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陌上花开

◎ 覃才荣
因为工作调动，要离开内江了，特
意去花洞湾村看望一下段大爷。
走过那几道熟悉的田坎，再拐过
两道弯儿，远远望见段大爷老两口坐
在院子边的竹林下。满脸胡茬的段大
爷，眼睛里依然泛着一丝昏浊，脸上却
多了些许红晕。
段大爷是我的对口帮扶户，
两老口
均年过80岁了，
老伴儿又是多年的老病
号。儿子也近50岁了，
还单身一个，
一家
生活清苦，
是花洞湾村最困难的贫困户。
2018 年初，
内江农商银行成立，
对
口帮扶花洞湾村，在内江市中区区委
及当地村委的支持下，农商银行提供
了 3 万多元帮助段大爷修缮改造了危
房，为他们买了棉絮床被，并支持他们
养猪养鸡；又帮助段大爷的儿子联系
到附近打短工，有了一些家庭收入后，
段大爷一家通过了扶贫验收。
看见段大爷，自我介绍是农商银
行的，段大爷没等我说完，便看着我
说:“是覃行长吗？”。我连忙说:“是，
是，您老请座。”
“ 段大爷，我因为工作
关系要调绵阳工作了，以后来看您机
会少了，给您带来几床棉絮和两件衣
服。这 1000 元钱，您拿着，开春了，应
个急。”
“这，这，这……”段大爷一时有
些语结，
似乎不知道该说什么。
准备回去了，再次到段大爷屋子
里看了看，人畜已经分隔开，卧室里没
有那股难闻的味道了，上楼的楼梯和
二线的女儿墙，都用钢筋水泥浇筑的，
二楼还加盖了一间房。我想，下大雨
的时候段大爷住的房子再也不会雨漫
金山了吧？卧室、客厅和厨房分区了，
屋檐下还挂着两三节香肠——段大爷
家里似乎有了更多生气。
从段大爷家告辞出来，突然发现，
油菜花已经盛开，大地一遍金黄，蓝天
白云倒映在一方方水田，这广袤的大
地生机无限……
（作者系四川省农信联社绵阳办
事处党委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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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线巾帼 农信女将
◎ 宁萌萌

2020 年的春节，大红的福字、崭新
的春联，归来的亲人、久违的朋友，忙
碌的人们阖家团圆。这样的景象年复
一年地循环着，却未曾想，一场突如其
来的疫情，让一切戛然而止，打破了相
聚的愿望、隔断了归家的行程。
短 短 几 日 ，武 汉 告 急 ！ 湖 北 告
急！全国应急！紧要关头，人们看到
了一批批驰援武汉的“白衣卫士”英勇
逆行；看到了封城后主动接送医护人
员下班的出租车司机；看到了源源不
断从全国各地运往武汉的物资；看到
了仅用 10 天时间就建成的火神山医
院；看到了挨家挨户摸底排查的基层
干部；看到了一个个值守在劝返点的
共产党员们。这是一场爱与希望的校
验，这是一场关乎亿万人生命的没有
硝烟的战争。
令人骄傲与温暖的是，在这场生
与死的较量中，山西曲沃农商银行南
大街分理处的巾帼女将们，谁也不曾
退缩，谁也不曾掉队。为确保辖区居

民的金融服务需求，舍小家顾大家，全
身心投入到疫情防控和服务群众中
去。不管是小区管制还是村路封堵，
她们都想尽办法到岗工作，各司其职，
各尽其责。
为了确保疫情期间客户生命安
全，她们坚持提前半小时到岗做好营
业前准备，开门通风，全面消毒。从门
框把手到花镜、键盘，从大厅到 ATM
机，一个个拿出十二分的认真，一遍又
一遍进行消毒，
让这病毒无处遁形。
需要进营业厅办理业务的客户，
戴好口罩、登记信息、测量体温、消毒
防疫，一步也不能少。怕人多交叉感
染，她们采取，自助机具分流、电子渠
道宣传、厅堂人数限制的举措。一米
线拉起来，电话预约做起来。即便如
此，她们依旧没有放松，主动划分责任
区域，针对周边商户、即将到期的存贷
款客户、平日里业务需求较多的老客
户，一对一对接联系，了解需求；有针
对性地或介绍电子渠道办理、或预约

