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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大挎包”？小时候“大挎包”
是一种向往，因为里面装满了千家万户的
财富；长大后“大挎包”是一种指引，像灯
塔，给人们指明了方向；现在“大挎包”是
一种信仰，植根于心，永不褪色。

小时候，“大挎包”给我无限的向往与
追寻。记得第一次与农信亲密接触是在
1998年的冬天，那时我十岁，大冷天陪着
母亲到储蓄所领小麦补贴，当时一位阿姨
问我：“小姑娘，你知道存折密码吗？请在
这按一下。”我看着阿姨的脸，回想着爸爸
的嘱托，按响了六位数的密码，和妈妈取
走了600元小麦补贴款。那时的600元对
我来说，真是沉甸甸的。我想，这个地方
好神圣啊，它存放着多少人的信任！临走
时，我不时回头张望，感觉虽然隔着冰冷
的玻璃，柜台高高的，但温度却在心底慢
慢上升。那一抹微笑，一句轻声细语让我
难以忘怀。那时候我就暗自发誓，一定要
努力成为这里的一员，不仅可以像阿姨一
样给别人带来温暖与信任，同时也能管理
着所有人手中的财富。这是我儿时印象
中“大挎包”的集结地，也成为我长大后梦
寐以求的殿堂。

长大后，“大挎包”是一种时代精神与
导向指引。毕业那年，父母建议我留在大
城市工作，但我没有。在我看来，回报社
会、回报家庭、回报父母不受地域限制，我

毅然决然地选择回到生源地工作。当
时，我密切关注农信系统招聘信息，并于
同年 8 月被录取为农信员工。在“大挎
包”精神光芒四射的地方，我的农信梦得
以实现。

值得庆幸的是，2014年，山东蒙阴农
信社组建农商银行，完成了历史性蜕变。
而2014年8月，我成为蒙阴农商银行改制
以来第一批大学生客户经理，深感光荣与
责任。现在，“大挎包”对于我来说是流淌
在血液、植根于灵魂的永恒信仰。

光阴荏苒，岁月如梭。转眼间，我在
蒙阴农商银行已工作了六个年头，作为一
名普通的客户经理，每天与客户打交道，
我坚持微笑服务，热心为客户办理各项金
融业务，耐心为客户解答困惑。听到客户
说得最多的就是“谢谢！”偶尔有客户夸赞
蒙阴农商银行，我的自豪感油然而生，也
真切体会到自己的劳动价值。

工作中，有一件让我备感欣慰的事。
时至年底，各公司到了资金周转紧张时
期，我们在走访考察过程中发现，蒙阴县
某种禽公司进鸡苗款紧张，向我们提出资
金需求。了解到该公司情况后，我们第一
时间组织人员进行贷前调查，并进行资料
收集。通过考察发现，该公司有较好的信
誉，是蒙阴县现代化、科技化养殖企业，每
年都按时纳税，产品销量较高，经营效益

较好。为尽快解决该公司资金问题，我们
为其开通绿色通道，在三日内发放贷款
400万元，解决了该公司的燃眉之急。贷
款发放 15日后，我们又进行了贷后检查，
该公司罗总经理激动地拉着我们的手说：

“多亏了农商银行，我们的鸡苗种才能成
功上线，快去看看我们的科技化养鸡场。”
听到罗场长的话，我心里特别欣慰，我们
不仅为企业解决了困难，而且也履行了服
务小微企业、服务县域经济的宗旨。

我和所有平凡而敬业的同事们一样，
践行“大挎包”精神，我热爱农商银行，热
爱自己的岗位。虽然我只是平凡的个体，
但农商银行却给了我良好的学习环境和
成长机会；农商银行不仅让我融入到一个
温馨的大家庭中，更充分展示出一个敢于
奋斗的年轻人在经济建设中的价值。

无论何时，“大挎包”精神一直是农信
人“传递幸福”的制胜法宝，新时代的“大
挎包”精神被赋予更新更深的涵义。我感
恩农信大家庭，荣幸自己是一名农信人，
工作时间越长，越能深层次理解“立足

