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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夏秋冬，四季更替，寒来暑往，
转瞬即逝。眼下又到了一年一度的决
算日。对于银行从业人员来讲，决算
日既是盘点一年收获的日子，又是最
繁忙的日子。

刚刚参加信用社工作两年，我就
当上了信用社会计，1991 年的年终决
算是我当上会计之后办理的第一个年
终决算。那时的信用社还是独立的法
人机构，每年办理年终决算一般都要
集中到农行营业所，那样便于上情下
达和统一指挥，而且那时办理年终决
算全是手工操作，数据汇总靠算盘，报
表填制靠手写，就连余额表也要靠手
抄，耗费的时间自然就更长了，一般需
要 4～5天，其间稍有不顺就要加班加
点，熬更守夜。令我印象最深的是，填
制成本分析表，既要懂得成本核算的基
本原理，又要记住大量的计算公式，同
时还要耐心细致不出错，否则，就会导
致账不等、表不平而前功尽弃。我经历
的第一个年终决算，仅填制成本分析表
就熬了一个通宵。那种经历虽说是一
种煎熬，不如说是一笔难得的财富，它

不仅使我增长了知识，而且磨练了我的
意志。辛辛苦苦一年的成果，就在一粒
粒算盘珠的拨弄中渐渐抖落出来。

后来，农信社加快了电子化建设
的步伐，开发了自己网络系统，告别了

“刀耕火种”的时代，年终决算再也不
需要集中办理了，也不需要花那么长
的时间了。只需要录入相关数据，各
类报表就会自动生成，办理年终决算，
短短几个小时就可以完成，而且数据
准确无误，这样大大节省了人力、物力
和财力。科技是第一生产力，正悄然
地改变着我们的一切。辛辛苦苦一年
的收获，就在一次次键盘的敲击下迅
速呈现在眼前。

然而，无论是过去手工办理年终
决算，还是现在线上办理年终决算，只
不过是办理年终决算的手段和方式的
改变，核算的原理始终没有变。遗憾
的是现在的年轻人再也不会有那样的
手工核算的机会，那样的原始操作再
也不会在工作中再现。可是其中不乏
有人享受着科技带来的便利而不学无
术，忽视对核算原理的学习而不懂核

算，走过万水千山却忘记了来时的路，
那才是最大的悲哀！

再说要办出一个光鲜艳丽的年
终决算，仅凭先进网络系统还是不
行的，还需要 365 个日子夜以继日
的辛勤付出，靠数据说话。积小流
以成江河，积跬步以至千里。就拿收
贷收息来说吧，我们农信联社从年
初就采取按日通报进度办法，使员
工养成“天天降不良，日日抓增收”的
习惯，达到“天天有收获，日日有进
账”，结果年末不良贷款占比净下降4
个百分点，收息较上年增加了4000 万
元。否则，无论多么现代的工具，办
出的年终决算都不会圆满，只会显得
囊中羞涩，因为只有干出来的精彩，
没有等出来的辉煌。在 ETC 营销过
程中，我们农信联社通过优秀外包人
员的出色表现倒逼内部职工、内部
优 秀 职 工 的 突 出 贡 献 倒 逼 中 层 干
部，实现了农信联社 ETC 营销业绩
位居全省系统前列的目标。一份耕
耘，一份收获。只要有付出，就会有回报。
（作者单位：四川省开江县农信联社）

又到年终决算时
◎ 周依春

煤油灯
◎ 周莉斯

生活在城市的高楼大厦、车水马
龙中，看着灯火辉煌、五光十色的城市
夜景，不时想起儿时乡村老家夜晚煤
油灯下的历历往事。

还记得小时候因为家里孩子多，弟
弟出生后我就跟了爷爷奶奶睡。爷爷奶
奶生活异常节俭，很长一段时间他们用
的都是煤油灯。煤油灯是爷爷自己做
的，“主体”是一个玻璃药瓶，在药瓶的塑
料盖中间取一个洞，穿一根铁管，在铁管
中间穿一根用棉花做的灯捻子，做成后
在瓶中加上煤油就可以了，这个灯最主
要的用途就是晚上供我写作业用。

