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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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防控就是责任 疫情就是命令
面对灾难
众志成城
前方有逆行
后方有坚守
我们在行动

悬挂横幅
设立门禁
入户走访
排查登记
我们是社区的保护神
守土有责
守土负责
守土尽责

我们在寒风中屹立
定时定点消毒
特事特办通道
电视电话会议
停业不停工
践行初心使命 体现责任担当
打好打赢这场金融战“疫”
让社会稳定安宁

加油 伙伴
加油 中国
多丽之阳春已到来
山河无恙
人间皆安

（作者单位：河北省保定市满城区农信联社）

疫情就是命令 防控就是责任
◎ 贾媛媛

这个春天也会很灿烂
◎ 郭迎春

2020年3月，冬将尽，花将开。
这个春天注定不平凡。酒精、消毒

水、口罩成了标配，红外线额头温度计的
“滴”声虽不动听却也从早到晚响不停。

病毒无情，农商有爱。这个春天，
银行人虽不在疫情防控的第一线，却
也不平凡、不简单。农商人舍小家顾
大家，身着红马甲，向病毒宣战，林林
总总的疫情检查站前，志愿服务有她
们，捐款捐物有她们；营业大厅里，她
们用发自内心的微笑，传递服务的温
度；客户复工复产金融需求“井喷”时，
有人负责厅外疏导，有人负责出入口
检查。农商人用实际行动践行了“隔
离病毒不隔离爱”的真谛。

没有一个冬天不会过去，没有一
个春天不会到来，经历过寒冬的万物
必将迸发出更加盎然的生机。

我相信，这个春天也会很灿烂。
（作者单位：山东莱芜农商银行）

“天街小雨润如酥，草色遥看近却
无。最是一年春好处，绝胜烟柳满皇
都。”这首千古绝唱的诗句将春描写得
淋漓尽致，让人回味无穷。春天来了，
小雨滋润了大地；春天来了，绿色印染
了天空；春天来了，人们看到了希望。

孟春，是春的懵动。从立春开始，
春姑娘就从睡梦中醒来，用她喜欢的
绿色，重新装扮这个无色的世界。就
像贺知章在他的诗中写道：“碧玉妆成
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不知细叶
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到了雨水
时节，也是农民开始忙碌的时候了，一
年之计在于春，人们播种了希望的种
子，想着今年能有个好收成。

仲春，是春的张扬。从惊蛰开始，

春意也渐渐浓了起来。陶潜诗曰：“仲
春遇时雨，始雷发东隅。”春雷一响，万
物复苏，连沉眠在土里的虫子都醒了
过来。在古时，人们发现日夜同分一
天，此日称为“春分”。在邢树本《二十
四节与农事·春分》中写道：“春分时
节，河北大地春色更浓，温度升高，雨
量增加。”因此春分亦是祭祀庆典佳
日，古代就有春分祭日的礼制。

季春，是春的收尾。《历书》中曾记
载：“春分后十五日，斗指丁，为清明，时
万物皆洁齐而清明。”因此，清明一到，
阴雨不断，洗刷万物，焕然一新。在杜
牧《清明》中就有：“清明时节雨纷纷，路
上行人欲断魂。”而连绵不绝的小雨也
恰给百花带来了养分，一朝怒放。陆游

就曾留下“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
卖杏花”的诗句。谷雨是春季的最后一
个节气，这个时节较清明的降水量明显
增加，正所谓“春雨贵如油”，降雨量充
足而及时，谷类作物才能茁壮成长。

春天带来了新生的力量。绿草从
地缝中伸出了头，光秃秃的树枝也长
出新叶。总之在春天的怀抱里，孕育
着新的生命力。“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
荣 .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只要春
天来了，生命力就朝气蓬勃，希望就永
生不灭。

春天来了，让我们将心灵释放，迎
着春暖花开，继续努力，不负自己，不
负春光！

（作者单位：安徽长丰农商银行）

咏 春
◎ 纪德亚

吾 父：
见字如面，十分想念。一晃，2020

年又过去了四分之一。首先，向您报
喜。3月10日4时38分，您的孙子出生
了，6斤 6两，取名李米乐，我希望他能
同时拥有物质的丰裕和精神的愉悦。

印象中，羞于向您表达、疏于与您
交流的我，没有给您写过信，这应该是
第一次。

家中排行老三的您，曾经告诉过我
您初中没毕业，就下放到偏远的山区参
加劳动，期间还学会了瓦工、木工、电工
等技艺。我一直很佩服您的“多才多
艺”，只可惜我的动手能力太差。

