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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是我的生日，随着年岁的增
长，记忆慢慢模糊在了时间的间隙里。
已经记不清今天是我85岁还是86岁生
日了。这不，今天虽然是我的生日，可
儿女们总是忙，除了早上收到的银行卡
到账提醒短信和儿女们的短信祝福。
我依旧一个人，和过去的每一天一样，
拄着拐棍慢悠悠地往信用社走去……

“李爷爷，您来啦。”刚到信用社，
柜台的小姑娘就热心地与我打招呼。
不用诧异她们怎么认识我，因为这几
年我几乎每天都会来。选择每天风雨
无阻地来信用社就是因为喜欢这里的
温暖和人情味。

以前老伴在的时候，她就是我们
俩的掌柜，家里的钱都是她去存的。
她离开后，从没去过银行的我，开始试
着去银行办业务。刚开始我拿着那些
存单和存折默默的站在信用社的门
外，踌躇不前。这时有位穿着工作服
的姑娘迎上前来，热心地问我需要办
理什么业务，有什么她可以帮忙的。
并扶着我到休息区的椅子上坐下，又
给我端来热茶。说实话，自从老伴离
开后已经很久没有人陪我好好说说话
了，儿女们也是处理完事情后匆忙赶
往工作地，留下我一个人来面对空落
落的家。此刻，这位陌生的信用社小
姑娘却给了我莫大的宽慰。和她说明
来意后，她把我带到业务办理窗口，手
把手地教我怎么输入密码，怎么按确
认键。因为年纪大了，签字时看不清，
小姑娘立即把老花镜递到我手中。正
是这些小小的举动，让信用社收获了

我这个忠实“老粉丝”。
从此之后，我的身影每天都会出现

在信用社，遇到熟悉的街坊邻居来办业
务我就会和他们聊聊天、话话家常，甚
至在信用社待久了我也知道了很多业
务知识，有时候遇到“同龄人”不懂的时
候我也和他们讲些新的银行知识。

“今天是我的生日，儿女们给我汇
了钱，我要存定期。”我回应着柜台小
姑娘。“李爷爷，祝您生日快乐，您和我
们农商银行还真是有缘呢，今天也是
我们农商银行成立的日子，今天您来
存钱还能参加活动得礼品呢。”柜台小
姑娘开心的和我说。

今天是我的生日，也是农商银行
的生日，我相信缘分。农商银行在农
村这片土地诞生默默扎根成长着，让
我们百姓切实体会着它带来的便利，
感受着它的温暖。而我也在这份温暖
中找回了生活的意义与价值，终将把
这份温暖传递下去。

（作者单位：湖南安化农商银行）

与农商银行共度生日
◎ 陈丁昱

解放前夕我的父亲是放羊娃，因
家境贫寒，没有上过一天学。新中国
成立后，父亲参加了村上的扫盲班，
开始学习识字，当时扫盲班的文化教
员能打一手好算盘，父亲在学习文化
之余，就央求老师教他算盘，从学习
加减法开始，再到乘除法。听爷爷
讲，当时父亲背着家人悄悄拿了家里
的小麦换回一把 15 档的 7 珠算盘，从
此当作宝贝，常常拿了奶奶舍不得吃
的胡麻油抹在算盘珠子上保养算盘，
从此，这把算盘跟了父亲 30 多年。
1954 年新疆呼图壁县农村信用社成
立，由于父亲识字又会打算盘，便顺
利地被信用社选中，加入到了农信社
这个大家庭。

小时候，我的家在村里，信用社在
乡里。父亲的一把算盘、一个挎包就
是一个流动的“挎包银行”“马背银
行”，不管是在深山里的牧民家还是在
村里的农户家，田间地头里就能办理
存贷款业务。听父亲讲，那时的一笔
存款多则10元，少则一两元钱，贷款往
往是农户要去供销社买一把镰刀或一

把锄头，也就三四元钱。
后来日子慢慢好了起来，每年寒

暑假最开心的事，就是和弟弟坐上父
亲的飞鸽牌28型自行车，去乡里的信
用社。那时信用社是一个小小的土坯
房，跨过木头的门槛走进信用社，看到
的是高高的木质柜台，我好奇地踮起
脚尖才能看见柜台里的父亲和其他工
作人员。他们戴着袖套，拨着算盘珠，
记账或点钞票，每每看到父亲工作时
的状态，我就感觉父亲的工作好神
圣。在我幼小的心里便暗暗下决心，
长大以后，一定也要像父亲一样做一
名信合人。

1985 年高中毕业的我，踏着父亲
的足迹考入了乡里的信用社。记得要
去报到的前一天，父亲幸福的笑容在
他质朴的脸上写满，郑重地将他的“宝
贝”交到我手中，语重心长地对我说：

