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农村信用合作报

E-mail：zhgnxb@126.com

2020年3月17日
编辑：陈智胜

文艺文艺88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惠新西街 15 号 邮政编码：100029 广告经营许可证号：京朝工商广字第 0055 号（1- 1） 编辑部：010- 84395204 广告部：010- 84395164 发行部：010- 84395165 年价每份 360 元 光明日报社印刷厂印刷

即景古风三首
◎匋 瓦

陈炉随手

风绿几度陈炉镇，
落草曾生宋时春。
垒瓮当年炉火焌，
盘墙今日旅游村。
龟蛇气象风水稳，
陶瓷造形烟火淳。
却有残宅无人问，
且留空门待归心。

永平关寄志随手

了阔凭栏更显远，
峡关借座犹如闲。
风来面山天咏叹，
意去背水云流言。
历代遗贤骂则天，
今朝新忠夸曹瞒！
黑白两浊时乱眼，
是非孤清自澄泉。

慈善寺即纪

鱼罄无声寂，
慈善有寺灵。
当年皇家地，
今日泥沙中。
幸留佛三数，
赖庇窟上亭。

千古无人应，
万年石听风。

（注:陈炉、永平、慈善寺是陕西铜
川咸阳宝鸡三市山区名胜，走基层路
过随手而记之。）

战疫一线的金融“女兵”
◎ 樊 丹

一场没有硝烟的人民战争
我们是一线的金融“女兵”
肩膀 可以坚强地扛起责任
脚步 可以铿锵地昂首前行
使命不分男女
担当不论年龄

坚守在工作柜台
口罩遮住了鼻梁下的微笑
传递着人与人最真诚的信任与沟通
关于防护的善意提醒
关于业务的娴熟技能
让战疫的信心氤氲在银行
让必胜的味道弥漫在空中

延长了工作时长
拓展了服务空间
线上“互联网+”维护着客户利益
线下 复工复产走向田间地头
手机银行网上申贷尽享生活
绿色金融畅通渠道全天不休
春耕春播 送去金融活水
复工复产 增强生产底气
打通金融服务“最后一公里”
背起肩上的“背包”和心中的神圣

用爱隔空架桥
捐资捐物勇当先锋
党旗飘扬的地方就是信念燃起的

地方
志愿 做疫情防控的“宣传员”
初心 在抗“疫”战场分外坚定
冲锋陷阵 我们是巾帼力量
共克时艰 我们是战场尖兵

战“疫”关头显身手
疫情终将过去
春天必会到来
等到那一天
在莺歌燕舞的花丛中
我们定能绽放最幸福的笑容
（作者单位：山西襄汾农商银行）

2020年的钟声刚刚敲响，
一批批白衣战士已奔赴战场。
不畏恐惧，不畏艰难，
因为心中只有一个所想，
哪里有需要，哪里就是要去的

地方。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
举国上下，共战疫情。
这注定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
这注定是一场没有时间的博弈。

然而，夜再黑，黎明就在天边，
雾再浓，却遮不住望眼。
为生命而战，希望就在眼前，
为生命而战，胜利就在眼前。
武汉，请你相信这不是无间，
武汉，请你相信大爱在人间。
冬已尽，春将至，
冰雪即将消融，
我们的世界依旧柳绿桃红！
（作者单位：山东曲阜农商银行）

望春
◎ 涂莎莎

又到一年 3 月 5 日学习雷锋纪念
日，很久之前就想写点儿东西纪念一
下雷锋叔叔，但总是感觉，太过年轻的
自己无论是文字的丰富程度亦或是对
雷锋叔叔先进事迹的了解程度，都不
足以去诠释人们心中雷锋叔叔的高大
形象，所以总是一转念便搁置。最近，
心中那份小心思又蠢蠢欲动起来，终
究，手指忍不住开始敲击键盘，用文字
来表达我眼中的“雷锋”的力量。

雷锋叔叔的事迹除了在书本里学
到的，大多是通过网络得知，而让我印
象最为深刻的却是通过电影《离开雷锋
的日子》中太多被雷锋精神感染的人们
的行为而对雷锋叔叔肃然起敬。虽然
这部电影不是直接演绎雷锋的先进事
迹，却能更深刻地传达他的正能量。雷
锋的战友乔安山承受太过沉重的压力，
坚持向雷锋一样帮助人，做好事，以“我
是雷锋的战友”为荣。他救了一个被车
撞的老人，老人的子女却因为不肯支付
老人的药费而冤枉老乔。老乔的行为
处事令人感动，因为他坚信这个社会一
定会有好人，一定会有雷锋精神。电影
的最后也是因为有太多学习雷锋的人
们的涌现帮助了老乔，这就是雷锋精神
的延续，这，就是榜样的力量。