1978年，18岁的您远离家乡，到河
南入伍参军，并常常向我提起您的军
旅生活，给我哼唱《小白杨》，讲述军营
的故事，展示您的军绿色搪瓷漱口缸
和那条一直缝缝补补的军绿色毛线
裤。我想，肯定是因为军人的严格自
律让您养成了准时、积极、规律的生活
和工作习惯，同时也给我的工作和生
活传递了正能量。

您和祖父辈都出自中医药世家，
一直在当时的国营药材公司从事中药
制剂工作。我小的时候经常在您工作
的中药仓库和经销门市里玩耍，受到
了各类中草药的“熏陶”。

记忆中的您，从小对我要求非常严

格。小学的时候，我出去和同学玩，您
要求我晚上6点前准时回家吃饭，我玩
着玩着忘记了回家时间，到家时，您已
为我备好了搓衣板，让我跪了半个小时
才吃饭。当时，我不能理解您对我的每
一次发火，但当积极、乐观、认真、责任、
务实这些词贯穿于我的学习、工作和生
活中时，我意识到是您的昔日严厉潜移
默化地让我改变、让我成长。

虽然您大部分时间都扮演着严父
的角色，但我也时常感受到您欲言又
止、默默无闻的父爱。小时候，我看到
隔壁姐姐家有一个娃娃，就哭闹着也
要一个。无奈，您骑着自行车在县城
转了一上午才给我买到两个相似的娃
娃供我选择，把娃娃送到我手上的那
一刻，我感受到您面露微笑。读初中
后，我每天都要早起骑单车去学校，您
每天都比我先起床，为我水壶里添满
够我喝一天的热水，然后帮我把单车
搬下楼。对我来说，还有一件最温馨
的事情，莫过于我坐在您单车后座，带
着我到处玩耍，看风景、看人群，我也
渐渐熟悉了您自行车的铃铛声。我
想，这就是我童年最简单最美好的回
忆，也是我为什么现在对单车有着特
殊感情的原因。

我知道，仅有这些回忆并不足以
涵盖您的全部一生，但却让我幸福满

满。对了，这几年，我变化也挺大的：
2014 年，我通过了湖南省农信社考试
后，辞去了大学生村官职务，转岗到了
安乡信用联社（现为安乡农商银行）工
作。在安乡一切都好，领导关心、同事
帮助、朋友支持，有家的感觉，工作上
也有进步、有收获、有成长。我一定会
再接再厉，不辜负您对我的期望。期
间，我还学会了弹吉他、拿到了驾照、
添置了人生中第一辆小轿车。去年，
我结婚了，婚礼上，我带着乐队为老婆
弹唱了《花房姑娘》。虽然您没有来到
婚礼现场，但我能感受到您在默默祝
福我们。

爸爸，您于 2013 年 11 月离开我
们，转眼已经 7年了。但人们总说“天
上一天、人间一年”，我转念一想，其实
我们也才分开了 7“天”而已。每年的
某些时候，我都会想起您，最终还是选
择在这个特别的日子，把想说的话一
股脑儿都说给您听。

初为人父的我时常回想起您对我
的悉心培育和言传身教。我相信，我
也一定能和您一样，成为一位好父亲。

书不尽言，纸短情长。言语从来都
不能将我对您的思念表达出千万分之一。

信就写到这里。祝您一切安好！
您的儿子：李 雄

（作者单位：湖南安乡农商银行）

未给父亲寄出的信

清泉石上流 邓永红
（作者单位：四川阆中农商银行）

春天来了，万物复苏，田间一派生
机勃勃的景象。沿路两旁的田野里，沿
河两岸的沟沟坎坎上，一块块、一片片
金黄的油菜花在微风中荡漾。“清风吹
拂金波涌，飘溢醉人浓郁香”，每年的这
个季节，家乡的空气里便弥漫着浓郁的
油菜花儿香，让人如痴如醉。