“用好手中的算盘，为咱乡亲们算好
账，让大家过上好日子。”1988年县农
信联社成立了，我被选派到县农信联
社营业部工作。当接到通知，兴高采
烈地告诉父亲我要去县里工作时，父

亲默默地说：“不管你以后走多远，都
不要忘记来时的路。”

时光会老，精神长青。农信社因农
而生，因农而兴，因农而强，担负起了支
持“三农”、支持地方经济建设、助力小
微企业发展的重任。一个时代有一个
时代的使命，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担
当。如今农信社已华丽转身，发展成为
农商银行，现代化的办公大楼已成为当
地地标式的建筑，业务发展突飞猛进，
网上银行、手机银行、条码支付、POS
机、“云闪付”等方便快捷。老一辈信合
人用一把算盘夯实了信用社的基础。

今年，我的孩子大学毕业，从内
地回到了新疆，顺利考入新疆农信系
统，成为了一名大学生员工。当他要
去参加岗前培训时，我拿出了父亲留
给我的“宝贝”，告诫他：“不要小瞧了
这把算盘，它是我们一家三代人与新
中国共成长的历史见证，我们的生活
看似平平淡淡，却一天比一天好，无
论你以后走多远，都不要忘记我们的
初心。”
(作者单位：新疆自治区呼图壁农商银行)

父亲留给我的“宝贝”
◎ 张 闫

早上站在公交站点等车的时候，
远远看见有位老人乐呵呵朝这边走
来，仔细一看，我笑了。“李大爷，您这
是要去哪儿呀？”“没事，我就转一转。”
李大爷回答着。依然是那熟悉的一脸
微笑，那么自然，那么慈祥，和早上的
阳光一样，明媚，温暖，我的心微微地
震动了一下。

记忆的大门打开了。李大爷就住
在站点对面，和姐姐家一个小区，认识
他也有10年之久了。有一天傍晚，我
和姐姐吃过晚饭在小区里聊天，李大
爷过来和姐姐打招呼。姐姐在大爷走
后对我说：“你看，这个老爷子，快八十
了，老伴刚刚去世，一个人不去儿子
家，也不去姑娘家，自己照顾自己，生
活很乐观。”

后来我每一次见到李大爷，他总
是乐呵呵的，没有一次愁眉苦脸的。
有一次，我和他聊天：“大爷，老伴去世
了，您想不想念她呀？”面对我幼稚的

问题，大爷微笑着说：“想念呀，但是生
死有命，去了就安心的去吧。”说着这
话的时候，他一向慈祥的眼神中流露
出几许坚毅，几许豁达。

俗话说：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
乐观的品质，在这个年代是多么稀
缺。大街上，常见行色匆匆面无表情
的路人，或者紧锁眉头电话的行人。
社会节奏如此快的今天，人们似乎什
么都不缺了，可是就缺快乐。

但看到李大爷，想起他的经历，我
觉得内因的作用还是远远超过外因。
当我们纠结于工作的烦恼、生活的琐
碎身心疲惫的时候，或许我们可以这
样想想：当你足够努力、足够勤奋的时
候，还有什么是值得焦虑的呢？当你
足够宽容、足够理智的时候，又有什么
是真正过不去、放不下的呢？或许，我
们都应该学学李大爷的活法，学学他
身上那美丽的乐观。

（作者单位：吉林双阳农商银行）

人生因乐观而美丽
◎ 申 建

小黑板面积不大，只有一尺见方；
小黑板年岁虽短，却能描绘蓝图。在
四川大竹农商银行各网点大堂内，除
了保安大哥、大堂经理，还有就是它
——小黑板。

为切实促进业务发展，加强政银
沟通合作，前不久，该行李家支行邀请
李家乡乡长、村书记、金融联络员参加
支行工作汇报会，就多方工作进行深
入讨论。

“小黑板上画的是什么？怎么我
们村被标注在上面了。”一位金融联络
员好奇地问道。

“这是我们自己绘制的金融服务
区域图，就是定点定位。我们可以根
据村社位置，对社保卡、不良贷款、扶
贫贷款后续管理，贷款营销，存款组
织，提前规划路线和方案，提高工作效
率；区域图标注了本乡重点关注企业，
通过区域图带动员工主动了解辖内重
要客户、重要贷款、优质存款户，为不
同金融需求的客户提供专业的金融服
务；区域图还绘制了周围的两镇一乡，
以及最近的高速公路，紧扣区域定位，
助推区域产业和城镇融合发展。以后