而今，很多人在利益与道德的冲
突中丧失了底线，抱有利己主义观念
的人认为雷锋精神只是一过时的口
号。然而，雷锋精神是否已经过时？
答案当然是否定的。诚然，雷锋精神
只是一个特定时期的产物，但其精神
内涵却是跨时代的。

当代雷锋郭明义，3次让房，56次
献血，常年为希望工程捐款，通过他自

身的行动，带动更多的人们帮助需要
帮助的人们，这就是雷锋精神的延续，
这，就是榜样力量。

爱心麻花汪大姐团队，通过义卖
麻花帮助需要帮助的人，她们的理念
是：小善大爱，亲力亲为。一根麻花虽
小，但传递的爱的力量却是无穷尽；爱
心麻花团队捐助的钱虽不多，但她们
带动的更多的有爱心的人们、企业却
捐助了数以百万计的钱款帮助那些需
要帮助的人们。这就是雷锋精神的延
续，这，就是榜样的力量。

近期，在抗击冠状病毒肺炎疫情
的过程中涌现出了成千上万的“雷
锋”，无论是疲惫得在任何地方都能睡
着的医生和护士，还是为居民代买药
品、浑身挂满药袋的社区工作者，为站
岗执勤人员天天免费送餐的普通群
众，昼夜转运物资，口中说着那句：“我
没有钱，但我有的是力气。”的货车司
机……这些平凡而又不平凡的个体，
足以诠释雷锋精神的延续。

如果你是一滴水，你是否滋润了
一寸土地？如果你是一缕阳光，你是
否照亮了一分黑暗？如果你是一颗最
小的螺丝钉，你是否永远坚守着你生
活的岗位……

雷锋，就是这一滴水，这一缕阳
光，这颗最小的螺丝钉，虽然他的一生
短暂，但他的精神长存，虽然他的一生
平凡，但他的形象伟岸，他为社会带来
的正能量光芒万丈。我们伟大的祖国
更会因为有千百万个“雷锋”而安康富
强。待春暖花开，我们的“战士”们定
凯旋而归，繁花与共。

（作者单位：河北滦平农商银行）

“雷锋精神”在延续
◎ 王思伟

走在上下班的路上，我总会不经意
的，看一眼路旁的小树。这漫长的严冬，
草木黄落，寒枝料峭。近几日，忽见小树
枝上冒出了嫩芽儿，一天比一天葱绿旺
盛，路上的车辆行人也多了起来，我知道
春天终于到了，尽管她姗姗来迟。

大地苏醒过来，万物开始复苏，内
心便又充满了希望和期待，这样的期
待属于每一个人。

都说这个庚子新年，注定要成为
全中国几代人深刻的集体记忆。一场
突如其来的疫情，改变了一个国家，改
变了一座座城市，也改变了千千万万
个家庭，没有人能够置身事外。世界
一下子安静了，马路不再拥堵，广场不
再喧嚣，偶尔的虫鸣鸟叫也显得格外
突兀。居家不外出，出门戴口罩，回家
洗手消毒，已然成为一种生活习惯。

人往往又是矛盾的，平日里烦心于
工作应酬，期盼着给自己放一个长假，什
么人都不见，什么事都不管。可真的在家
里待久了，又觉得度日如年，漫长无聊。

那天，4岁的女儿一个人趴在窗户
上，和煦的阳光下她睁着一双渴望的

眼睛，呆呆望着窗外那条路……我知
道她是想出去玩了。换作以前，她宁
愿在家里看电视，也哭闹着不愿出
去。孤独的背影只是疫情下的小小缩
影，更多的是成人们无法排解的焦虑
不安，忧心忡忡。

昨日趁阳光明媚，我特意带女儿到
小区走走，料峭的风将开满花的桃树枝
儿吹得枝丫瑟缩，女儿伸手想要摘下一
朵桃花，踮起脚却怎么也够不着。我顺
手攀下一枝，女儿马上凑过来嗅。轻轻
地替她别在头上，我说真好看，她高兴
坏了，一溜烟儿跑去玩了。往年的春
天，我们不必“禁足”家里，想去哪儿去
哪儿，见枝条迸出的绿芽，见翩翩飞舞
的蜂蝶，见高飞翱翔的水鸟。那时我们
早就习以为常，不曾留意那些草长莺飞
的日子，任凭那春光从指尖悄悄溜走，
但这个春天教会了我们如何去珍惜。