油菜花对于我这个土生土长的农
村人来说，熟悉得如同对青梅竹马的邻
家女孩般难舍难分。我每天上下班，都
要从油菜地经过，诱人的油菜花让我不
禁停留。油菜花是有灵性的，偌大的叶
子、金黄的花朵在阳光的沐浴中轻柔微
笑，我伸出手，轻轻地抚触金黄色的花
瓣，花瓣落入手心，粉红色的花蕊柔嫩
娇艳，水珠凝结花心，更显得晶莹剔
透。把鼻子覆在花蕊上，一股清甜的香
味，我顿觉得心境澄澈安闲、悠然恣意，
慢慢地闭上眼，感悟油菜花香，在油菜
花的海洋里流连。如此让人陶醉的油
菜花海，愉悦着视觉、嗅觉、听觉，我整
个人感觉飘浮起来，好一派恬静的田园
风光，俨然走进陶渊明笔下的自然天成
的桃花源，里面、外面、人面、花面，和谐
无间。

油菜花好比娇俏可爱的邻家妹
子，扬起甜美的笑靥，自然质朴，姿容
秀美。她没有牡丹的雍容华贵，没有
月季的娇艳妩媚，没有玫瑰的浪漫温
情，但她们朵朵成簇、簇簇成枝、枝枝
花开、枝枝相邻，紧密地簇拥在一起，

形成花的世界、花的海洋。她们不负
春光，从容淡定，静静地生长、静静地
开放，烟花般聚在一起，那种饱受风霜
雨雪而绽放的顽强之美，制造了绚丽
的青春气息。暮春初夏时节，油菜花
悄然无声地演绎成油菜籽，在骄阳和
汗水中沉淀出丰收的喜悦。从田野到
餐桌，从花芳到油香，油菜花一生朴实
无华，将灿烂辉煌默默地奉献给了家
乡父老。

此刻，静立花中，一任柔风吹拂，阳
光洒在脸上，暖在心底。听花开的声
音，享受着金色的淳美的花香，这份阳
光下的祥和与宁静，心中蓦然涌起一种
幸福的感动。眼前，花的怒放，花的争
艳，花的丰盈和旺盛让我心生敬意：当
一个人以感恩之情对待生活，在清浅的
日子，守候好淡泊的岁月，他的生命才
能如花般灿烂而丰沛，无论世界如何沧
海桑田、云卷云舒……

（作者单位：江西南城农商银行）

家乡的油菜花
◎ 蔡子英

2020年的春天，似乎比往常来得更
晚些，惊蛰的节气已过，可天公却还不
作美，硬是飘来了几场“春雪”，不知是
留恋冬的美好时光，还是要紧抓着冬的
尾巴舍不得黯然神伤地离去。但试想：
没有一个冬天不可逾越，没有一个春天
不会来临。即便是雪儿再怎么留恋着
冬，冬也总会在春的面前消失的无影无
踪，不留一点痕迹。阳光明媚、春暖花
开的日子总会到来，冬去春来、寒来暑
往，这是大自然季节交替的规律，岁月
的年轮就是在这样年复一年中悄然地
度过的，默默地记录着大自然中万物生
灵的历程，或是美好、或是喜悦、或是忧
伤，一切的一切，都逃不过它如实公平
的记载。

庚子鼠年的开端，就扰得人们不得
安宁，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型冠状肺炎
疫情扰乱了人们的正常有序的生活。
作为重灾区的武汉，成为了人们所关
注的热点和焦点，那里所发生的一切，
无时无刻不牵动着每一个中华儿女的

心，来自不同省份的援鄂医疗队伍也
纷纷奔赴武汉。白衣天使们不惧个人
的生命安危，穿着厚重的防护服，不惧
艰险、冲锋在前，上演着一桩桩、一幕
幕感人的“英雄事迹”。在大灾大难面
前，治病救人、救死扶伤，在平凡的岗
位中做着不平凡的事情，没有任何的渲
染与夸张，彰显着普通医者的“英雄本
色”，正是他们的不平凡的辛勤与汗水
的付出，披星戴月的忘我工作，不知从
死亡线上拉回多少生命垂危的病人，他
们是人们最值得尊敬和歌颂的人，是最
美的“逆行者”。

