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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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春 萌
◎ 王莹莹

春天的风，扬起了一把黄土、惊醒
了沉睡的大地；

南行的燕儿，嗅到新土的气息、飞
向了梦中的故乡；

种子说：它想扎根于大地之上，迫
不及待地让主人将它播撒；

耐不住寂寞的杨柳，披上嫩绿色
的纱幔，挑起了腰肢在清风中起舞；

我是一棵伫立在旷野中的小树，
看斗转星移日月沉浮；

听说春风来了，我睁开惺松的睡
眼盼望着春雷的到来；

我想长高一点儿再长高一点儿，
这样就能看到田野里更加别致的风景；

冬日眷恋着浅浅的斜阳，徘徊了
许久仍然不舍离去；

春姑娘在它的耳旁一阵呢喃低
语，竟说着冬日携北风潇洒而去；

春姑娘带着风儿来到田野，拂过
我的面庞、拍打着我的身躯；

我羞赧地随她在风中摇曳不禁，
觉得一片心碎；

冬风粗犷凌厉，只教我在风雪中
挺立不折；

春姑娘说：我们要在温柔中变得
刚强；

春风唤来了细雨、大地张开了怀抱；
万物复苏的时节我满心欢喜；
期待着田野上盛放出一片生机勃

勃的景象。
（作者单位：河北鸡泽农商银行）

樱 花 李之恒 （作者单位：山西晋城农商银行）

父子情，骨肉情；父爱如山，子孝
孙贤；父子情深，幸福绵绵。

当初，父亲在我心目中的形象十
分威严。正因为他的威严，所以我不
理解他、不相信他，甚至怨恨他，致使
我对他产生了一定的距离感，总是想
方设法地躲着他。

记得刚上小学时，父亲一直把我
带在身边，跟他一起上学、生活，那时
候，因为除了他是我的父亲外，还有另
外一个身份——老师，我和其他同学
一样对他颇有畏惧感。大热天与他在
一起睡午觉，总是翻来覆去睡不着。
一天中午，我和几个同学偷偷下河去
洗澡，结果被父亲发现了，他狠狠地给
了我一巴掌，从那以后，我再也不敢下
河去洗澡了，所以至今我还是个“旱鸭
子”。为了让我练好字，他常常找来一
些废旧报纸和一些用过的作业本，在
上面写上红色的毛笔字让我临摹，有
时候因为一笔一划描摹不到位而免不
了遭到他的一顿训斥……幼小的我，
对父亲始终心存敬畏。

后来，父亲潜意识地把他对我的
严变为了鞭策我前进的动力。小学毕
业后，我离开父亲到县城读中学。每
次回去，父亲都会挑出几本小学生作
文来，让我批改，锻炼我的写作思维和
文字功底，我的写作水平因此得到了
逐步提高。为了让我学有所成，当我
第一次参加高考名落孙山后，父亲并
没有责备我，更没有对我失望，而是鼓
励我去复读，争取来年再考，可高额的
复读费又成了父亲的沉重生活负担。
但父亲却厚着脸皮四处借，终于在亲
戚朋友的支持下凑齐了 500 元的复读
费，给了我继续圆梦的机会……父亲
就像一头拉车的牛，默默地承担起让
儿子增知识、长才干的责任。

父亲还把他对儿子的爱融入到生
活的点点滴滴。上世纪 70年代，每年
暑假，作为民办教师的父亲都要到区
文教办公室集中学习一个月。有一
次，为了改善学员的生活，给每个参加
学习的教师发了一个皮蛋，父亲硬是

舍不得吃，而是待到一个月学习结束
后把它带回家来，切成块，让我们几兄
弟品尝。那种味道至今还深深地留在
我朦胧的记忆中。

还有一次，那是我在城里读高三
的时候，一天晚上，我正在上晚自习，
父亲突然出现在教室外面的走廊里，
见到父亲后得知，他进城办事，专门
过来看我。他将手里的袋子交给我，
我打开一看，原来是父亲刚刚在街上
给我买来的半只卤鸭子。我说，爸
爸，我吃过晚饭了，您拿去吃吧！父
亲说，你读书辛苦，补补身子、好好学
习，将来报效祖国。话音刚落，父亲
回头转身就走。看到父亲日渐花白
的头发，弯驼的背脊，蹒跚的脚步，顿
时泪水模糊了我的双眼，直至他远去
的背影消失在我的视野里……父亲
就是一棵参天大树，他为我遮风挡
雨，驱寒送暖。父亲的柔情更加深了
我们父子之间的感情。

