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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证 回味 成长
——记我的2019年

◎ 刘凤鑫
时光荏苒，白驹过隙，转眼间，

2019年已经走过。时光像一位老人，
看着我成长。

这一年，是见证的一年。回首
2019年，作为农商银行员工，我有幸见
证了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的付出
与收获；见证了支行同事朝五晚九走
村入户，见证了在扶持乡村振兴中那
份属于农商银行的力量与担当。同样
在这一年我也见证了属于员工的骄傲
和自豪，从原来 4 层办公楼搬迁至 16
层的新办公大楼。当站在新的办公大
楼面前，员工们都有满满的自豪感，这
份自豪感来自于日益变强的农商银
行，也来自于属于自身见证的辉煌。

这一年，是回味的一年。回首2019
年，农商银行在稳步发展，我也在默默
奋斗，工作岗位没有变化，但是每天经
历的事件正在变化。很欣慰，我守住了
属于自身的初心，走进农商银行已经3
年时光，作为青年员工，依然记得那个
初出茅庐心情无比激动的我，一切就好
像发生在昨天。那时候对走进农商银
行的渴望，对未来工作生涯的憧憬是我
前进的动力，我爱努力拼搏的自己，更
爱这个不断给予不求回报的集体。农
商银行对我来说就像是第一次的恋爱，
第一次的牵手是那样激动，渐渐熟悉、
互相了解、互相汲取，后来我深深爱上
了你。从不曾想过要放手，因为在我心
里明白，为农商银行的发展添砖加瓦，
才能保住我生命中最珍贵的东西。

这一年，是成长的一年。回首
2019年，成长对于我来说是毋庸置疑
的，在这一年我曾经为日夜加班而苦
恼，也为自己没有实现儿时的梦想而
叹息；在这一年的时间里我逐渐懂得
了何为成长，成长是自身的默默奉献，
是自身梦想与农商银行梦想碰撞出的
磅礴力量；在这一年，我懂得了感恩，
感恩给我工作机会的农商银行，也明
白了何为“以行为家，敬业爱岗”。

韶华不负铿锵音，重整戎装再出
发。也许 2019年存在太多的不如意，
但是时光给予每个人的回报都是成
长。回首过往，我们牢记自身的使命
与担当，所有的辛苦和劳累值得我们
纪念和回味！

（作者单位:山东临清农商银行）

喧嚣的城市，竞争激烈，人人都在
为生活而忙碌，奔波，为实现自己心中
的梦想而奋斗，拼搏。生活的压力和
紧绷的心弦，让人无法释怀那份轻松
的心情。人们渴望让紧绷的心弦适当
放松一些，从放松中获得另外一种前
行奋斗的力量。

紧张忙碌的生活中，我喜欢选择
放松的方式是在静静的夏夜，抛开城
市喧嚣，浸泡一杯清茶。静观杯中茶
叶翻腾，茶香淡淡，沁人心脾。看着杯
中浮沉的茶叶，茶色由深变浅，品一
口，细细感知她的苦涩甘甜，仿佛体悟
着人生的浮沉得失、起伏荣辱，品味着
人世的苦乐、炎凉。

饮茶是忙里偷闲。饮茶细品可得三
味：苦、香、淡。一味茶苦，如生命之苦
涩；二味茶香，如爱情之甜美；三味茶淡，
如生活之平淡。一杯清茶，三味人生。
人生如茶，或浓烈或清淡，唯有细细品
味，方得其中奥妙。人生在世，有人只为
利来利往，争高位谋重权；也有人笑看人
生得失，不追名不逐利。其实，静下心
来，细细品味，殊不知高与低，成与败，都
是人生的滋味。功名利禄来来往往，炎
凉荣辱浮浮沉沉，一份淡泊，一份宁
静，深入细致的品茶，就像品味漫漫人
生一样，酸甜苦辣，均在其中。

忙碌时，偷闲饮一杯茶吧。因为
茶可清心，那份幽香、那份清醇、那份
淡雅，伴着淡淡的一丝香甜，柔柔的一
缕心音，暖暖的一份真情，都在默默地
品味之中，都在那蓦然回首中感悟着
人生的真谛。

品茶是一种情调，一种沉默，一种
忧伤，一种落寞。又亦或是一种记忆
的收藏，我们每个人都宛如一片茶叶，
或早或晚都要融入纷繁复杂的社会
中。融汇过程中，社会不会刻意地留
心每一个人，就像饮茶时很少有人在
意杯中每一片茶叶一样。茶叶不会因
融入清水不为人在意而无奈，照样清
香弥漫，意味悠长。