你们村干部有什么人员的变动，村上
有新成立的专业合作社或者其他小微
企业，可以直接在图上标注，我们及时
跟进，切实做好金融服务工作。老百
姓可以根据这个金融区域图了解全乡
助农取款服务点，水电燃气费缴款处，
农副产品批发处等，把它当作一种为
老百姓传递信息的渠道。”李家支行行
长向李家乡乡长，村书记及金融联络
员细心地解说道。

做普惠银行，需要放下身段去做；
做智慧银行，需要人文关怀去做；做主
力军银行，更要一丝不苟地去做，凡此
种种，都离不开一个核心，就是企业文
化。小时候的黑板是知识的传承，长
大后的黑板是使命的彰显，它便捷地
为工作人员提供各类讯息、提示工作
进度。农商银行在参与小黑板绘制及
宣传的过程中，可以加强员工的工作
条理性，变被动为主动，提高营销积极
性，实现员工效用最大化，让农商银行
从交易结算型向营销服务型转变。助
力“三农”，我们用小黑板绘制美丽新
农村，用小黑板绘制普惠金融蓝图。

（作者单位：四川大竹农商银行）

用小黑板绘制普惠金融蓝图
◎ 杨旖旎

“我们已然错过了童年、少年，朝
着人生的下一段河流泅渡而去，生命
的长河不经意地流转，我们都成了那
个有故事的人。”

10 岁那年，和小伙伴赤脚在小
学操场成排的老榕树下追逐嬉闹，课
间在教室屋后的阴凉处跳绳、玩玻璃
弹珠，暑假顶着太阳跟着隔壁小男孩
去很远的地方粘知了，去邻村的鱼塘
垂钓。那时，总感觉岁月静好，生活
中也充斥着一个又一个小美好。入
夏响起的蝉鸣和路口 1毛钱的冰水，
墙上贴满的奖状和 100 分的考卷。
那时盼望着暑假、寒假，盼望着爷爷
奶奶的压岁钱，幻想着买随身听、芭
比娃娃、漂亮衣服和鞭炮。似乎，10

岁的精力和能量全部用来享受年少
的欢喜和美好。

18 岁那年，站在人生的十字路
口，学业成了生活的主线，年轻的身
体如同贪婪的机器一样对知识予取
予求，繁重的学业却像骆驼身上不断
增加的稻草。对未来的迷茫，对高考
的焦虑，来自父母的期许和老师的压
力从四面八方奔袭而来。那时的我
们，纵然前路未知，但每一个人都未
曾停止奔跑。

22 岁那年，大学毕业“回乡”就
业。在时间的洪流中摸爬，看着同龄
人都开始结婚生子，自己也在父母的
重围下“按部就班”跑步进入婚姻的
围城。接下来的是来自同龄人的压

力，对于未来的担忧，职业生涯艰难
的彳亍，为人女为人妻甚至为人母的
责任与担当。或许，这才算是真正进
入成年人的世界。每天都在努力奔
跑，梦想着靠自己的努力为家庭实现
一些期待已久的“小目标”，为家人创
造一些闪耀光芒的“小美好”。

往后余生，还会有很多有意义
的节点，而每一个节点就像我们“自
传”里独一无二的美丽章节。希望
我们都将年少的美好于记忆深处好
生安放，无论在社会这个大熔炉里
锤炼多久，永远富有情怀、保持正
直、不放弃奔跑。愿你我砥砺半生，
归来仍是少年。

（作者单位：山东罗庄农商银行）

愿你，归来仍是少年
◎ 颜廷蕊

书法 杨士杰
（作者系河南宁陵县农信联社监事长）

“走着走着就散了，回忆都淡了，
看着看着就累了，星光也暗了。”这首
诗，我一直最爱其中这两句。

年少时读，只觉得那丝丝缕缕的
忧伤很美，便记在了心里，多年后回
想，才发觉在人生长河中流淌的不只
有情绪，离散的不只有亲友，暗淡的不
只有回忆，而无一例外的是它们都悄
无声息地离开，让人没有一丝防备。
正如这个时代在抛弃你之前不会同你
说再见一样，而我们能做的，便是追忆
来时的路，总结经验，把握当下。

志存高远，追求卓越。这是我高
中的校训，它伴随着数不清的少年度
过了为实现梦想而努力拼搏的三年，
一摞摞书本，一叠叠试卷，一捆捆空笔
芯都见证了我们的努力与拼搏。课间
音乐“怒放的生命”为疲劳的我们注入
新力量。那时的我们心无旁骛，那时
的我们努力拼搏，那时的我们热烈而
执着，我时常怀念那三年，也不断的为

