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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南阳村镇银行
成立十周年

刘辰浩

匆匆那年，
你悄然崛起，我青春正好。
你逆流而行，我铿锵相伴。
灼灼当下，
你意气风发，我斗志昂扬。
你跻身翘楚，我热血满腔。
耀眼未来，
你华丽蜕变，我砥砺前行。
你大爱无言，我梦想飞扬。
离开青葱校园，走进吉林延边农商

银行，这已是我参加工作的第六个年
头。回首这六年，我与延边农商银行有
太多关于生活、工作、成长的故事值得怀
念。同时，我也见证了延边农商银行创
造的一个个不可能，从崛起到蜕变，从突
破到跨越，一个个熟悉的镜头，一帧帧亲
切的画面，一串串振奋人心的数字，一块
块熠熠生辉的奖牌，如同一道穿越时光
的光影长廊，在我心中不断完美呈现。

初识延边农商银行，宏伟大气的办公
楼，明亮干净的办公环境，一应俱全的服务
设备，高端温馨的服务场景，身着行服举止
优雅的工作人员，无不令我心驰神往。

即将加入延边农商银行的那天，望
着夜里还亮满灯光的玻璃窗，让站在下
面的我心怀忐忑，即将成为里面的一员，

即将站在这座楼的高层上俯瞰自己的未
来，令我既紧张又兴奋。

初入职场，我成为一名前台小“桂
圆”。在基层一线，我捕捉到许多勤奋农
商人的身影，他们在自己的岗位上无私
奉献，敬职敬业。我看到杵着拐棍的老
人向网点缓慢移动时，大堂经理赶紧上
前搀扶帮忙；我看到炎炎夏日清洁工阿
姨来到网点乘凉工作人员为其递上凉茶
时，她脸上瞬间绽放的笑容；我看到缴医
保费、取暖费客户爆满时，延边农商人有
条不紊地收费，没有时间吃午饭；我看到
寒冬里延边农商人穿着厚棉袄在社区里
发放宣传折页，践行普惠金融，不打半点
折扣；我看到医院病房里行动不便的老
人一脸焦急，延边农商人为其上门服务，
迅速办理挂失业务，老人连连感谢；我看
到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延边农商人坚守
岗位，保证金融服务不打烊，在复工复产
期间，冒着寒风和疫情的风险，为小微企
业送去金融“活水”；我看到延边农商人
践行社会责任与担当，弘扬党员志愿服
务精神，为困难群众圆梦“微心愿”，为留
守儿童送上爱心与祝福。

当然，这里也有我不算高大的身
影。我为了克服“外地人”带来的资源限

制，在生活中，无论是买菜、“遛娃”还是
和朋友聚餐，我都会抓住各种机会拓展
客户资源。现在，我的微信里已有 2200
余人，他们不只是我的客户，更是我的好
朋友和好邻里。我还加了181个客户经
常使用的微信群，每当农商银行有新活
动、好产品时，我都会精准推送给有需求
的客群，让他们足不出户第一时间享受
到一对一便捷服务；对于行动不便的客
户我还提供上门接送的VIP服务，逢年
过节、过生日，我的“朋友们”也许还会收
到我送上的“意外惊喜”，而他们也帮我
实现了存款从500万元到4000万元的跨
越式增长。2020年，延边农商银行存款
突破 300 亿元，跻身千亿元以上规模农
商银行“第一梯队”。

后来，我从一名前台柜员成长为汇
丰分理处的一家之长，我深感身上肩负
的使命更重了。为完成存款破亿元工作
任务，我和网点同事们利用休息时间挨
家挨户走访周边社区及商户，了解网点
附近“衣食住行”特色，开拓特惠商户；将
延边农商银行“做老百姓自己的银行”理
念介绍给社区管理委员会，并与居委会
一起为社区居民搭建共建平台；我与大
家融入到周边居民的生活中，用最真实

的情感与客户交朋友，每逢端午、中秋、
重阳、新春等节日，我与小伙伴们都会给
客户们送去节日慰问，组织包粽子、闹元
宵、春游等活动；为周边商户上门兑换零
钱，讲解假币识别小技巧，提供大额取现
线上预约等便捷服务。渐渐地，我们与
周边居民更加熟络，有的居民做了茶叶
蛋、咸菜、包子，主动送给我们品尝……
我们坚持与社区百姓“先做邻居，再做业
务”，与客户形同“自家人”，而客户带给
我们的是业绩持续快速增长。在为客户
提供服务过程中，我结识了更多优质人
才和有识之士，接触了许多知名企业和供
应商，与市场拉近了距离。从而，视角得
以打开，知识得以发散，人脉得以扩展，能
力得以提升。在此期间，我惊喜的迎来一
个“小生命”，成为了一名母亲，我克服孕
期带来的身体不适，坚守岗位，与小伙伴
们一起完成了存款破亿元的工作任务。

现在，延边农商银行对我来说，是一
个谆谆教诲的导师。我参与了所在支行
经营发展规划的制定，与团队一同走上
街头在营销一线奋战，并迎接业务治理
体系改革的浪潮。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小微企业难
以为继，延边农商银行创新零售信贷产

