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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公有在墙上挂挂历的习惯，这
一挂就是好几十年。小的时候，并没
有觉得身边的变化，也没有觉得挂历
的特殊之处。

记得我入职农商银行，当时还没
有改制，叫信用社。那年过年回外公
家，外公问你们发不发挂历，他想要
副。我才发现，外公年纪大了，走太远
的路会很累。家里墙上挂了大半墙的
挂历，1997年、1998年、1999年……，挂
历上的画面就是每一年的缩影。其实
外公家的挂历大多是信用社送的。他
说：“年底到信用社存钱就是一种习
惯，也可以说是一种情怀，存的不止是

钱，也是对这一年的交待。”过年存钱
的时候，信用社总会送外公一副挂历，
拿回家，挂在墙上，才感觉有了年味
儿。在墙上的挂历中，我能深深地感
受到祖国的变化。

每到要过年的时候，我们网点都
会“摆摊儿”，为忙碌了一年的乡里乡
亲送上农信的祝福。春联、挂历是乡
镇上老百姓最喜欢的“礼物”了。外公
说：“今年，信用社的小伙子还亲自上
门送了挂历，感觉信用社和老百姓的
距离更近了。”虽然信用社已经改制成
了农商银行，但是在80多岁外公的眼
里，还是习惯叫信用社。望着墙上新

增的挂历，那是代表欣欣向荣的现在，
而过去的虽然泛黄，但更是值得我们
铭记的奋斗历史。因为国家的不断强
大，我们老百姓的生活越来越美好。

对于老人而言，一张张挂历就是
一年一年的光景，就是年轮的一张张
刻度。从挂历里，他能看到自己年轻
的时候，看到自己的儿女在身边“翻跟
头”，看着村头的小路变成了柏油马
路，看着山下的小房子变成高楼大厦
……祖国点滴的变化印刻在外公的脑
海里。用最质朴的言语告诉着我们，
今天来之不易，我们更应该珍惜。

（作者单位：四川遂宁农商银行）

外公家的挂历
◎ 邓 佳

杜阿姨现在是一名月嫂，凭借自
己的双手一个月能收入 7000 多元，日
子过得一天比一天好。杜阿姨说，自
己能过上好日子，靠的就是一张名片。

杜阿姨原是一名下岗职工。3 年
前，丈夫的一场大病花光了家里的积
蓄，女儿在那一年考上了大学，本来开
心的一家人却被女儿6000元学费难住
了。杜阿姨到泗水农商银行，抱着试
试看的态度想咨询能不能贷6000块钱
给自己的女儿缴学费。

泗水农商银行客户经理小高热情
接待了她。小高认真询问了杜阿姨的
情况后，告诉杜阿姨可以通过“家庭亲
情贷”相互担保的模式获得贷款，这让
杜阿姨的愁云消散殆尽。小高让杜阿

姨回家准备户口本、身份证资料的时
候，随手递上了自己的一张名片，叮嘱
杜阿姨有事随时联系。最终，杜阿姨在
两天后拿到了6000元的贷款，女儿顺利
入学，而杜阿姨记住了热心的小高。

再次见面，杜阿姨亲切地对小高
说：“家里好过了，现在做月嫂一个月
7000 多元，闺女也已经实习完找到工
作了，多亏了你的帮忙，我一直记得
呢。”边说着，杜阿姨拿出钱包，里面整
齐地放了一张小高的名片，没有一丝
折痕，却已泛黄。

杜阿姨走后，小高感慨万千：那一
张名片，不仅仅代表那 6000 元贷款的
价值，仿佛承载的东西更多、更多……

（作者单位：山东泗水农商银行）

一张泛黄的名片
◎ 任彦峰 高 琼

时光飞逝，一转眼中秋节已过。
以往的中秋是怀着期盼和喜悦的心情
去期待和操办，今年的心情比较杂陈，
我心中唯一的依靠，母亲，不在了。

这次她是真的走了，永远离开了
我。90 年的坎坷人生就这样悄然离
去，尤其近50年对我的辛劳培育让我
刻骨铭心，叮咛和嘱咐还在耳边，音容
和笑貌就在眼前。妈妈是上世纪20年
代生人，经历了中国近百年的历史变
迁，见证了许许多多的重大事情，军阀
混战、抗日、新中国的成立等等，这是
从她唠唠叨叨中得知。母亲一生刚毅
果断，对6个儿女的培育可谓是含辛茹
苦、尽心尽力。家里我是老小，上有三
兄两姐，10多岁离家外出上学。每次离
家妈妈都要送到大门口，目送我远去直