‘三农’，服务小微企业，服务县域经济”
的使命和“惠农兴商成就梦想”的愿景。
今天“大挎包”精神已成为每一位农信人
的代名词，将在代代农信人身上传承与
发扬。

（作者单位：山东蒙阴农商银行）

我与“大挎包”的不解之缘
孙田田

今年六月六日又逢星期六，按
常规休息，可湖南益阳农商银行为
我们派发福利——给集体充电。为
提高全行通讯员队伍写作水平和整
体素质，益阳农商银行组织全行通
讯员培训，特邀中国金融作家协会
会员、湖南金融作家协会常务理事、
省信用联社益阳办事处综合科李争
荣老师为我们授课。

李老师国字脸，八字浓眉，体
型微胖，穿着一身灰色夹红色格子
衫，看上去格外憨厚亲切。他没有
带稿件，也没做 PPT，许多实践案
例、生活经验、工作阅历信手拈
来。然而他却很谦虚，自谦自己有
三个毛病：一是喝酒端杯就脸红；
二是一吹空调就脸红；三是看到帅
哥美女会脸红。看着一屋子青春
洋溢的脸，就想到了当年的自己，
不禁感叹，时光如梭。李老师这样
略带自黑的开场白，一下子把现场
的气氛活跃开来。

接着，李老师从如何找素材、找
到素材后怎么写、怎样提升写作水
平三个方面教我们写作技巧，让我
们受益匪浅。尤其是说到怎么寻找
素材时，李老师说要善于发现身边
人或事的“闪光点”，让我大受启

发。面对在场的六十多位通讯员，
李老师先从戴眼镜的同事入手，夸
他们戴眼镜有学识，透过镜片就能
看到其睿智的眼神；然后又说有些
女同事化了淡妆，展现了良好的精
神风貌与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会场
大部分同事穿着制服，李老师赞道，
休息日都穿着制服，十分热爱工作；
而对于少数同事未着制服的，李老
师竟话锋一转，说他们精心挑选了
自己的衣服，是对中国文化的追求
与热爱；而自己穿着的红色衣服也
是为了表达今天与大家一同交流学
习的喜悦之情。李老师这番话，由
他及己，不仅拉近了我们的距离，更
是找到了每个人的“闪光点”，素材
满满。

我们常抱怨每天工作枯燥无
味，每天的生活日复一日，其实按李
老师的思路去想就会发现，我们身
边有很多素材可以挖掘，有很多感
受可以表达。回想日常工作，是不
是有许多优秀同事可以学习，可以
写一写人物通讯？是不是有大力清
收不良贷款或营销金融产品的优秀
事迹可以写一写？我们要学会寻找
工作中的“闪光点”，寻找生活的美。

（作者单位；湖南益阳农商银行）

学会寻找工作中的“闪光点”
廖晗

我在这头儿，娘在那头儿，手机视频
聊天牵动着母子情。我看着娘的嘴一张
一翕，只能做出口型而不能发声。四年
前，娘患了喉癌成了哑巴，但娘的耳朵听
得很清楚，这几年，娘用母子相知的口型
加上手语表达着对我的爱。

娘在信用社干了30年，以自己真诚服
务赢得了客户的尊重和信任，成了十里八
村乡亲们的知心人。

信用社就是我们的家。做海员的爹
常年不在家，娘就常年住在信用社，她走
到哪儿，我和奶奶就跟到哪儿。

我印象中的信用社，长长的柜台，高
高的栅栏，白白的墙壁，两张乌黑油亮的
大桌子对头摆放，一人坐一边。桌上放着
账本、印台、算盘，桌子旁边横着一个铁箱
子，里面放着总账、分户账、活期卡片账等
各种账簿。那时信用社没有电脑，所有业
务全靠手工。

“雨侵坏瓮新苔绿，秋入横林数叶
红”。家里保存着我哇哇学语时手拨算盘
的一幅照片，算盘是我的第一个玩具，我
常常趴在信用社的柜台上看娘敲打着算
盘，热情地接待着每一位前来办理业务的
客户。工作之余，娘带我走街串巷吸收存