如今，面对新冠疫情逐渐向好的局
势，来自各省的援鄂医疗队伍也纷纷地
陆续凯旋而归，我想在武汉的每一天，
都会给白衣天使们留下一生中都难以
忘怀的记忆，不是亲历者是无法感受和
想象得到的。在每天的上班路上，我都
会收听广播《白衣天使日记》这个节目，
它如实地记录着发生在每一个白衣天
使身上亲历的事情，即便是很小的事

情，也都是那样地感人，让人泪目。在
援鄂的医疗队伍中，有多少的白衣天使
工作在一线，默默地付出，不计较个人
的安危与得失，上演着一幕幕感人的事
迹，是他们挽救着生命死亡线上垂死挣
扎的病毒感染者，“医者仁心”“救死扶
伤”在他们身上得到了最为完美的诠释
和演绎。

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疫”中，可爱
的白衣天使们是参与者、执行者，成为
能否打赢这场战“疫”的关键所在。事
实证明，这场战“疫”已见胜利曙光，在
这个不平凡的春天发生着许多温暖、感
人的故事，值得人们去记忆、去回味，让
人们永远记住这场战“疫”中，那些可爱
可敬的白衣天使们。他们是新时代中
的“最美逆行者”。这个春天也因他们
的无私无畏付出而变得更加温暖、更加
有力量，让我们共同期待草长莺飞、春
暖花开的日子早些到来，迎着战“疫”胜
利的曙光，播撒春的希望与梦想。

（作者单位：吉林永吉农商银行）

春天里的故事
◎ 贾晓东

2020年元旦，老婆给我买了一双
新皮鞋。

我穿上新鞋很合脚，人也精神一
大截。看着锃亮锃亮的皮鞋，我心里
有些许感慨，但说不上多激动，现在
穿双新鞋、换件新衣服，或者添件新
毛衣，似乎成了很平常的事情。经济
条件的发展，物质生活的富有，让我
们对拥有的一切多少有些麻木了。?

看到眼前的新鞋，多愁善感的
我，还是勾起记忆里的一些往事来。
在上世纪80年代初期，当时农村经济
条件仍然拮据，我们家5个孩子就算
父母勤劳俭朴、持家有方，我作为幺
儿，要穿双新鞋也不是件容易的事
情。穿衣、着鞋基本是从老大传老
二，到老三、老四替着穿，布鞋、胶鞋
补了又补。看到隔壁在单位上班的
尗尗家，我同岁堂哥志强穿双崭新的
凉鞋，我心里直羡慕。现在的孩子，
哪里能体验到我们那时的感受。真
是岁月不居，时光如流，转眼我已是
47岁，很快将步入天命之年。我在元
旦佳节穿上老婆买的新皮鞋，告别过
往，又怎能不没有回望呢！?

初中毕业的我，没有再能走进学
堂，父亲本来准备送我去亲戚处去复
读，看到家里拮据的状况，我不愿意
再让爸妈受累。

当我正在家里闲着时，村小学三

年级杨老师因病告假，原来一直教我小学
的苟老师推荐了我，由我帮杨老师代课3
个月，每月40元的工资，比专门的代课老
师少30元。这对我来讲，是我第一次步入
人生舞台，登上三尺讲台。我着意打扮自
己，上课时悄悄穿上当兵大哥寄给父亲那
双全村仅有的皮鞋。与其说是穿，还不如
说是一双小脚丫在“摇船”。我一边上课
一边拖起两只“小船”，来回在教室里穿
梭。但这并不影响我有窘态，反而让我在
学生们中感到骄傲。现在想起来，心里感
慨之余，还暗暗好笑。

记得我第一次靠自己的智慧和努力，
挣钱买的第一双新鞋子，那是双雪白的网
球鞋，穿在脚上不知有多风光。那时还读
小学五年级的我，特别喜欢画画，通过自
学描摹，画画在乡里小有名气。一次，在
儿时好友介绍下，参加平昌县德胜镇北山
寺书画展，我的一幅《我家住在七道河》山
水画获得优秀奖，并得到奖金30元，我花
钱买了一套绘画工具、颜料和家里用的一
口铝锅外，很舍得地买了一双网球鞋，那
双鞋一直成为我儿时的骄傲，也成为村里
的一段美谈。隔壁大娘也感慨地说：松娃
今后哦可是个吃轻松饭的！