我刚参加工作不久，父亲所在的
中心校组织老师们到峨眉山去旅游，
每人要交 100 元的旅游费，听说这事
后，我从当月仅有的 64元工资中拿出
50 元交给父亲，让他开开心心去旅
游。父亲 70 岁生日，我花了 500 元给
他买了一件衬衫作为生日礼物，他嫌
贵了，硬是逼着我去换了一件便宜
的。近两年，每逢公休，我总会带上父
母到国内的一些景点走一走、看一看，
饱览祖国的大好河山，让他们愉快安
度晚年，尽一份当儿子的孝心。可为
了节省开销，父亲要求吃的简单些、住
的便宜些，生怕给我们增添过多的负
担。父亲节俭的生活习惯也深深地影
响着我。父子之间的感情就在这样的
父慈子孝中延续着。

如今，父亲已经年逾古稀，赋闲在
家，但他仍坚持劳作，耕种着半亩菜
园。我虽然身处异乡，但心存惦念，总
会隔三差五地回去陪伴，打消他晚年的
寂寞，多多聆听他的谆谆教诲，因为在
父亲眼里，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孩子。

(作者单位：四川省开江县农信联社）

父子情深
◎ 周依春

近日，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播
出新闻“武汉天河机场医疗队医护人
员撤离”，一手持登机牌的医护人员
展示出，这张“VVIP”机票，航班是胜
利号，舱位是功勋舱，登机口是凯旋
门，登机牌上还有 16个字：最美逆行，
同心战“疫”，英雄凯旋，感恩有你
……看到此情此景，我的眼眶里满含
泪水，庚子岁首让我经历过这些战

“疫”，为祖国的强大而自豪，为抗
“疫”英雄凯旋而感动。

我们居于后方，无法在这场特殊
的战役里一同作战，只能宅家隔离，坚
守本职、捐物捐款、鼓励前沿，但我们
身同感受。湖北和武汉前线的白衣天
使们，你们是最可爱的人，值得最崇高
的敬意和最特别的礼遇，这张小小的

登机牌，足以看到武汉人民的真诚之
感、细微之情。

经过 60多个日日夜夜，你们冒着
生命危险，在没有硝烟的战“疫”里，白
衣执甲，以药为弹，以医为枪，与新冠
肺炎病毒进行了一场殊死较量。保卫
湖北、保卫武汉，你们没有怨言；救死
扶危、群众为本，你们无私奉献。可以
想象，你们得经历多么大的心理压力
和体力挑战，在承载“白衣天使”这个
荣耀称号的背后，你们得有多么艰辛
的付出。你们都是父母的孩子，或孩
子的父母，你们都需要家的温暖，你们
都是血肉之躯，你们也怕感染，但职业
的使然，党性的焠炼，战“疫”的召唤，
让你们逆行毅然，既经历与亲人、战友
的生离死别，又经历前线的残酷挑战，

病毒感染的危胁胜过真枪实弹，口罩
和防护衣让你们几乎痓息，危重病人
的离世让你们叹息自责，繁重的体力
支出让你们劳累虚脱……尽管如此，
你们从没有退缩，无畏向前，与时间赛
跑，经过每一场惊心动魄的较量，每一
个从死亡线上抢救回来的患者，都让
你们疲惫而勒满口罩伤痕的脸上荡漾
着笑颜。

今天，湖北和武汉抗“疫”之战
取得阶段性重要成果，你们终于踏
上返程之路，留下了与武汉人民离
别时令人难忘的感动瞬间，这张机
票的背后的故事，定将永远铭记在
我的心间。我也永远记住 3 月 18 日
值得喜庆的一天。
（作者单位：四川省农信联社绵阳办事处）