“茶里乾坤大，壶中日月长。”品茶
之味，悟茶之道，要用雅性去品，要用
心灵去悟。茶仅有两种姿态，浮与沉，
但在浮沉中却能品味茶叶清香；饮茶
人也不过两种姿势，举起与放下，但在
举放间亦能凸显饮茶人的风姿。

人生在世，惟愿忙碌中可以追求
淡雅之美，淡名淡利，自然脱俗，一切
入幽美邈远的意境中去；惟愿得空品
一杯无味而至味的茶，祈获沉时坦
然，浮时淡然，拿得起也放得下的人
生心态。

(作者单位:山东临朐农商银行)

品 茶
◎ 王龙飞

我们今天生活在一个中华民族从
富起来到强起来的时代，历史上没有
哪一个时期比现在更接近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中国梦。到 2019 年末，我国
的国内生产总值预计将接近 100 万亿
元人民币、人均将迈上 1 万美元的台
阶，我国已经步入了高质量发展阶段，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已经指日可待，综
合国力显著增强，国际地位大大提
升。我们应该为国家的繁荣昌盛而感
到骄傲，我们应该为能赶上这样美好
的时代而感到自豪。

人最宝贵的是生命，生命的价值
在于奉献。《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一书
中主人公保尔•柯察金有这样一段名
言：“人最宝贵的东西是生命，生命每
个人只有一次。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
过，当他回忆往事的时候，他不会因为
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会因为碌碌无
为而羞愧。在临死的时候，他能够说，
我的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献给了
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人类的解
放而斗争。”人们敬佩保尔钢铁般的意
志，学习他追求生命的价值。在我们
这个伟大的国度里，也不乏大批的仁
人志士。无论是水稻之父袁隆平、青
蒿素发明者屠呦呦，还是雪线邮路上
的幸福使者其美多吉、饱读诗书的外
卖小哥……他们都在用自身行动诠释
生命的价值，演绎人生的精彩，推动着
人类文明和社会进步。

一代人要有一代人的追求，一代
人要有一代人的奉献。出生在上世纪
六十年代末期的我，当时处在千军万
马过独木桥的时代，由于缺乏目标感
和进取心，懵懵懂懂度过了童年，混混

糊糊走过了少年，浑浑噩噩迈过了青
年，直到跨过知天命的门槛，才从艰难
的文字爬涉中如梦初醒，方知时间的
宝贵，后悔自己虚度了年华，有道是：
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然而，
人生的艰难曲折又激发了我只争朝
夕，奋勇拼搏的斗志，在辛苦操劳和一
篇篇散发着墨香的作品中找回了自
信。为了教育引领下一代，去年下半
年在儿子七年级上学期的学籍档案卡
中“家长寄语”一栏里，我写下了这样
的文字：……珍惜光阴，不负韶华。正
如当年父亲教导我“少壮不努力，老大
徒伤悲”一样，只可惜我有负于父亲的
期望。儿子不解地问：“不负韶华是什
么意思？”我回答道：“就是珍惜美好时
光。”儿子若有所悟，尔后点头应许，并
立下远大志向，但愿他能够理解做父
亲的良苦用心，珍惜美好时光，实现人
生梦想，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从
我做起，从身边的人做起，一代接着一
代干，人人都贡献一份力量，我们的国
家就会变得越来越富强。

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就是争分抢
秒，与时间赛跑。要有坐不住的责任
感、慢不得的紧迫感、等不起的危机
感，不然就会错失良机。我时常告诫
自己的团队，我们所干的事业就是一
场接力赛，如果前面几棒掉了队，那就
要在我们手中这一棒跑出加速度，跑
出好成绩，弥补前面的欠账和差距，这
样才能够实现后发赶超，赢得最终胜
利。同样，只要我们一代又一代人接
续奋斗，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就一定能够实现。
（作者单位：四川省开江县农信联社）

活出生命的价值
◎ 周依春

当飞机在两江机场上空盘旋，我看
见桂林独有的喀斯特地貌，一座座小山
丘如雨后春笋般，生长在两江大地上，
是多么的突兀，却错落有致、生机勃勃，
仿佛再来一场春雨，又能够拔地而起。

第一天晚上我就住在两江四湖景区
里，可以说步行两分钟就能到日月双塔
的脚下。日月双塔是两江四湖的核心景
观，也是桂林的形象代言之一。以它为
中心，桂林市沿着两江修筑了数千米的
公园，并布满彩灯。一入夜，所有的灯光
效果全部打开，独有桂林特色的深绿将
几乎整个城市都装点了起来。其中，日
月双塔更是点睛之笔，金银两塔高高耸
立，湖水轻轻地拍打着岸边巨石，夜风温
柔地抚过小路上的每一棵垂柳。此刻，