到看不见，每到周日下午又早早的在门
口等候，真是应了那句老话“母行千里
儿不愁，儿行千里母担忧”。特别是成
家立业以后，父亲去世，我又外出工作
多年，陪伴母亲的日子屈指可数，少的
可怜，只能在中秋、春节陪老人家，每次
也就三两天。今年又回老家，那院、那
房、那景，再也没有妈妈熟悉的身影，再
也听不到妈妈亲切的唠叨。

岁月交替，年轮更换，这是必然。
在思念妈妈的同时，我也真切感受到
为人父母的不易，好在有贤妻的倾情
扶助和真情培育，一双儿女都已长成，
儿子也结婚成家，又多了一位家庭新
成员让我倍感欣慰，也可告慰九泉之
下的母亲安息吉祥。
（作者单位：山西省农信联社大同审计中心）

又一个中秋
◎ 杜宏杰

乡 恋
◎ 贾有利

乡恋
是十五的月亮
明晃晃地照亮
游子的胸膛

乡恋
是乡村的小路
弯弯曲曲的延伸
通往家的方向

乡恋
是园中的清脆虫声
从童年的梦中
一直在耳畔回响

乡恋
是那一抔
带着庄稼味道的泥土
让人痴痴的迷醉

乡恋
是远山在望
那满坡的野花香
暖暖地温馨着思乡的梦

乡恋
是母亲做的一顿饭
虽然夹杂了烟火味儿
吃起来却格外甜香

乡恋
是老屋檐下的燕巢
熟悉的身影
总是年年来来去去

乡恋
是割舍不断的情
深深地烙在血脉里
永远不能忘
（作者单位：河北迁安农商银行）

我出生于 1990 年深秋，是在母亲
拔了一天的棉花秸的那天晚上。我
是家里排行老二，上面还有一个长我
两岁的哥哥，当时生活条件有限，最
大的财富就是那一亩三分田。妈妈
月子里还下地干活，没有奶水，我是
吃着米糊糊长大的。1992 年冬天弟
弟出生了，为了养家，除了种地，父亲
起早贪黑地开着三轮车拉人赚钱补
贴家用。1994 年父亲转行，干起了村
里的临时电工。

1997 年我到了上学的年纪，父亲
说当时考虑我个头儿小，想要我再推
迟一年上学，平时听话乖巧的我用“满
地打滚”这一招换来了入学的资格。
当时还没有实行九年义务教育，只记
得当时我跟哥哥的学费还是有压力
的，为此，我们兄妹俩一边照顾年幼的
弟弟，一边包揽了帮父母做饭、洗衣、
喂鸡、喂鸭力所能及的家务活。日子
虽苦，可是一家人很努力也很知足。

1998 年家里的三间茅草屋倒了，
父母用自家的积蓄和借来的钱，在老
地基上盖了两间平房。也是在那一年
国家对城乡的低压配电电网施行统一
管理，农电站改为供电所，父亲从原乡
村的临时电工转为真正的全职供电公

司人员。
“孩子他妈，看到没？国家政策会

越来越好，老百姓的日子会越过越好
的！”父亲脸上笑开了花……

一转眼已是2006年，也是从这一
年开始，我家“四个半人”的田地不再
需要交纳农业税了，生产队队长爷爷
也不用再带着征税人员挨家挨户催农
业税了。延续千年的农业税这一年被
废除了，对于我们这个三个娃娃同时
读高中初中的农村家庭来说，又是一
笔节支。

2008 年，经过 6 月的洗礼，迎来 8
月的火红，我与哥哥同时考上了二
本。一家人开心之余，母亲激动地感
慨道：“只要你们好好读，能读进去，我
跟你爸砸锅卖铁都供你们读。你们命
好，赶上好时代了。”我们兄妹三个使
劲地点了点头。同年的开学季，除了
弟弟的高中学费，我跟哥哥的学费、住
宿费加一起还得一万多元。父母犯难
之际，县城里当高中老师的姨父告诉
我们：“不着急，赶得政策好，老大在合
肥，可以去当地杨庙的信用社申请生
源地助学贷款，老二在外省，到学校了
可以申请国家助学贷款，先入学再交
学费。读书期间免息的，毕业工作后