自己加油。
立志、博学、诚信、创新。这是我大

学的校训。在这四年的时间里，我学会
了设立未来志愿的方向，明确自己的目
标，并且为此不懈努力，全面提升综合
素质，做事讲求实际和信用的同时，要
有革新的精神，内诚于心，外信于人。
在这里，我们不仅要学习，更要塑造自
己积极向上，努力拼搏的人格，丰富自
己的精神世界，学会如何去学习，如何
去成长。在这里不再是一个人的小宇
宙，而是要学会团结协作，学会守望相
助，学会适应环境、适应社会。这里是
丰富多彩的，时隔多年，感恩依旧，深情
不改。

至诚至善，自立自强。这是刻在
我心上的话。在我梦想展翅的地方，
我们牢记企业精神，并将企业文化融
入血脉，我们坚持信用第一、重视品德
操守、渴望变革突破、力求绩效最优、
崇尚追求卓越。我们以灵活的经营机

制与明确的市场定位为核心竞争力，
努力打造创新的人才团队、合规的科
学管理、体贴的特色服务、卓越的企业
文化，定位于社区金融专家、百姓理财
好手，立志打造农民致富的银行、微企
成长的银行、居民兴业的银行。在这
里，我们认真学习业务知识，练习职业
技能，且以优质的服务赢得广大客
户。我们在这里学习、在这里工作、在
这里成长，我们努力拼搏，挥洒汗水，
不仅仅是因为这里有我们的梦想，更
因为这里有我们的家人。这里是我们
的家，我们将真情注入这个大家庭，我
们爱它。

翻开曾经的老照片，有的已经微
微泛黄，灯光扫在上面，稚嫩的脸庞映
出了光，一张一张，是时间的沉淀，是
人生的成长，眼神渐渐变得朦胧，回忆
过往，更要把握当下。未来，你是否已
看到我坚定的步伐。

（作者单位：吉林省抚松县农信联社）

回忆过往 把握现在
◎赵 冰

书法作品 胡宝岐
（作者单位：陕西金融书画协会）

初秋风景 佚 名

谨防“泄密”
◎赵多献

马兴国是榆林镇信用社的信贷
员，家住距该镇7公里的杨树坡村。

一天晚上，马兴国下班回来时，路
过大队新盖的群众棋牌娱乐室，听到
里面很热闹，便停下摩托走了进去。

冬日农闲，三间小房子聚集了二
十多人，里面乌烟瘴气，不少人和马兴
国打招呼。张二嫂坐在一个桌上玩麻
将。“马兄弟，才下班，明天几点走，走
时接上我去信用社取款，给儿子打款，
儿子要钱呢。”

马兴国机警的瞟了瞟屋子里的
人，小声说：“你早点儿回，七点半我接
你。”便回了家。

第二天早上，马兴国吃完早饭，正
打算去接张二嫂。却见张二嫂满头大
汗脸色苍白地跑来找他：“马兄弟，不
好了，我的存单不见了。”

马兴国担心的事还是发生了，就是
张二嫂当着那么多人说的话泄了密。

马兴国一边安慰张二嫂不要着急，
一边给信用社打电话。并骑着摩托车
到榆林镇信用社，为张二嫂办了挂失。

“这钱可都是你二哥在外打工挣
来的，是给儿子攒下来娶媳妇用的。”
张二嫂噙着眼泪说道。

当给儿子打去了2000元生活费，
拿着崭新的存单，张二嫂的泪再也噙
不住了，感激的热泪禁不住夺眶而出。

其后马兴国详细询问了张二嫂失
窃的过程。原来昨天玩得很晚，回家
倒头便睡，早上起来发现躺柜锁子在
地上扔着，家里其他物品都没动过，就
是躺柜里的存单不见了。马兴国沉思
了一会说：“这应该是熟人所为，以后
存取时千万要做好保密工作。”

几天过后的一个傍晚，杨树坡村
王大头来榆林镇信用社拿着张二嫂的
存单取款时，立刻被派出所民警拘留。
（作者单位：山西省广灵县农信联社)

窗前的梧桐树
◎ 武亚丽

窗前的一棵梧桐树
陪伴我工作了五个春夏秋冬
它枝繁叶茂深入天空
和云朵嬉戏

它屹立坚挺穿梭在风里
它舒展枝叶迎接雨落阳光
在我工作劳累时
它默默坚守在我的窗前

春天带给我希望
夏天带给我热烈
秋天带给我收获
冬天带给我坚韧

它在土地里自由的深耕
在四季里茁壮成长
年轮承载着岁月的印记
享受生命
热爱生命

它教会我生命的意义
让我热爱工作
热爱生活
你好啊梧桐树

（作者单位：河北省石家庄市矿区农信联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