特殊的登机牌
◎ 蒲天国

2020 年伊始，一场来势汹汹的病
毒，撞击着我们每一个人，迅速开启了

“全民宅家”模式，但是各行各业的重要
岗位却进行着属于自己的坚守，深入一
线的医疗工作者就是征战沙场的白衣
战士；每个村口、高速口、社区门口的志
愿者都是这场战役的后勤保障；每天穿
梭在城市里大街小巷的外卖小哥就是
这场战役的通信联络员，让我们深切体
会着疫情无情人有情。还有疫情之下
返岗率仍然90℅坚守防护消毒一线的
环卫工人，还有确保物资充足的一线超
市人员，还有我们坚守在金融服务第一
线的农商人，还有……

笔者敲击键盘写这篇文章的时
候，已经是我们农商人正式返岗将近

一个月的时间了，此时的我们身上是
整齐的工装，领结领花佩戴齐全，口罩
和一次性防护手套装备整齐，刚刚对
自己的工作台进行了消毒。作为农商
银行的一名职工，我们一直以自己的
坚守在诠释一种责任，作为金融人的
责任，这其中有不得已离开相爱的伴
侣，有的还在哺乳期却依旧定时上岗，
有的甚至不得已将孩子送至农村老
家，每个人都在努力克服自己的困难，
努力克服、通力合作保障网点日常工
作。面对每天不断增多的客户，手中
的一次性防护手套换了一副又一副，
脸上的口罩换了一个又一个，但是每
一名一线的农商人自始至终，都用最
温切的话语温暖着每一位前来办理业

务的客户，没有因为暂时的网点停业
而放弃手中的工作，没有因为疫情而
退缩找各种借口滞留家中，一声令下
使命必达。及时启动的应急响应机
制，确保了抗“疫”期间现金供应充足；
搭建防疫快速拨付“绿色通道”，确保
了财政紧急拨款及时到位；加强支付
清算系统的及时管理，切实保障抗

“疫”期间社会资金汇兑顺畅，积极对
客户进行利息补计提，不让疫情影响
到客户手中的收入。

农商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用自己
的责任和坚守筑起了一道坚固的金融防
护线，冬终逝，春始来，疫情终将结束，我
们也坚信终将取得最终的胜利。

（作者单位：河北热河农商银行）

农商人的坚守
◎ 王维佳

有过这样一个冬天
我们英雄的城市曾遭遇磨难
无数优秀的中华儿女
岂容致命之敌在这里作乱
白衣天使化身为出征将士
辉煌战绩是你青春岁月燃烧的烈焰

有过这样一个冬天
我们英雄的人民曾浴血奋战
驰援的队伍是何其壮观
并肩携手坚定必胜的信念
为了播种希望的时节不被辜负
托起生命是你今生无怨无悔的誓言

江城的樱花已如期盛开
花团锦簇格外鲜艳
美的让人流连忘返
却怎么也美不过你奋战一线的容颜

今天 英雄终于光荣凯旋
这里将永远记载着
你用热血书写的壮美诗篇
祖国以最高礼遇向你致敬
别时从容稳健的步伐
走出了江城一个最暖的春天

春日的江水依旧清澈湛蓝
轻荡涟漪波光潋滟
美的令人心驰神往
却怎么也美不过你傲视病魔的双眼
今天 英雄终于胜利返还
这里将永远镌刻着
你用生命描绘的时代画卷
人民以最真情意向你微笑
一路激动人心的凯歌
唱响了荆门一个最暖的春天
（作者单位：河北三河农商银行）

最暖春天
◎ 牛雪红

是日交春半，阴阳正中分。纵目青山抹黛，春色满人间。借问春归何处？几
处早莺轻语，柳帘穿新燕。山色连天碧，林花向日明。

樱含苞，杏羞涩，梨清高。春意尚浅，独灼其华桃之夭。我欲词笔留香，又恐
言不尽意，唯闻子规啼，春光易虚度，不如早相逢。

（作者单位：山西灵丘农商银行）

水调歌头·春分
◎ 李世政

继续以实干笃定前行
——读《农信情缘》有感

◎ 付向宇
工作暇余，随手翻看了《农信情

缘》一书，原以为是散文诗集，细看目
录后为之一振，内心激荡，禁不住地细
细通读。书里记载着山西农信一次次
的蜕变和发展，以及作者个人对农信
事业的热爱和坚守，是我们每个农信
人的追求和信仰。