再还贷款。国家现在的教育政策真的
没话说，想当年我们读大学的时候想
都不敢想的……”2009年9月，我们如
愿上了心念的大学。大学期间勤工俭
学、助学金、奖学金解决了我们平日里
的生活费。

2012 年赶上新农村规划政策，村
里集体规划到206国道旁的新农村小
区。一排排一幢幢整齐干净的二层楼
房，水电到户，水泥路到家。还记得母
亲搬进新房时的喜悦：“哎呀呀呀，想
都没想过，这辈子还能住进这么漂亮
的新楼房……”

2015年我们家三个本科大学生先
后毕业工作了，哥哥是南京医院的一
名医生，我回到家乡的农商银行工作，
弟弟在合肥市里的一家上市企业上
班，日子一天天好起来了。

2019年5月初，我们一家人开着车
载着父母去哥哥工作的医院体检，并
特地去参观了南京大屠杀纪念馆。抚
今追昔，父母们感慨万千：“现在的日
子真的是曾经想都不敢想的！感谢共
产党的好政策，新时代就是好，感谢国
家让老百姓的日子蒸蒸日上。中国
梦，一定会实现的……”

（作者单位：安徽长丰农商银行）

好政策带来好日子
◎ 倪 翾

在平凡岗位上
传承革命精神

◎ 李增主
5月的雨迟迟不下，到了6月才姗

姗来迟，天气略微凉下了一些，杨家坤
老人拿着存折来到了云南禄丰农商银
行和平支行取钱。老人算是镇上少见
的长寿。平日里也都是他的孙子来替
他存取。闲暇之余他说：“以后就来不
了了，走不动了。”杨家坤老人在中共
禄罗特委暨禄罗游击大队组建之初，
也就是 1949年便加入了游击大队，为
云南和平解放后地方政权接管和维护
社会稳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而今，当年的禄罗游击队的指挥
所成了和平镇和平村委会小德庄村的
公房。为了纪念禄罗游击大队的历史
功绩，缅怀为解放事业英勇献身的革
命先烈，当地政府在禄罗游击大队曾
经战斗过的和平中学修建了纪念碑。
而和平中学与我所在的和平支行，仅
是一墙之隔，从单位院内便能看到高
大肃穆的纪念碑，上面刻着禄罗游击
队先辈们的奋斗历史。而在和平街道
的尽头，伫立着一栋三层的小楼，这便
是和平镇综合文化站。文化站中禄罗
游击队的展厅里详细的介绍了这支队
伍所经历的战争历史。这些内容都是
由健在的游击队队员们提供的。我每
次前往文化站，内心深切地感到这些
不仅是史料，更是一座座丰碑，照亮了
我们前进的道路。

我心中怀揣着对英雄们的敬仰，
同样也有一份自己的英雄情怀。我坚
信在平凡中，书写不平凡。农商银行
的工作是服务人民的前线，能体现为
人民服务的宗旨。在工作中把人民群
众一件件事办好，把人民群众一桩桩
困难解决好，持之以恒、积累成多，在
默默奉献和履职尽责中诠释为人民服
务的宗旨，让量变促成质变。在最平
凡的岗位上，在最基层的岗位上心系
人民、关爱人民，服务人民，在人民的
满意度中检验自己的服务，从人民的
笑声中回报自己的付出。

70年前这片红土地上，升起了一
颗颗冉冉的红星，而在 70年后我也将
为这片红土地奉献一切，以我之青春
成国之青春。汲取英雄先辈们的精神
养分，不畏困难风险、不甘于平凡寂
寞，立足农商银行的现在，畅想未来，
努力工作、认真尽责，发扬钉钉子精
神，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积极作为，以
吾辈之青春，盛吾世之中华！

（作者单位：云南禄丰农商银行）

秋日情浓 董 民（作者单位：吉林环城农商银行）

父亲的挎包是军绿色的帆布包，
里面常装着算盘、账本、钢笔和少许的
现金，每当春耕季节他就会走村串寨
背着挎包出现在农户家中，为农户提
供春耕生产所需的资金，为此，也常常
被农民朋友们称为“及时雨”，这就是
儿时我对父亲的记忆。