庚子元旦，穿上这双新皮鞋，我忍不住
用手机拍下一张穿新鞋的照片，在微信朋友
圈里发出一段文字：“在新年新一天，穿上新
鞋，守正创新，坚毅笃行，踏鞋有印……”
（作者单位：四川省农信联社绵阳办事处）

鞋的记忆
◎ 蒲天国

最美逆行者
◎ 周 岩

在抗击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
中，有那么一群人毅然奔赴抗“疫”前
线，他们不顾自己生命安危，舍弃小家，
保护大家，是他们的坚守与付出，为全
国人民筑起一道健康的防护线。他们
是最美“逆行者”。

在疫情爆发后，医护人员们整装
出征，不顾家中年迈的父母、不顾嗷嗷
待哺的孩儿、不顾自己的生命安全，勇
敢地冲在抗“疫”最前线。这是一种无
私和大爱，更是一种责任，一种担当。
在疫情面前医护人员们秉承着“医者仁
心，救死扶伤”的神圣使命，一如既往地
奋战在抗“疫”最前线。

在抗“疫”初期，防护物资急剧缺
乏，医护人员们不舍得浪费一套防护服
甚至一个口罩，在7、8个小时的工作中
他们穿上尿不湿，少喝水、少吃饭，就是
为了节省防护物资。每每在电视、微信
中看到他们战斗在一线的一帧帧图片，
我有担忧、有心疼，更多的是崇敬；厚重
的防护服将他们瘦弱的身体团团包裹，
久久未脱下的靴子都能倒出水来，防护
镜里笼罩着汗水的蒸汽，那紧掩着口鼻
的口罩把他们脸掐的深一道浅一道
……长期超负荷的工作，不仅仅是对
他们体力上的消耗更是精神上的考
验。写到这里，眼眶不禁湿润了……

在实时报道中，我看到了有一位
95后护士，花一样的年纪，她还是父母
眼中的孩子，家中独女，临行前她跟父
母说，自己决不会在祖国人民需要她的
时候退缩。于是毅然收拾好行囊，签下
请战书随同护士长一同前去抗“疫”支
援。

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疫”中，我
看到了奋笔写下的“请战书”，争分夺秒
奋战在施工现场的你们，为生命接力星
夜驰援运送医用物资的你们……你们
选择了逆行，选择了坚守，选择用坚定
行动，表达着责任与担当。你们忙碌的
身影为人们诠释了生命的意义。

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中，是这
些奋不顾身的逆行者，是他们舍弃小家
保护大家，是他们在黑夜里为人们照亮
了前方的道路，他们是新时代最可爱、
最可敬、最值得被所有人铭记和赞美
的。让我们一起像英雄致敬，他们是最
美逆行者！

（作者单位：吉林江源农商银行）

春 晖 宋君武 (作者单位：吉林磐石农商银行)

你说
你见过晨曦微露的“三农”大地
穿过纵横交错的弄堂小巷
走过蜿蜒曲折的乡间小道
趟过流水潺潺的小河溪涧
也闻过随风细语的甸甸稻穗

却没说过
难耐的倦意 湿透的衣衫
与磨破的鞋底
我听闻过村口巷边老妇对你的称赞
也见过熙熙攘攘的菜摊上你的身影
见识过创业青年对你的感谢
更目睹了乡村经济的日新月异
我看见过你登门服务时的大方温柔
也心疼过你烈日伏案时的挥汗

如雨

你总说
你不是一个人
你说你们是万千星辰里的微光
血液里流淌着红色基因
八闽沃土上诠释着农信人的初心

你说
你们扎根大地 心怀民生
你们一路前行 众志成城
你们身着红马甲 披星戴月
你们怀揣农信梦 努力奔跑
在普惠金融的道路上
一切无所畏惧 只顾风雨兼程
（作者单位：福建长乐农商银行）

平凡的农信人
◎ 王 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