菜在人
群里转转，只是不再卖豆花，而我也去
了更远的地方念书。

去年的某个清晨，外面喧闹的吆
喝声响起，我心血来潮，特意提前洗漱
完毕，准备和外婆一起去赶集。她微
微惊讶，便又很快回屋换了一件新买
的大红衣裳，像是有什么重要的日子。

我走在前面，把大把的青菜捆好，
绿油油整齐的一排。抢先一步挑起。

小时候个子矮，肩膀窄，站在板凳
上也够不到推豆腐的手柄，只能望着
外婆推着白纱布，卖力地晃动着手臂。

“还是去老屋那边吗？”我回头问
道。外婆一步一步跟在我旁边，如儿
时一般。

“是哩，那边人熟悉，菜好卖。”她
显得格外开心。

“现在不再有便宜的豆花卖了。”
外婆像是没听见，走过来牵着我，哈哈
地笑着。

走到街道口的时候，人已经开始
多了，隔远望去，那棵槐树依旧那么高
大茂密。我们在老屋门外坐着，等待
有人来买菜。外婆笑呵呵地和旁边的
人聊天，阳光透过槐树叶落在她的鬓
角，银发在阳光的照耀下格外耀眼。

我们刚来不久便有许多人过来买

菜，外婆都是说最便宜的价格，不一会
儿就把青菜全数卖光。她把卖菜的
钱，一张张扑整齐，零零散散，全部放
到我手里。

“拿去买零食吃。”
“我不要，我有钱……”
“你有什么钱，你还没成家哩。”
那一小沓零钱，安静地躺在手心，

我感受到却是沉甸甸的重量。
小的时候给我零花钱总是说，你

还没读书；后来到了读书的时候说，你
还没毕业；等到毕业了，又念叨着在外
工作辛苦，还没结婚就还是小娃娃。

眼泪像记忆里刚出锅的豆花冒着
热气，在我眼里蒸腾。那一刻我突然
明白外婆为什么喜欢赶集了。她只是
想力所能及地去做些事情，来帮助这
世界上她能够帮助的人。

我沉浸在那样的日子里，被她温
暖的慈爱所庇护，如阳光照进生命般
难以忘记，在之后很多个孤身离家的
日子里，看着柜台前排队存钱的老爷
爷老奶奶，看着一大早坐在银行门口
卖菜的人们，依旧想起那无数个赶集
的场景。而我也会像他们一样，像外
婆一样，尽可能去帮助更多的人，做自
己力所能及的事情。

濛濛细雨雾未散，不似桃李海棠
香。槐树花依旧春分之后才开，外婆
也依旧会在每个清晨，挑着一篮菜，去
街道口转转，坐在槐树下看着熙熙攘
攘的人群，融入在这热闹的赶集天。

爱赶集的外婆
◎ 罗佳佳

那 年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
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
雨任平生。”70年前，我的祖国，百废待
兴，没有强大的综合国力，有的只是贫
穷与落后。一切都源于1949 年，中国
人民从此站了起来，一身风雨又岂能
阻挡前进的步伐。

我的祖父辈们见证了新中国的成
立，新中国成立后诞生了中国人民银
行，发行了统一的人民币，从此全国人
民的心连在了一起。1951 年，中国人
民银行总行召开了第一次全国农村金
融工作会议，决定大力发展农信社，从
此拉开了农村经济蓬勃发展的序幕，
到 1957 年底，全国共建设了农信社
88368个。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步伐，农
村金融也在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
改革浪潮中不变的是他们服务一方经
济的初心。

那时国家的日子虽然艰难，但从
未影响人民奋斗的步伐，就像国家中
的每个家，每个人。也正是这千千万
万奋斗的中国人才组成了奋斗中的新
中国。山西农信经历了许多风浪，试
点普及、经验推广，集中管理、全面下
放，整社建站、所社联营，农行代管、复
归人行，后来银监部门专设机构，不管
时代怎么变化，山西农信一直都是三
晋大地农村金融的主力军。如今作为
第一代农信人的外祖父已经辞世，母
亲和我都接力了山西农信“扎根三晋、
服务‘三农’”的志愿，也将继续传承

“背包银行”的精神传承。

今 日

“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
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
无风雨也无晴。”转眼来到70年后，我
的祖国，繁花似锦，充满生机，已是世
界第二大经济体，更是奋斗与发展的
新中国。建国70周年，改革开放40周
年，让中国人民富了起来，日子也红火
了起来，就像大雨过后的阳光。走到

2016 年，在精准扶贫政策的带动下，
2012年-2018年间，中国贫困人口减少
了8000多万人，再到2020年将消除绝
对贫困，见证了新中国70年生活水平
的进步。进入21世纪，人民币也从70
年前的第一套发行到了第五套，移动
支付更是让世界为之震惊，人民币的
发行史见证了 70 年新中国经济的发
展。2018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
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提到，要保持
农信社县域法人地位和数量总体稳
定，地方法人金融机构要服务好乡村
振兴。全国上万的农商银行、农信社
见证了我国农村经济七十年的发展。