款，传递农信社客户至上的理念。一把算
盘打出娘和我的幸福人生，正是无数个娘
这样的“铁算盘”打出了信合系统的蒸蒸
日上。

小时候，我沉下心来让娘教我珠算口
诀，学会了一套左右手都能打算盘的绝
活，加减乘除都不在话下。我还早早学会
了点钞和简单碰账。在学校，老师总是让
我来收班费、学杂费。

我上初中那几年，联社接收农村合作
基金会和归并城市信用合作社，成立了工
作小组，娘是小组负责人。夏季，娘为了
核对基金会移交的账目，和同事们在狭小
阴暗的档案室里昼夜奋战了两个月，近10
年的档案重新造册登记。长年累月积劳
成疾，娘的身体大不如从前，看着她拨动
算盘伏案结算，一张张单据上填满的是数
字，流露的却是信合人的专业与敬业。

在娘的教育下，我从小立志要考取大
学。那年高考前，母亲拿出一张新河联社
营业部的存单对我说：“这是为你存的大
学学费。”可我高考发挥失常，只考取了一
个专科。毕业后，我被招录到B联社，进入
了山区的一家信用社，我也成为了信用社
的一员。

上班前的晚上，我坐在娘身旁，看电
视连续剧《老娘泪》。该剧讲述的是一个
从农村出来的大学生，凭借自己的博学进
入了一家银行，但由于不好好把握自己，
步入了歧途，最后在老娘千里追寻下自首
伏法。我看着看着流下了眼泪，娘用布满
沧桑的手轻轻地抚摸着我的头说：“好好工
作，干好自己份内的事。信用社的钱是老
百姓一个汗珠摔八瓣挣来的，不要拿里面
的一分钱，只有发给你的工资才是咱的。”

斗转星移，我在信用社工作已六年。
月色将窗前斑驳的树影映到我的宿舍里，
我站在窗前向家的方向遥望，此刻娘在干
什么？每次视频聊天，娘无声的言语一次
次不厌其烦的嘱咐我，“在工作中不能马
虎，每天和钱打交道，发到我们手里的工
资我们才有支配的自由。”娘无声的教育
时刻鞭策着我，踏踏实实做事，堂堂正正
做人。

在娘的絮叨声中，我年复一年坚守在
工作岗位上。视频聊天，我看到娘的容颜
恍惚置身于家中，墙上的挂钟依然不知疲
倦的摇摆着，娘轻声的呼唤犹如家门前流
过的小河，悄无声息地淌过我的心田。

（作者单位：河北省新河县农信联社）

哑娘哑娘
高光锋

阡陌里走失的稻田阡陌里走失的稻田
落在了一幅照片上落在了一幅照片上
耐心等待着风吹来耐心等待着风吹来
抵达我们所想念的抵达我们所想念的
那一道那一道一道的山梁一道的山梁

那一碧那一碧万顷的稻田万顷的稻田
草原般丰饶的稻田草原般丰饶的稻田
那绿浪滚滚的稻田那绿浪滚滚的稻田
在我生命里的童年在我生命里的童年
刻下那永刻下那永远的守望远的守望

而现实里而现实里那片稻田那片稻田
只在记忆里面摇曳只在记忆里面摇曳
如同一块补丁伤疤如同一块补丁伤疤
掩映无人住的老屋掩映无人住的老屋
疲态而又疲态而又宁静安详宁静安详

稻田养大稻田养大的儿女们的儿女们
如同散放着的羊群如同散放着的羊群
隐身城市各个角落隐身城市各个角落
在喧嚣中迷失自我在喧嚣中迷失自我
在路口和在路口和夜里彷惶夜里彷惶

我多想放我多想放逐于旷野逐于旷野
回到稻田隐姓埋名回到稻田隐姓埋名
做一株稻谦卑姿态做一株稻谦卑姿态
致敬这厚重的土地致敬这厚重的土地

坚守生命诗意与远方坚守生命诗意与远方
（（作者单位作者单位：：四川省农信联社四川省农信联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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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欢花开了，那一树粉红色的
小绒球总是猝不及防地映入眼帘。