那时候在村里上小学，冬天晚上
上完晚自习后，每次冻得缩着脖子“摸
黑”回到家，就看到奶奶点着一盏煤油
灯，坐在床上，有时在缝补东西，有时
就那么干坐着，我知道，她是在等我。

“丽，回来了，看你冻的，赶紧坐被窝里
奶奶给你暖暖。”“我不冷，奶奶，我还
要写作业呢。”其实老师布置的作业早
已写完了，我是利用晚上的时间温习
白天的功课。于是，煤油灯就从床边
挪到了我写作业的桌子上。奶奶就在
一旁静静地看着我。有时，由于靠的
太近或者稍不注意，头发会被煤油灯
烧着，这时奶奶会心疼地说“哎呦，这
么漂亮头发被烧着了，奶奶心疼”。“没
事，奶奶，烧焦可以再长。”

后来，家里条件稍好，父亲给家里
扯了电线，安了灯泡，但爷爷奶奶不舍
得开，说是费电，而我也习惯了煤油灯
的陪伴，所以晚上写作业，还是会点上
煤油灯。直到上了初中住校后，煤油
灯才正式从我身边“退居幕后”。

煤油灯是一个时代的产物早已退
出历史舞台，但却在我内心深处留下
深深的印记，也是我和奶奶相依相偎
的温暖见证。
（作者单位：河南省平顶山市郊农信联社）

口中还默诵着杜鹏程脍炙人口的
采访通讯《夜走灵官峡》，脑海中不时
浮现着灵官峡旧址极具时代气息的撼
人画面，我们重走宝成线，踏上了返回
陕西宝鸡的上行车。

小半程之后，“嘟”的一声汽笛长
鸣，列车开始穿梭在崇山峻岭之中。
绿树红花层林尽染，五彩斑斓，蓝天辽
阔白云袅袅，时隐时现。缕缕斜阳穿
过树梢斜射过来，映在座椅上、站台
前、车窗外，增添了寒秋里的无尽暖
意，更陡增旅途的温馨和情趣。

宝成铁路历经反复勘探和论证，
仅用了4年多时间，穿百山，填百谷，土
石方数以亿计，全长达669公里，贯通

了中国西北、西南，自此天堑变通途，
更完成了数代国人的夙愿。

大作必有妙笔，秦岭站的设计更
是匠心独具。一过杨家湾站，铁路就
以 3 个马蹄形和 1 个螺旋形的迂回展
线上升，线路叠 3 层，高度相差达 817
米，即为著名的观音山展线，火车上坡
时需要3辆电力机车前拉后推方可驶
上秦岭站，下坡时又一路刹车。所以
在观音山站就可以看到3层铁路重叠
的神奇场面，与京张铁路穿越燕山山
脉的“之”字型设计有异曲同工之妙，
堪称世界铁路修建史上的神来之作。

宝成线是枢纽干线，更是风景靓
线，沿途的美无处不在。一出凤县向甘

肃两当县方向，灵官峡两边山势陡峭，
脚下嘉陵江顺流而下，静水深流，波清
碧透。最美的要数两岸满山遍野的红
叶了，一年四季景不同。宝成线车行
山中，云浮空中，树衬群山，山天相连，
七彩如画，全都倒映在嘉陵江中，虚实
相映，远近互衬，宛若人间仙境如梦如
幻，让人如醉如痴留恋不归。

穿越灵官峡，观红叶、赏秋韵、览秋
水、恋玉瀑，尽享秋水醉红，感叹宝成奇迹，
如此炫美的风景，让旅程变得妙不可言。

重走宝成线，品赏大美自然，回眸
往昔岁月，开启一段尘封的内心记忆。

(作者单位:陕西省农信联社宝鸡
审计中心)