迹

《农信情缘》记录着山西农信近年
来改革发展、转型提质的铿锵步履，照
耀着省联社党委战略落地的足迹、管
理提升的亮迹和文化铸魂的印迹。

从省联社带领全省农信人风雨兼
程、破浪前行到加快建成现代金融企
业集群，从涛声激越的支农乐章到全
力支持强省富民，从应对复杂多变的
金融形势及市场竞争形势到吹响“转
型提质”高质量发展的号角，省联社党
委战略布局的高位谋篇，为全省农信
人指明了发展航向；强化科技支撑、力
推队伍转型、精细财务管理、做优服务
创新等措施的扎实推进，让全省农信
机构业务发展实现了从“量变”到“质
变”的提升，战略深入推进的落地成
效，为全省农信人注入了发展动能。

绩

书中一串串数字记录着山西农信
的骄人成绩，一项项成绩映射出历代
农信人的艰辛付出。

回望，过往皆汗水。在服务“三
农”的宏伟蓝图中，走村串巷、进企入
户的山西农信人用脚步丈量着三晋大
地的每一寸土壤，用汗水浇灌着“三
农”的富强梦，用苦干、实干走出了一
条助推经济发展、推动乡镇和县域繁
荣的支农坦途。

回望，过往含艰辛。在改革发展
的恢弘乐章中，直面困难、锐意进取的
山西农信人用坚毅果敢拨动着高质量
发展动人音符，用实干笃行奏响了高
质量发展的进行曲。关关难过关关
过，事事难成事事成，没有不痛不痒的
蝶变，也没有一帆风顺的转型。

寄

高质量发展道阻且长，但路长脚
为尺，山高人为峰。

鉴往知来，使命如磐。“背包精神”
的接力传承，已汇聚起新长征路上山
西农信重整行装再出发的磅礴力量，
加快建成“现代金融企业集群”的号角
正传递着山西农信转型提质发展的最
强音。

接续奋斗，不负时代。面对新形
势、新挑战、新任务，我们唯有坚定信
心，保持争分夺秒的状态、锐意进取的
姿态、实干笃行的心态，才会形成农信
事业高质量发展的新常态，我们只有
实干笃行，克难攻坚，才能守正出新，
不负时代，再创辉煌。

（作者单位：山西曲沃农商银行）

东北的春分刚过，天显得格外的
高。终于盼到周六，是个晴朗明媚的
艳阳天，我们一家三口回家看望父母。

农村的节奏依然那么恬静舒缓，
无论什么时候回家，都安静闲适的仿
佛忘记了时间。生于此、长于此的小
屯子，是我永远的避风港、是我的世外
桃源。一进屯子，就望见家家院子里
晒着的苞米棒，几位婶子在水泥路上
有的晾晒苞米、有的收拾干柴。车子
刚一停好，爸爸妈妈满脸笑容的迎出
来，把心心、念念两个月未见面的小外
孙抱进屋里。

吃过午饭，天气依然那么好，春分
节气，昼夜平分，天果真变长了。我夫
人见女儿闺闺没有困意，便说：“老孙
儿，陪姥姥去西边散步吧！姥姥每天
饭后都走一圈。”不待闺闺同意，我赶
紧点头。西水库、西大坝，那可是我儿
时的乐园呀。妹妹听见这个提议，也
带着我的小外甥一起走出院子，“三
娘，我们也陪你去。”祖孙三辈、一行五
人，边说边笑往屯子西边走去。