70 年间国家的丰功伟绩不胜枚
举，随着国家的日益强大，山西农信也
在不断发展。2011 年，重点大学毕业
的我，可以选择很多职业道路，但祖父
和外祖父都支持我进入山西农信，从
此我成为了第三代农信人。

70 年的发展中，老一辈的山西农
信人给我们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农信精
神，传承的一代又一代农信人骨子里
有了永恒不变的农信情怀，同时也刻
下了孜孜不倦的勤奋精神。历史的长
河总是让人心潮澎湃，不管时代如何
变迁，“服务‘三农’”将一直是党中央
国务院为山西农信指引的方向。70
年，我们的小家在发展，家中的三代农
信人同样见证了山西农信的发展，如
今山西农信更将向着“六大银行”的建
设昂首迈步，推动山西经济高质量发
展，为祖国70年华诞献礼喝彩。

新的时代，注定是亿万中国人共
同奋斗的时代。我们每个人的奋斗终
将会凝结成为中国的奋斗，所有的美
好也都将由奋斗产生。即使现在仍有
贸易战争等穿林打叶之风雨，也有迎
面相应的山头斜阳，但无论是晴是雨，
我们当代中国人都不会退缩，千千万
万三晋儿女也不会退缩，全省数万名
农信员工都愿引得千斛汾河水，研为
翰墨歌颂国情。再回首，感悟此时，将
会发现脚踏实地奋斗前行永远是人间
正道。

那年今日
◎ 何旭龙

我是家里的幺儿子，自然受到特别
待遇。1972年1月出生的我，属猪亦属
鼠。我家隔壁大娘说我有福气，有出
息，将来要吃轻松饭。

正应了这句话，尽管家里很拮据，大
集体分的口粮很少，每天吃两顿饭，早饭
在10点半左右，3、4岁的我老早就围着灶
台转。一锅红亮红亮的蒸红薯中间那一
瓷碗白米饭，格外诱人，一大半碗属于我，
哥哥和幺妹分得另外一小半，爸妈有时或
吃一筷子，那时不懂事的我全然想不到这
种父母之爱。爸爸去村上人家吃十大碗
（吃宴席），他舍不得吃，总是用纸包回酥
肉和砣子肉，让我享口福。现在想来，象
是昨天的情景。

我自小性格孤僻固执，也很聪明。
爸爸为我取了一个全村最洋气的小名
——劲松。可见家里对我寄寓了很大
的希望。爸爸孤儿出身，因没有读过
书，尽管当村社干部，记忆超凡，能够参
会后一点不差地传达贯彻乡上会议精
神，还是吃了不识字的亏，仕途没有走
多远。他勤俭持家，千方百计要送孩子
读书。我10岁考上广纳区重点初中，因
人小、遗尿，读了一学期，便转回乡中小
留级，又因爱画画和看小说，耽误了学
业。爸爸没有对我有过多的怨言，眼里
总显出无奈，便又想方设法让我复读。
那时，农家孩子的唯一出路就是读书考
学，只有考上中师才算有了铁饭碗。我
那时怎能明白爸爸的苦心，最终没能用
好“读书”这块敲门砖，现在想起来，心
生愧疚，苦了爸妈。

我一直为自己的前途而焦虑，很早

就有失眠的习惯。也许皇天不负苦心
人，也许真是命运的安排。我18岁在求
学、当兵两条路都无望的情况下，走出大
山到绵阳打工，在纺织厂当了一名落绵
工。我第一次如释重负，终于有了一份
自食其力的工作，一下子懂事了，知道回
报爸妈。我以一个农家娃所有的纯朴和
孝道，非常节省，每隔几月把攒下的钱寄
回去贴补家用。我也不满足现状，利用
工友打牌娱乐的闲遐，自已买来纸和颜
料，在床席上画画，拿到开元场、临园口、
御营坝摆地摊，一元钱一幅出售。

现在还记得一件有趣的事，我在御
营新村看到居民悠闲自在、喝茶聊天、
打牌下棋的热闹场景，心里好生羡慕，
要是自己能够在御营坝安家生活，便此
生无憾。事情发展真如我愿，1996年我
转行到涪城区农信联社工作，1998年迁
入坐落御营坝的涪城区农信联社家属
区，有了属于我的家。