重走“宝成线”痴醉赏秋色
◎ 卢立新

某日，阳光正好，我正背着背包准
备出门。

“妈妈，你又要去下乡吗？我能跟
你一起去吗？”

“当然可以，但是你要乖，要有礼
貌，可不可以？”

“嗯！”
于是，那天的走访路上，多了一个

背着小书包的身影。
一开始到农户家，他还有些羞涩，

只在一旁安静地看着我们交流、记
录。连续走了几户，看会了走访流程，
他开始主动拿金融责任牌、递走访本，
甚至主动跟对方家人、小孩儿交流。

快到中午，我们来到一户人家，女
主人一边带着两个小孩一边准备午
餐，因为忙碌，对我们的到来显得有些
不耐烦。我站在门口显得有些尴尬，
儿子看到了他们家的玩具，开口问了
句“阿姨，我可以跟你家小朋友一起玩

吗？”看着小孩纯净的眼神，这位妈妈
面带微笑让我们进了门。孩子们玩得
开心，减轻了这位妈妈的负担，她边准
备食材边与我们交流，逐渐展开了笑
容。她说:“带孩子挺累的，招待不周不
好意思，你们这样走访，这种对待工作
的态度让人佩服，作为客户受到重视
更加相信你们银行的服务，以后的业
务就定在你们农商银行了。”

回家路上，儿子跟我说：“妈妈你
的工作真辛苦，但是我觉得很有趣，而
且我今天还学到了很多幼儿园老师没
有教的东西，长大以后我要跟你一样
在农商银行工作。”

这样一次特别的走访，让儿子得
到了一次与陌生人交流沟通的实践经
验，也增进了我们的亲子感情，最主要
的是他的“有趣”，让我更加坚定继续

“走”下去的决心。
（作者单位：湖南韶山农商银行）

时光苍白了记忆，岁月淡薄了流
年。年末岁尾，在这起点重合于终点
的时刻，蓦然回首，有平淡、有乐趣；有
努力、有收获；有苦涩、有喜悦……

2019 年是我进入农商银行的第 7
个年头。由于主动调整心态，使自己
在看似寡淡乏味的工作面前，有一种
常新的感觉。平凡不代表无趣，宁静
也绝不是一潭死水，激情过后还有责
任让人兢兢业业的工作生活，回想那
几尺高的账簿不就是克勤克敬工作的
写照吗？那一本一本的合同文本让多
少人走上了致富的道路，又撑起了多
少家庭的梦想……

何况从来没有一个行业是岁月静
好的，改革、创新、发展本就是生命的
精神。银行业竞争越来越激烈，是不
争的事实。2019年农商银行改革大潮
波澜壮阔，网点转型、产品创新无不是
守初心、担使命；风险防控、考核改革
昭示着打基础、再出发。在这轰轰烈
烈的大潮下，哪还有清茶淡酒的悠

闲？唯有踏踏实实作事，学习新技能，
才能跟上时代的步伐。

沧海过尽，才能觅得一颗明珠；历
尽千山，才能寻得一块美玉。这一年，
新系统、新产品不断更新，学习的惰性
让人苦恼；这一年一项项的目标和任
务，让人疲累。但是没有峰回路转，哪
有柳暗花明。这一年，已经记不得有多
少日子的夜以继日，却仍记得第一次为
客户安装成功ETC的喜悦，荣获内训师
资格的欣喜，通过经济师、理财规划师
考试时的激动，还有那一张张鲜红的荣
誉证书……然而这些努力还远远不够。

当今天成为昨天，昨天成为记忆
的片段，时光，不以幸福与痛苦的牵绊
而稍为留滞。我庆幸在2019年的时光
里明白了些许道理 ，并付诸实践 。
2020 年的画卷已然展开，在这新的画
卷中，有着未知的挑战，亦有着始终不
变的精神，如何用心一笔一笔去描绘
呢？2020年，唯有奋进是最好的姿态。

（作者单位：山东泗水农商银行）

唯有奋进是最好的姿态
◎ 任彦峰

一次特别的下乡走访
◎ 黄 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