时间错峰办理、或宣传定期存款到期
延期和贷款展期的优惠政策，为客户
送上一剂“安心丸”。
她们没有什么轰轰烈烈的壮举，
她们没有什么感天动地的义行。她们
有的只是坚守岗位，解百姓一时之需；
她们有的只是坚持防疫要求，没戴口
罩绝不能入内，人人之间决不能太近；
她们有的只是在危难之时，不冷眼旁
观、不煽风点火；她们有的只是相信组
织，遵从命令；她们有的只是英雄们在
前方保家卫国，她们在后方为其守候
的信念。
有人说，哪有什么岁月静好，只是
有人替我们负重前行。我们相信，再
重的担子，全国人民一起扛，一定扛得
住。全国上下，各行各业，谁也不曾旁
观，一颗颗爱的种子，早已洒满祖国大
地。平凡如斯，我们能做的不多，唯有
守好脚下一寸土，静待春暖花开时，共
盼携手漫步花枝下。
（作者单位：
山西曲沃农商银行）

战
“疫”一线的农信
“逆行者”
◎ 索建军

马智科

宋小玉

2020 年的春节，
一场突如其来的新
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牵动着全国人民的
心。举国上下，
众志成城，
抗击疫情。
疫情就是命令 ，防控就是责任 。
此时此刻，有这样一群人，他们提前返
岗，勇担社会责任。轻轻扣响所辖每
一户居民的家门，传递着临漳农信人
的温暖。
疫情发生以来，临漳县农信联社
负责 3 个小区 727 户、2266 人的排查和
24 小时值班值守。为确保疫情排查及
时、数据准确，该联社机关人员迅速行
动，第一时间到分包小区进行地毯式
排查，面对疫情，他们没有一个退缩，
风雪交加的日子，小区门卫有他们站
岗的身影；灯火通明的夜晚，楼道中有
他们消毒排查，宣传防护小常识、测量
体温、严格登记执勤的身影……他们
没有隔离服、执法证，只有一张居民都
熟悉的面孔。他们也为人父母，为人
子女，却选择舍小家顾大家，毅然在寒
风中默默坚守，从清晨到下一个黎明，
他们用自己的实际行动，书写了临漳
农信人的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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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幕降临，他们来不及吃一口饭， 们没有防护服、隔离衣，只有一个最普
依然楼上楼下来来回回地跑着，为的
通的口罩；他们没有抱怨、没有矫情，
就是第二天能及时准确地将各项数据
一个电话让他们在大年初二集体离开
汇报到疫情防控部门，为全县疫情防
温暖的港湾，在亲人的牵挂中义无反
控工作的开展提供依据。冬末初春、 顾地踏上了征程；他们没有责任状、请
寒风侵肌，待坐下来才感觉到汗水浸
战书，为了客户的安全，每日对营业厅
湿衣衫后的寒冷，
腿脚已然不听使唤。
堂柜台、自助存取款机、客户座椅进行
“看你们连续 10 多天在这儿执勤， 全面消毒。一次体温测量登记，一声
这么冷的天儿，这是刚买的暖宝、这是 “您好，请问需要办理什么业务”，是农
我家的小电暖，你们快暖暖；这是从家
信人“以客户为中心”的初心见证；一
里给你们带的水果、还有刚烙的烧饼； 句“疫情期间请您做好防护，减少外
这是我买的口罩，
你们多注意防护……
出，避免交叉感染”，是农信人对客户
从我家楼上看你们这么晚了还在为我
最温暖而坚实的守候。
们值守，辛苦了。”我们认真负责的值
在这里，我们更要对在一线抗击
守，换来了小区业主的暖心回应，在收
疫情的农信员工家属们说声“谢谢”，
到他们送来的爱心礼物时，
我们感受到
没有人生来勇敢，正因为有你们的支
了人间的真情，
感受到了温暖的力量。
持，临漳农信人才能选择逆风前行，没
面对疫情，在各行各业停工停业
有后顾之忧全身心地投入到这场没有
的环境下，农信人毫不退缩，依然坚守
硝烟的“战争”中去。
服务阵地，以责任展现担当，以行动书
这个冬季，
格外寒冷；
这个新年，
异
写真诚，坚守岗位，守望相助，全力保
常煎熬；好在时间都在往前奔走，好在
障金融服务畅通无阻。
我们一起携手同行；
冬已尽，
春可期，
静
奋战在疫情前端的一线人员，有
待春暖花开，
山河无恙，
人间皆安。
的正值青春年华，有的已为人父母，他
（作者单位：
河北省临漳县农信联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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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家抗“疫”不负时光