无论是远方的客人，还是本地的群众，都
成为围绕它们运转的血液，不断地带给
两江四湖盎然生气。我从日落开始一直
沿着榕杉湖散步，每走到一个角度，便有
一处不一样的景致，尤其是太阳刚刚落
山，余晖染红了天空，远处的“春笋”倒映
在天空上，那是怎样的一种静谧和温柔！

第二天我睡了个懒觉，起床吃了个
午饭，便开车前往阳朔。此行我将酒店
订在了“十里画廊”，也是我最期待的地
方，希望能满足自己的小愿望，让自己睡
在画里。从桂林市到“十里画廊”，有高
速，也有小路。我准备去从小路，归从高
速。小路盘山，不断来回穿过漓江，不过
因为经过兴坪古镇，所以还是得耐心地
走。在桂林的山路开车还是挺惊险的，

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道路依山傍水，且
狭窄弯急；二是景色太美，像我这种禁不
住美的诱惑的，会不断开小差。将近两
个小时之后，我到了十里画廊的住所，位
于遇龙河边，名曰竹窗溪雨。

竹窗溪雨的位置挺好，西边看日落
基本一览无余，东北一侧都是大“笋”，
由远及近，立体感十足。我一直特别喜
欢日落，也时常幻想能看遍星球上每一
处日落。日落的魅力在于塑造，不同的
云、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地形、不同的故
事；每一个不同都能带来不一样的美
丽，所以它可以壮美、可以凄凉、可以温
柔、可以悲惨。当落日余晖洒在观赏者
的脸庞，它渲染的可能是情场得意者幸
福的微笑、可能是背井离乡者思乡的愁

绪、可能是步入暮年者人生的悲叹、也
可能是单纯女孩对生活的小期待。

随着夕阳缓缓落下，形态各异的
“笋”们竟围上了白白的丝带。是起雾
了吗？一番打听，原来是当地群众仍喜
欢烧柴火做饭，所以丝带就是炊烟了。
炊烟袅袅，笼罩着大地，也布置出了神
秘的感觉。此刻再观落日，犹抱琵琶半
遮面，多么静谧柔美，且布满东方神秘
感的山水画卷。

广西之行由于时间有限，计划有
变，未能完全体验到桂林人的生活状
态。好在竹窗溪雨的小姑娘临别时送
了我一包自家茶叶，可以让我回家之后
也能尝到桂林味道。

(作者单位:安徽长丰农商银行)

桂林游记
◎李 枫

这是一封妻子写给丈夫的普通家
信，作者是沅江农商银行职工，丈夫是
中建五局隧道公司重庆分公司职工，
主要负责重庆地铁线路建设。夫妻二
人因工作原因长期聚少离多，今年春
节，因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丈夫主动
申请留守工地，负责值勤防控疫情，放
弃了原本与家人团聚的假期。妻子思
念丈夫，但作为党员的她明白丈夫留
守的重要性，于是写下了这封有温度
的家书，为身在防疫前线的丈夫加油。

亲爱的老公：

见字如面！
第一次我们需要通过书信的方式

来互道新年快乐，也是第一次你没有
在家过春节，爸爸妈妈还有我和儿子
都特别想你。这是一个特殊的春节，
因为一场突如其来的疫情，让原本应
该热闹喜庆的节日变得格外冷清，也
让原本可以一家团聚的我们还是只能
分隔两地。当得知已经定好返程机票
的你，因为疫情的影响，毅然决然地放
弃休假，坚守工地时，我心里是埋怨过
你的，但想到你在工地上以身作则，奔
波在抗击疫情的最前线，心里更多的
是担心和挂念。作为你的妻子，我能
做的只有在家好好孝敬父母，养育孩
子，让你更安心工作，就是对你最大的
支持啦。

自从你去重庆工作以后，每个月
你只能回家一次，每次当你回来看望
爸妈时，爸妈总是神采焕发，纵有万千
的不舍，也忍下了，忍下的是儿子远赴
他乡的忠孝不能两全；我们儿子也非
常懂事，每次你回来，他都会粘着你，
要你陪他玩耍，陪他学习，看得出那每
一分、每一秒对他来说都特别珍贵。
每次回来的几天，你也很少出门，就是
想和我们多呆一会，想为家里多做点