每年五月，合欢花总在不经意
间悄然绽放。尽管常在树下经过，
却都没有发觉它已抽出新枝，直到
有一天，看到地上有些许缤纷落英，
抬起头来才猛然发现，合欢花开
了。那满树的粉色精灵躲藏在树叶
丛中，微风习习，像是在和你招手，
又像是长不大的孩童在和你捉迷
藏。摘一朵放在掌心，软软的，柔柔
的，像《琵琶行》里写的一般，犹抱琵
琶半遮面的开着。

每次看到合欢花开，总会让我
想起曾经的高中岁月。记得那时在
女生宿舍到食堂的路上，有一棵很
高大的合欢树，冠型的树干，生长在
年代感十足、布满青苔的一块块青
砖围成的圆坛中，羽状的树叶两两
相对，树干中央挂着一个牌子，上书

“合欢解意”。
初见时并不知这叫合欢树，每

天从树下经过，挥霍着青春年少无
忧无虑的日子。那时的我偏科严
重，喜欢的学科认真学，不喜欢的
则不管不顾。到高中毕业会考前
才发现，我整个高中地理基本没
学。于是，在一个初夏的午后，在

开满合欢花的树荫下，我静静地读
完了地理课本，竟弄懂了什么叫亚
热带气候，什么叫经纬度，竟然在
那次地理会考中考了出乎意料的
八十多分。

合欢花，其花如丝，清香扑鼻，
可清心解郁，定志安神，更可以“合
欢解意”。在那一刻，我突然茅塞顿
开，也同样是在那时，我才知道那叫
合欢花。多年后我仍然记得，那个
夏日午后，那粉色的小绒球像降落
伞般轻轻飘落在我的发间，我的书
本上，我的白裙上。

合欢花又开了，年年岁岁花相
似，岁岁年年人不同。时光迤逦，合
欢花仍然，很多时候我们来不及准
备，却发现时光已悄然从指间滑
过。无论我们是否已将自己丢弃，
但青春，梦想，爱情，我们的心都还
在原地不曾远离。

花在春天绽放，水在夏天澄净，
叶在秋天飘落，雪在冬天纷飞。每
个人都仅是那沧海一粟，流年似水，
在合欢花开的季节里，寻觅最真实
的自己，收获安宁。

时光你别催，该来的我不推；时
光你别催，走远的我不追。
（作者单位：安徽休宁农商银行）

合欢解意
方秀华

“这是俺家自产的蜂蜜，可甜
啦，不信你们尝尝！”家住山西武乡
县故城镇五科村的张建斌拿着一大
罐蜂蜜，满面笑容地向顾客推介道。

张建斌，今年 39 岁，你别看他
现在容光焕发，早几年前的他可是
村子里的“贫困户”，用他的话说：

“咱那会儿过得真苦，家里最值钱的
就是那台电视机。”

张建斌日子过得苦村里人都知
道，他上有年迈父母需要照顾，下有
正在读书的儿女需要接送上学，收
入就靠家里的几亩薄田。眼瞅着父
母身体一天不如一天，家里的娃一
天比一天长大，花销也是水涨船高，
张建斌急在心里。

“他爸，要不你出去找个活儿干
吧，家里有我就成。”妻子看出他的
难处，能做的也只是挑起家庭重担，
让他出去搏一搏。那天，妻子的话
让张建斌想了许久，可是他放心不
下年迈的双亲和上学的孩子。

张建斌所居住的五科村地处武
乡西北部山区，花源充足，山林的水
源、空气、土壤都是零污染。看着眼
前的这片山花遍野，他突然想起自
己早年学到的养蜂手艺，为什么不
试试在这山花灿烂中养蜂呢？想养
殖就需要启动资金，山里人贫穷，借
钱是不可能借到的。万般无奈下，
张建斌想到了在县里工作的亲戚，
便让亲戚带自己到县里的大银行试
试看能不能贷到款。转了几家银