我一直没有放弃过学习，感到自己
学历低，无法适应未来的发展。在纺织
厂时，报名参加了彭州新时代速记学校
文秘专业函授中专学习。平时还挤时间
写写文稿，在厂里主动申请办黑板报，发
挥自己写画专长，赢得了厂领导的器
重。当落绵工两个月后，我被调到库房
当保管员。随时着工作环境的变化，我
更加努力，对学习和写作从不放松。一
次发表文字的经历激励我“笔耕”不缀。
一个晚上，在宿舍守门室看黑白电视，绵
阳电视台“影海之舟”栏目播放《警察与
女兵》，征集一句话影评。我写了“设置
陷阱的人，却不知道陷阱里有别人还有

她自己”的影评，被评为当期栏目一等
奖。去北街电视台栏目室领回寓意“一
帆风顺”的一只小竹船，作品还被刊在

《绵阳广播电视报》上，在厂里引起不小
的轰动。自此，我的写作激情燃烧，总是
不忘写作，陆续在《绵阳日报》等报刊发
表作品。我写的《军地联合建家园，历尽
艰难写新篇》新闻稿在《四川政协报》发
表，奠定了我上升的基础。很快，我被调
到厂办公室专门负责文秘和宣传。

我对学习和深造一直没放松。爸
爸知道我的成长和进步后很欣慰，为我
感到自豪。甚至在饭后茶余讲关于我
的事儿，说我出生那天正值冬月黎明，
呱呱坠地时，因我在胎中淤腻物多，一
张脸黑得像包公，爸妈吓了一跳，还以
为是怪物呢！那时，他们就预示或期望
我未来更有出息，加之我又是幺儿，对
我自然寄寓了更多期望，这是一个山区
农民家庭最朴素的愿望。

我写新闻逐渐小有名气。1993年
10月国庆节假期，绵阳市游仙区的省级
亿元村白马工业总公司的鲜副总经理
亲自到绵阳来找我，让我去该公司担任
了办公室副主任。随后公司的宣传工
作我做得很好，也因此成为绵阳小有名
气的“土记者”。

恒心是成就事业的关键。我从未
放弃过对自己的后续学习，打心眼里佩
服那些有文凭的人，心里也暗自努力。
一天，剑阁县白龙镇一名腿残青年来应
聘，在验证他档案管理专科自考毕业证
书时，我非常感概，一个残疾人都能刻
苦攻读，何况我呢？我下定决心，努力

参加自考。1994 年我报名参加了自
考。尽管考试困难，几次考试都不及
格，在和我一同参考的老乡放弃了自考
的情况下，我凭自己的执着和不服输的
勇气继续报考。通过合理规划，减少科
目，认真备战，我不断总结经验，研究考
试规律，注重融汇贯通。首先，全面学
习课本，重在理解，了解大概轮廓；其
次，学习掌握要点，加强学习记忆，把书
读薄；然后，围绕考试大纲，勤做练习
题，强化考点；最后，按照自考试题几大
类型，总结特点，有的放失。很快，我的
自考经验得到较好应用，几乎是逢考必
过。我记得在学习《逻辑学》过程中，还
结合推理“猪腰子”思维导图，自己编写
推理顺口溜，巧妙掌握并记住推理知
识。《逻辑学》考试，我居然得了78分。
几年时间里，我自考取得了成都大学文
秘专科文凭、四川大学工商管理本科文
凭，还参加香港亚洲商学院远程网络学
习考试，获得工商管理硕士研究生文凭。

进入新时代，当前是一个互联网、大
数据时代，更是一个文化致胜的时代，要
适应新形势和未来趋势，每个人必须要
深度学习，蓄势而为。我再过两三年，也
将进入天命之年，现在条件好了，获取知
识的方式、渠道更丰富。然而，随着年龄
不断增长，记忆力减退，学习已是力不从
心。回望过去，心生感慨，曾不负韶华，
一路风雨兼程，有些许业绩，亦有些许慰
藉。对于学习，我依然不忘初心，继续前
行，决心静下心来，放慢节奏，以更恬静
的心态，在学习中享受生活之乐趣，在生
活中感悟学习之魅力。

享受学习的乐趣
◎ 蒲天国

清凉夏日 假 玄

父亲老了
◎ 宋 连

父亲的牙齿
又掉了一颗
这颗跟随了父亲
七十多年的老伙计
毫无预兆 突然
离开了

我正壮年 父亲却老了
喜欢在村头 与几位老友
对话 摆上一桌往事
一壶老酒 半碟花生
总有 一些散淡的回忆
浅酌在米酒里
美滋滋的 悄然而至

父亲老了 总是一个人
坐在山坡上怀念旧时光
山边的夕阳 斜了又斜
风暖暖地吹动斑白的头发
父亲站在山岗 高声
向山谷里 喊了几嗓子
这是我听到的
最美的 动听的歌谣

父亲老了 一晃就老了
总爱在田地里逗留
与心爱的庄稼 对视
父亲立在田间 更像
那棵葵花 站得笔直
腰杆子挺得
又硬
又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