父亲是 1962 年参加信用社工作
的，那时候信用社刚成立没有几年，国
家百废待兴，信用社的资金全靠农户
几角、几元地入股和存款，农户贷款也
只能贷到几元、几十元，而且吃饭、住
宿、办公就在一间房里面，常驻在村委
会一级。信用社的工作人员换了一拨
又一拨，可父亲却坚持了下来，他说农
民的发展离不开信用社。

父亲这一坚持就是 30 多年，随着
改革开放政策的到来，国家经济发生
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信用社也取得了
巨大的发展，资产从最初的几千元、几
万元发展到了几十万元、几百万元，父

亲发放贷款的权限由几元、几十元增
加到了几千元、几万元，然而父亲却始
终坚持把贷款发放到最需要的农户手
中发展农业生产。30 多年来，从来没
有因为违规发放贷款而受到过处罚。

父亲是1995年退休的。有一次我
问父亲：“那些年信用社的规章制度还
不健全，也没有专门的稽核人员稽核，
会计、出纳、信贷员一手清，一人一社，
还能把信用社的账做到账款、账实清
清楚楚，是怎么做到的。”父亲说：“我
是一名共产党员，对党有很强的政治
信仰，信用社再多的钱都是信用社的、
是国家的。”就是这一句话诠释了一名
共产党员、信合职工对党、对信用社的
忠诚。

父亲现在已经 83 岁了，退休已经
24年了，但父亲的挎包还在，信用社老
一辈的挎包精神还在，而且还将一代
一代永远传承下去。

（作者单位：云南元谋农商银行）

父亲的挎包
◎ 普家凯

我出生于我国西南边陲的一个偏
远小镇。2003 年我开始上小学，在学
校里我知道了更多关于祖国母亲的故
事，看着老师在黑板上画着祖国的地
形图内心油然而生的是用脚丈量每一
寸土地的冲动。磨难造就伟大，万险
不改初心，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
朝,外国封锁……一路走来，经历了数
不尽的困难，才成就了今天的强大。

在我读小学时，祖国陆续经历了
非典疫情、汶川大地震等各种各样地
磨难。苦难敲打着我们的神经，让我
们时刻准备着，也让我们不断成长着，
让我们去面对去克服。风雨之后总会
见彩虹，当我们克服了一个个困难就
会变得日益强大。2008我国成功举办
了北京奥运会，北京欢迎您传遍世界，
中国一步步强大起来，让世界不断刷
新着对我国的认识。

2009年中国超过德国成为世界第
三大经济体，我也升入初中，开始了人
生另一个阶段地学习。我随着祖国的
慢慢强大不停成长，不断地开拓自己
的认识，不停增长着自己对于祖国的
认识。也是在初中我加入了中国共产
主义青年团，成为了一名光荣的团员，
我的梦想是成为一名中国共产党员。

出生于农村的我，家境并不是很
好，随着我妹妹的出生这样的压力开
始不断地增大。而祖国并没有忘记我
们，在上小学的时候就已经实行了两
免一补，义务教育阶段的学杂费全免
让我可以更好地学习，不用担心因为
资金不够而学业中止，每一年给我的
补助也让我的生活质量有了极大地提
高，让我可以安心地学习成长。

进入高中以后繁重的学业任务变
成了生活中的主旋律。高中的时候是
我最繁忙最充实，同时也是最开阔眼
界的一段时光。我想见不同的人，看
不同的风景，不在局限于一地之间，祖

国的大好河山我都想去见见。
在学习的同时国家也在发生着各

种各样的大事，中央新一届领导班子
亮相，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亚太经
合组织(APEC)第二十二次领导人非正
式会议在北京举行……通信的便利让
国家发生的大事我都能第一时间知
道，各种信息的碰撞让我的思想不停
地发生着变化，对祖国的认识也更加
全面更加客观。