事。你感受得到，我们都感受到，感受
着团聚，感受着彼此的牵挂。

这些年来，你一直工作在路桥建
设的第一线，你热爱你的职业，你总是
那么的自豪，你总说你这辈子就是为
路桥而生的，“修筑成功之路，架设腾
飞之桥”一直是你的工作目标。是呀，
这是你作为一名路桥建设者最纯朴的
表现，也是我为你骄傲的理由。而此
刻，因为抗击疫情，你陪着地铁施工人
员住在工地板房里，作为项目部的主
要领导，原本你可以不用下工地的，可
是你为了让这些因为因疫情滞工的农
民工兄弟更加踏实，你硬是陪着他们
在工地上过了一个春节。工程停工
了，可每天你却更忙了，不仅要负责对
工地及人员进行消毒管理，还要安抚
他们的情绪，照顾他们的生活。你总
说，这些农民工兄弟不容易，在这个疫
情防控的关键时期，保障他们的安全
是最重要的事情。安全就是幸福，安
全决定一切，没有安全，就没有生命，
哪来什么幸福生活。我知道你的担子
很重，压力也很大，但你一定一定要照
顾好自己，在工地上一定一定要注意
安全。

在这个特别的春节里，在这个充
满病毒和隔离的日子里，我知道你和
我们一样，有着更多的不安和担心。
但请你放心，尽管疫情传染扩散得形
势严峻，但家乡市委市政府采取了强
有力的防控措施，及时向社会大众通
报了疫情情况，接连发布了防控工作
领导小组第 1号令、2号令、3号令，为
最大限度减少人员流动、降低疫情扩
散风险和稳定人心起到了关键作用，
同时，家乡政府始终把人民群众生命
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把粮、
油、肉、油等生活必需品供应作为重
点，为我们提供了重要保障。我工作

的单位，也从疫情防控的角度出发，灵
活办公模式，在确保正常工作秩序的
前提下，允许我们采取远程办公的方
式，特别是对我照顾有加，为方便我照
顾老人和小孩，相应地减轻了我的工
作。还有，我们居住的小区，在这一次
的疫情抗击战中，真正体现了邻里一
家亲的氛围，大家响应小区物业的号
召，积极配合政府的工作，自发地做好
小区楼道、电梯间等公共区域的消毒
卫生，特别是只要哪家在业主群里反
馈生活上有需求的地方，小区物业和
邻居都主动地为大家送去了生活必需
品，在这个时候，我们都是一家人。

每天，我们通过新闻关注疫情的
进展情况，也得知在各行各业都有像
你一样，坚守工作岗位，为保障人民生
命财产安全，为保障社会正常运转，与
病毒进行抗战的人，他们都放弃了与
家人团聚的机会，放弃了安逸的休假
时间，将自己置身在危险之中，这是一
场没有硝烟的战争里，你们都是英雄，
正因为有你们在前线守护我们的安
全，我们才能安心地呆在家里，远离病
毒，正因为有你们的勇敢和坚韧，我们
始终相信这场战争，我们必将取得胜
利，生活很快就会回归正常。现在的
你，一定要更加注意安全，做好防护工
作，保护好自己，你的安全，就是我的
最大幸福。

今日立春，春天真的来了，草木蔓
发，春山可望，希望就在前方，我们相
信定能人随春好，山河无恙。我也相
信，我们很快就能一家团聚，在未来的
日子里，我们可以继续以爱的名义，为
我们的梦想坚守，为我们的家人护航，
为更美好的生活奋斗。

爱你的妻子
2020年2月3日

(作者单位:湖南沅江农商银行)

家 书
◎ 曹毅娜

在阻击疫情的日子里，在营业厅
里，我看不到平日熙熙攘攘的客户，
听不到办理业务的询问声，只有工作
人员在定时消毒和擦拭办公设备。
在这宁静的一刻，我很想念我的那些

“黄金客户”，想念那位每次办完业务
都说句“受累了”的大爷，想念那位去

地里干活也不忘给我们送秋枣的大
娘，还有那位每次来都会聊上几句的

“黑脸”大哥。我想，他们肯定也想来
热河农商银行办业务吧。我相信，不
久，病毒就会消失，我们就会相见，那
时，我们的话语会更多，微笑会更甜、
感情会更深。

同时，我真心感谢奔向疫情一线
的“白衣天使”和“军人战士”们，感谢
当地政府部门为我们筑起了坚固堡
垒，感谢广大基层工作者为我们保障
日常生活。愿疫情早日结束，战士平
安归来，生活更加充满爱！

（作者单位：河北热河农商银行）

让生活充满爱
◎ 张 弼

甘 霖 润 物 妙 手 回 春 曹国栋
（作者单位：山东茌平农商银行）

祈福武汉，祈福中国·绘画 李 静 (作者单位:山西武乡农商银行)

落日余晖 顾尹鑫 （作者单位：江苏南通农商银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