行，被拒了几家，眼瞅着想搞养殖的
路就要被堵死了，让原本泛起的希
望又镀了一层黯淡灰色。

转机来自武乡农商银行下乡扶
贫工作队的到来。工作队下乡途中
了解到张建斌的家庭情况，主动上
门服务，望着站在门外的武乡农商
银行的工作人员，张建斌说不出的
激动。工作人员在详细了解他的创
业计划后为他办理了一张授信3万
元的“红星卡”，这种授信卡按天计
息，随用随取，有了收入存进去，利
息支出很低，非常适合他这种对资
金要求灵活的用款方式。有了钱，
张建斌引进了一批蜜蜂，建好蜂房，
走上了养蜂之路。张建斌凭着自己
的干劲，用了两年时间，成为当地蜜
蜂养殖“大王”。

“农商银行扶贫工作做的真扎
实，解决了俺家养蜂的起步资金，帮
俺走上了脱贫致富路。如今俺的蜂
蜜都销售好几批了，本钱马上就要
收回来了。俺是个农民，说不出什
么感激的话，但对农商银行俺真的
是打心眼儿里感激啊！”张建斌说。

如今，张建斌的蜂箱遍布他家
周边的地头屋檐、斜坡岩石，70 余
箱的蜜蜂可年产优质蜂蜜 2000 余
千克，平均每500克售价15元，全年
收入可达6万余元。有了这“甜蜜”
的产业支撑，张建斌的致富路更加
宽广。

（作者单位：山西武乡农商银行）

让生活过得比蜜甜
李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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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述篇

十五年前的七月一日，
不仅仅是建党日，
也是我和儿女们团圆之日。
我的出现，
让河北农信儿女有了“母亲”，
从此我们日夜相依在一起。

我是那土地，
哺育河北11个地市的农信儿女。
我是那河流，
浇灌着河北154家联社的土地。
我是那山川，
被河北的几千家网点之河环绕。

我的儿女们，
他们有着不同的名字，
却流淌着同样的血液。
他们叶连叶，枝连枝，
影连影，脉连脉，
生生不息也生生相惜。

十五年了，我的儿女们，
始终谨遵我的教诲，
坚持服务“三农”，
把主业做实、做专、做精，
他们做小不做大，
做实不做虚，做土不做洋。

我的儿女们始终记得自己，
姓农、姓小、姓土，
向实、向小、向内。
争当农村金融的主力军，
争当地方金融的排头兵，
争当普惠金融的领导者。

十五年来，我的儿女们，
一直不断追求着：
信贷业务的安全性，
财务管理的效益性，
电子银行业务综合性，
一切处于合规合法中。

我驻扎在乡村服务百姓，
服务“三农”信达八方。
我信念不泯，生生不息，
请记住，我是河北农信。
河北能行！信合能行！
我，能行！

儿女篇

走进你，
坐落河北大地上的农信社。
靠近你，
宽敞明亮的办公楼，
客户至上的营业厅。
你是金融界的脊梁，
你是经济腾飞的翅膀，
你是人民生生不息的希望。

倚靠你，
154家县级行社的臂膀，
感受你，
每位信合人不忘初心的真诚。
偎依你，
驻足农村扎根农村的希望。
从无到有，
从有到大，从大到强。

是你，紧跟“十九大”步伐，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是你，不断推出新平台，
提供新服务，展示新形象。
是你，全面推进深化改革，
发展普惠金融支持实体经济。
是你，走进新时代，
创新新理念，提出新要求。

望着你，为研发新系统日夜操劳；
抚摸你，疲惫而从不叫苦的身躯；
亲吻你，凭着一腔热血勇往直前；
力挺你，开启业务系统全面创新，
打开新局面，服务新农村。
作为你的儿女，我愿同你并肩作战，
为大信合新风貌奉献一份力量！

我是沧州农信，
我是保定农信，
我是张家口农信，
我是石家庄农信，
我们共一个有“母亲”，
她叫“河北农信”！
母亲，今天是您十五岁生日，
我们一起祝您生日快乐！
（作者单位：河北省沧县农信联社）

努力奋斗十五年
开启信合新篇章

张静

守望稻田
任朝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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