刚到村西头，妹妹就发现前面水
渠边上多年的淤泥塘地那里挖了一个
小鱼池。虽然是淤泥塘地，稍微有些
低洼，常年积水，但是要修成鱼池，还

是需要挖很深的坑。旁边挖出来的
土，堆在路旁像个“小山”一样。我和
妹妹兴致很高，很想下去看看。我夫
人见劝阻不住，便由我们下去了。

走到那“小山”的近前，是黑黝黝
的泥土，最外面的已经被风干，细细碎
碎的掉落下来。我又仔细一看，哇，竟
然还有黄泥。黄泥可是我们小时候的
宝贝呀！一种莫名的亲切感，我伸出
手去，几下子就从里面抠到几块特别
纯净的黄泥，欣喜地分给闺闺和外甥
每人一大块。两个孩子高兴的如获至
宝。“闺闺，这可是你妈小时候的最爱，
比你们现在的橡皮泥好多了，纯天然，
无毒无害。”

我们玩的尽兴，没注意到住在屯
西头的肖大爷正从坡上走下来。一
晃，肖大爷快七十岁了，矮矮的，胖胖
的，背也有些驼了。他背着一把铁锯
走到这土堆跟前，我才注意这里有一
棵刚伐下来的小杨树，旁边是摆放得
规规矩矩的杨树枝。我从里面挑了两
根不粗不细的，发给闺闺和小外甥。

“你妈小时候与屯子里的孩子们一起
玩，舞枪弄棒练武功，杨树条都是最上
乘的‘剑’了！”两个孩子眨着水汪汪的
大眼睛，听得好神往。

回到家里，我们和两个孩子一起
捏黄泥，做各种造型的小动物，最后，
还揉了六个圆溜溜的弹珠。小外甥
问：二姨妈，这是什么？妹妹答到：儿
子，这是你二姨做的仙丹！说完，我
俩放声大笑起来。此时，老叔把孩子
们的树枝简单修剪了一下，他们心满
意足的拿着他们的“剑”开心地挥舞
起来。

暖阳下，春风中，两个孩子欢乐的
嬉笑打闹，银铃般的笑声传出很远。
他俩不一会儿又跑到老叔家装好立起
来的苞米棒子垛旁边，玩起了捉迷
藏。我和妹妹相视一笑，心照不宣。
是呀，我们小时候不就是这样玩的嘛，
看着他们稚嫩欢笑的脸，我们也仿佛
回到了那生命之初最纯净、最美好、最
无忧无虑的童年。再一回头，爸爸妈
妈不知何时也站在旁边，深情注视着
孩子们，乐的合不拢嘴。爸妈的头发
都白了，身子也不像当年那样挺拔。
从那微笑中，我依稀看到当年父母辛
苦劳作的身影和儿时自己天真无邪的
笑脸。心中却想到：时间和生命都是
很美好又很神奇的存在啊，多希望这
欢乐的画面永驻。

（作者单位：吉林双阳农商银行）

忆童年
◎ 申 建

（一）

每年的今天
都是外公的生日
总有难以遏制的思忆
一直涌动不息
外公坟头的杂草
是不是又长高啦
外公坟前的小树
是不是挡住了
他瞭望外面的视线
岁月的风啊
吹动着昏黄的灯
窗外的雨水
漂打着遥远的记忆
青年时代的外公
写一手标准的欧体
是刻板印刷的书法专家

（二）

外公的思想深处
有抹不去的孤独
时常站在门口发呆
一张枯黄的脸 布满了黑斑
如同一张陈年的旧报纸
写满沧桑和无奈
耄耋之年

外公吐字不清
经常含混地呼唤我的小名
枯枝般的老手紧紧攥着
一次又一次地伸过来
将手中一元一元的零钱
悄悄地塞进我的手心里
我抚弄着皱巴巴的票子
却无法遏制涌出的泪水

（三）

去世的外公
和外婆安葬在一起
每年清明
无论是梅雨霏霏
还是烈日骄阳
我都会来到外公的坟前
点上思亲的香火
跪拜外公的在天之灵
秋风扫过 黄叶飘零
山梁上卷过飘荡的迷雾
燃烧的黄纸
化作青烟 飘过穹苍
西风吹过漫天的凄凉
却带不走心里恒久的思念
天国的外公
一切可好
（作者单位：湖南邵东农商银行）

怀念外公（组诗）
◎ 曾 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