◎申 建
年前腊月二十六，二姐最先在家
族群里发布武汉多人感染新冠肺炎的
消息，叮嘱家人们佩戴口罩、减少外
出、避免和外地返回人员接触。第二
天，关于新冠肺炎的各种消息铺天盖
地进入视听。紧接着，随着病毒的肆
虐，
一个超长、超宅的假期开始了。
疫情进展牵动人心，大家难免恐
惧、压抑。最开始，家人群里的氛围难
免有些凄凉，也有些恐慌。可是，很
快，团结乐观的家人们便通过互勉互
励、用高度严格的自律、丰富多彩的活
动开始了居家抗“疫”的历程。原本枯
燥难熬的日子突然变得不再漫长，抗
“疫”时光竟然过得那样飞快。
家族群里有老中青 3 代人，成员很
多。2019 年我们家收获了 3 个小宝宝，
成了全家的开心果。宅家的日子里，
每次接收 3 个粉嫩嫩、胖乎乎的小宝宝
的可爱视频就是我们最开心的时刻。
娃会爬了、会站了、会吃手了，精彩的
瞬间让我们欢喜欣慰，忘却了恐惧、忘
记了烦恼。上初中的大外甥女多才多
艺、学习成绩好，又特别会跳舞，经常
和二姐一起录制抖音小视频发到群
里，收获一众粉丝。刚上幼儿园的女
儿天真的童言趣语常常把大家乐的合
不拢嘴。困厄的日子里，感谢生命之
初带来的美好与希望。
无论何时，美食都有让生活变得
美好的神奇力量。不知哪一天，大姐
在群里晒了一盘自制小麻花。引来一
阵称赞，群里的主妇们沸腾了。大家
纷纷行动起来炸麻花。一直不会做面
食的我也动心了，开始学习发面，蒸花
卷、炸麻花、做凉皮、蒸发糕，烙馅饼、
做卷饼，结果发现闺女也不用撵着喂
饭了,顿顿自己吃饭，
吃的津津有味。
一场疫情，
让全民成了厨师。幽默
的二姐说：全国人民除了在找口罩，都
在找酵母。我家的一袋 20 斤的面也见
底了。70 多岁的四姨蒸花卷、
60 多岁的
老妈炸油条都晒到群里，
将宝贵经验分
享给我们。新花样每天都有，
看我们讨
论的热火朝天，
主厨自家小店的老姐夫
也露了一手，视频中那精美的食材、娴
熟的技艺，
让我们不得不感叹专业的力
量。大厨出手，
必是精品啊！
从事文字工作 10 年，偶有所感，爱
用文字记录生活。每次有文章发表，
都会与家人们分享。不曾想抛砖引
玉，引发了家人们的创作灵感。大姐
用短小精悍的文字写下《那年三八节》
《串门》，二姐夫写下《携手抗疫 守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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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 园》
《母 亲》。
“ 三八”国际妇女节那
天，刚上初一的大甥外女写下《我的妈
妈》。家人们纷纷把作品发到群里，大
家共同赏析、认真点评、切磋琢磨，共
同进步、其乐融融。在外甥女的倡议
下，我们成立了家族文学社，当语文老
师的二姐被推选为社长，取名“蒲公英
文学社”，还成立了组织架构，明确了
分工。在大家的一致盼望中，我为“蒲
公英文学社”致辞。二姐说，自从成立
了文学社，你二姐夫空闲时间也不玩
手机了，
就埋头写作。
3 月 9 日，随着长春确诊病例“清
零”，我们的小城解封了。抗“疫”之
初，爱人和二姐夫都去当了志愿者。
这么多天寒风中站岗执勤、守卫家园，
从未有过一天休息。当他们回家报告
这个喜讯时，家人们都很激动。二姐
夫即兴写下《双阳小城》，言简意赅接
地气，300 字道出了一名志愿者的心
声。二姐夫写到：
“历时 50 多天的日夜
奋战，双阳区以零病例取得了新冠疫
情工作的阶段性胜利。10 日 17 时，全
区各个社区志愿者全部撤岗，这与政
府决策，全体一线医护人员，各行各业
的志愿者和双阳人民共同抗疫所做出
的努力是分不开的，这座小城开始恢
复往日的繁华，焕发春意盎然的生机，
久违的春天，
终于回来了。
”
疫情考验如火，
正在淬炼真金。和
平年代，
回首抗疫历程，
我们感恩强大祖
国、感恩党的领导，感恩每一个携手抗
疫、
自律坚守的中国人!致敬白衣天使、
致
敬所有冲在一线的抗疫英雄！正因为有
你们舍小家为大家的砥砺前行，
才有后
方每一个寻常百姓的岁月静好。守望相
助的日子里，
我们幸福、
温暖、
团结的大
家庭互助互爱，
勉力前行！亦不会忘记
这段值得铭记的日子，
给予我们最珍贵
的记忆，
最宝贵的成长。
（作者单位：
吉林双阳农商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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