随着学习的进一步深入，来到城
市以后的开支也在不停地加大，以前
九年义务时期国家基本上把需要我承
担的所有费用都承担了。上了高中，
需要自己承担费用了，但家里的经济
状况不胜乐观。不过我们是幸运的，
因为国家的补助总是那么及时，高中
我申请了贫困生补助。同时地方政府
的精准扶贫发挥了巨大效用，不仅是
经济上给我们补助，更是引领着我们
走出贫困的漩涡。我们家开始享受低
保家庭补助，而且收入也在逐年增加，
慢慢地脱离了贫困的窘境。

我进入大学以后，因为学业上负
担的减轻以及家庭情况的改善，以及
自己勤工俭学的收入，得以去到许多
我想去的地方，去见识祖国的美丽。
在大学的四年时间里我见过春花秋
水，也见过夏木冬雪。

我真的很庆幸自己生在中国，自己
是中国人，慢慢的长大这种感觉便越来
越强烈。或许还有许多需要改进的地
方，如环境的保护，资源的利用……但
都掩盖不了祖国慢慢变得越来越好、
越来越强大。我也会随着祖国的强大
不断地提升我自己，不断地学习、不断
地进步，然后用自己的力量为祖国的建
设贡献自己的力量。相信在以后的日
子里祖国会越来越好、越来越强大，老
百姓的生活也会越来越富足。

（作者单位：云南南华农商银行）

我与祖国共成长
◎ 张德万

时光荏苒，美丽的祖国已成立 70
周年，历经风雨，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奇
迹。现在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
有信心、更有能力为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而奋进前行。

网购、移动支付、共享单车，成为
外国人眼中最想带回的“特产”。中国
桥、中国路、中国网……一个个大项
目、大工程建成，桥通了、路阔了、网密
了。逢山开道，遇水架桥。一个个奇
迹般的工程，正在托举起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中国梦。人们由衷地赞叹：

“厉害了，我的国！”。祖国70年发展实
践所取得的成就，就是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的厚实根基，是壮美蓝图的底稿，
是中国未来继续发展并最终实现民族
复兴的信心所在。

李大钊先生说过：“青年者，人生
之春，人生之华，人生之王也。”年轻是
我们的资本，作为新时代的青年人，作
为农信社的年轻力量，我们不能忘记
刚进农信社的初心和使命。现如今，
农信社正处于改革发展的关键时期，

每个农信员工都在努力奋斗。结束一
天紧张又忙碌的工作，在无数个傍晚
下班后同事们约着一起出去营销。我
们串小区、进商店、走乡镇，向客户解
答疑问，面对面为其服务，向客户详细
介绍存款、贷款、信用卡等各种业务。
通过一系列的营销，我真正体会到工
作的艰辛，也让我获得了小小的成就
感，我相信付出就会有收获，流出的汗
水会浇灌出美丽之花。

惟奋斗者进，惟奋斗者强，惟奋
斗者胜。让奋斗成为中国高歌前行
的主旋律，处处都是“撸起袖子加油
干”的火热场景，实现了从“赶上新时
代”到“引领新时代”的伟大跨越。而
我们正处在新时代蓬勃发展的良好
时机，这对我们来说既是挑战也是机
遇。尽管日常重复地工作可能让我
们觉得枯燥无味，但我们也要时刻保
持激情，解放自身思想，突破惯性思
维，创新工作方式，不断克服工作中
的困难。因为新时代让我们相信，有
梦想、有机会、有奋斗，一切美好的东

西都能创造出来。
作为一名新时代的青年，深感国

家命运对于个人命运的重要意义，从
无忧无虑的童年到十余年的求学之
路，无一不体现着个人、家庭的幸福和
国家的富强紧紧联系一起。自加入云
南农信的大家庭以来，我更是从农信
人身上感受到了每个人应该在社会历
史进程中应该扮演的角色和承担的责
任。身为广大中国青年中的一份子，
信念之心、热爱之心、奋斗之力，将永
远激励着我在新时代的历程当中不断
奋进，争做新青年。

新时代是奋斗者的时代，当代青
年生逢其时，也重任在肩。作为农信
的年轻力量，我们要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不断奋斗努力实现我们的梦想。
青年不轻，逐梦有年。生命逝去，你坚
守不渝的信仰没有逝去。时代巨变，
你追逐梦想的初心没有改变。我们要
带着这份初心，为农坚守、行稳致远，
与信合一起进步，与祖国一同成长！

（作者单位：云南永仁县农信联社）

青年不轻 逐梦有年
◎ 陈 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