看着女儿跑远的小身影，我想到
了一句诗，“桃花春色暖先开，明媚谁
人不看来。”桃花的花期很短，往往几
天之后便谢了，但桃花却是众花之中，
开得最为妍丽的，一看到桃花，我们便

知道春天真的来了。
在灾难面前，人们的反应，有惶恐，

有忐忑，有畏惧，更多的是对未来的不
可知。一树春桃，无言盛放，也唤起了
人们心中更为坚强而柔韧的希望。看
着桃树下孩子的嬉闹欢笑，阴郁的日子
也终将烟消云散。人们期盼在春日里
开怀相拥，看一看周围久违的笑脸，这
便是让人憧憬而渴慕的美好。

中华民族久经磨难，历尽风霜，沉
淀了坚韧的民族气质。世上没有什么

“天生的英雄”，却不乏临危受命的赤
胆儿女，他们是岁月里最美的“守护
者”。是他们，把这个春天，带到了人
间。当人们走进春天的那一刻，定会
真正明白春天的宝贵意义。

在这个隔着口罩呼吸的世界里，
人们有更多时间放松身心，去思考一
次自己的人生，回顾过往的美好时光
或是桩桩憾事。人生就是一场旅行，
每一次悲伤，每一次失去，都是一次成
长的历程，每一段时光都不该虚掷，每
一个生命都值得敬畏。

（作者单位：四川巴中农商银行）

迟到的春天
◎ 向 涛

2020 年新年伊始，一场突如其来
的疫情打破了人们宁静的生活，一场
全民的防疫战打响了。在家准备开心
过年的人们，从没想到会度过这么一
个终身难忘、无比“忙碌”的春节。

2 月 3 日，我接到通知，有一个紧
急报表要向人民银行报送，立即戴上
口罩，一路小跑到了单位。

到了办公室，部门的“开心果”邓若
雪已经在办公桌前做报表了，因为金融
统计报表没有延迟，还有同业业务需办
理，她几乎天天来加班，早出晚归。小
邓家里上有老，下有年幼的孩子，年前
还在生病，疫情期间小邓坚持来加班，
不由地默默给她点了个大大的赞。

打开电脑，心不由自主悬了起来，
各网点报表不知道都报了没有，如果
有一个网点没报，那也就无法汇总上
报了。浏览了一下网页，不胜欣喜，会
计主管太给力了，克服了种种困难，居

然全部都报送了。报送完报表，路过
营业部，看到欧图哈和朱菩荣在柜台
前忙碌。疫情期间，营业部一直坚持
营业，办理各种紧急取现、资金划转业
务，为财政、医院、企业等重点防疫单
位开通绿色通道，保障各类资金高效
划转。心想，她们，应该是农信最美的

“逆行者”。
走到窗前，向外望去，一个着迷彩服

的身影正在给ATM机消毒。拿起手机，
看到在联社值班的办公室主任徐磊发的
视频：各种口味的康师傅方便面排成一
排，好似等待检阅。无独有偶，今天联社
微信群里，潘书记转发了信合家属楼的
一名社区干部表扬联社干部李娟的一段
话。“@李娟，这段时间辛苦了，你为了宅
家抗‘疫’的居民提供便利，联系蔬菜水
果等生活急需品，并逐一送到家门口
……谢谢你！”不仅是李娟，联社许多员
工响应政府号召，积极争当防疫志愿者，

为居民热心周到的服务。
过了几天宅家的生活，上班后生

活也逐渐充实起来，每日忙得不亦乐
乎，上报体温，在线营销云闪付；对网
上预约客户，进行电话回访；在朋友圈
转发关于个人定期存款到期自动延期
的温馨提示、防疫期间银行业务办理
攻略、联社客户业务预约登记表等宣
传；上报各类统计表；在微信视频上与
同事一起讨论当下及疫情后怎样更好
的营销存款……

疫情当前，联社员工齐心凝力，在
线营销、在线办公，同时为复工做准
备，这也是另一种方式的“逆行”。

没有一个冬天不可逾越，没有一
个春天不会到来，阴霾终究会散去，而
逆行中，那一道道不起眼的微光，以萤
萤之火的平凡，绽放独特的光芒，会永
远镌刻心中。
（作者单位：新疆自治区尼勒克县农信联社）

最美农信“逆行者”
◎ 胥明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