品，推出“公薪贷”“公易贷”“公信贷”以
满足不同客户需求。为了将好产品快速
投入市场，延边农商银行行长、副行长带
领全行员工主动上门为广大客户“送服
务、送产品”。我作为小组长与团队一起
深入到工商局、税务局、审计局、学校等
政府职能部门及事业单位实行重点营
销，大力宣传贷款产品，重点分析宣讲延
边农商银行信贷产品与其他商业银行信
贷产品对比的特色及优势。

刚开始宣传时，很多客户只是抱着
咨询的态度，并没有要办理业务的意思，
我们则传承农商人的“背包”精神，秉持
真诚待人的态度，真实推荐，不掩盖，不
夸张，不虚假。我们自信，延边农商银行
的产品和优惠政策足够吸引人。

我们精心制作印有产品信息的纸
抽，粘贴上客户经理的名片作为小礼物
送给客户，主动添加客户微信获客，每天
在朋友圈转发产品介绍；小分队加班加
点，用一周时间对接政府职能单位 93
家，通过持续不断的宣传推广，主动上门
的客户越来越多，仅一个多月，支行累计
发放公务员信用消费贷款1307万元，其
中，开发区支行获得延边农商银行系统
内首个“贷款清零网点”荣誉。

今年，延边农商银行机构改革，采取
公开竞聘、竞争上岗选任中层管理干部，
使我有幸走上了支行管理岗位。延边农
商银行教会了我工作方法，提升了我的
专业水平，特别是让我认识到自己身上
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培养我从一名银行
普通员工成长为一名中层管理干部。对
我来说，延边农商银行不仅是一个干部
员工优秀、战略目标明确、企业氛围温暖
的平台，更是几代延边农商人用勤劳、智
慧、奉献和爱筑起的幸福家园。

提起未来，我总是心潮澎湃，满怀期
待。我期待不久的将来，你能用普惠金
融的甘露为家乡实体经济发展提供更为
强大的支撑；我期待，今后的日子里，你
会一天比一天强大；我还期待，人生旅
途，我也能像你一样，增加社会财富，助
力社会进步，在追求自我实现过程中，播
撒喜悦，收获幸福。

亲爱的延边农商银行，这么多年来，
我一直想对你说一声：谢谢！感谢你一
路相伴，更感谢你，为我的人生留下了许
多美好瞬间。当我须发尽白时，回忆起
我们并肩走过的日子，一定会有很多满
足、很多幸福。
（作者单位：吉林延边农商银行延江支行）

我心中的延边农商银行
臧津

周末赶到贵阳看望奶奶，82岁的
老人病魔缠身，今年已是第三次进医
院了，不过精神尚好，看到我她特别
高兴。聊天中我发现《学习强国》还
没学，便打开 APP 播放新闻联播，播
的是庆祝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奶奶
听到后说：“时间过得真快，我 13岁时
新中国才成立，现在都 70周年了。我
已经活到八十多岁，得感谢这个国
家，现在的日子越过越有盼头，我还
想多活几年。”我们都笑了，奶奶这代
人，大多都是普通人，经历过不同朝
代以及太多苦难，但日子好不好过他
们是知道的。

奶奶以前跟我说过，曾祖父很小
就成了孤儿，八岁就开始自己背砂锅
赶集，卖得好就唱着回来，卖得不好
就哭着回来。新中国成立之前，土地
都是地主家的，曾祖父只能租地来
种，还要被地主剥削和压迫。那个
年代，读书是很奢侈的一件事，但无
论多么艰苦，曾祖父都想法设法让
爷爷他们去读书，还特意省吃俭用
买个马灯照明，晚上读书都用它。
曾祖父一生中最大的遗憾是没上过
学，所以他临走前嘱咐爷爷，一定要
让子女读书。

新中国成立后，开始实行土地承
包制，爷爷们分到了土地，虽然是承
包，但只要缴了公粮（农业税）剩的就
都是自己的。有了土地，家里的粮食
够吃了，还有剩余。2006 年，在中国
历史上实行 2000 多年的农业税取消
了，农民每年还能拿到农业补贴。多
地兴办学校，爷爷铭记曾祖父的话，
想尽一切办法送子女读书，爸爸七
兄妹都上过学。那时，电还没有普
及，马灯继续发挥着作用。

我清楚记得，自己是 1998 年
开始上学的，读到 6 年级就开始
推行九年义务教育，当时六年级
的学费是 100 元，现在看来不
多，但在一个农村家庭还是有
压力。我爸爸只读到初中，那

个时期其实很多能读书的人也因为
没有钱读不起书。他没有改变命运，
但是通过读书，爸爸知道无论多么贫
穷，都要让我们读书，这是改变命运
最好的途径。

我读书时已经有了电灯，煤油灯
很少用。有一天晚上，作业还没写完
就停电了，找了半天发现家里的蜡烛
也用完了，心里特别着急。这时，爸
爸从柜子里拿出一个盒子，打开后拿
出一个包裹着几层布像酒瓶子的东
西，小心翼翼地解开上面的布，倒进
煤油后，一点就亮了。我问这是什
么？爸爸说，这是马灯，电没有普及
之前它就是家里的宝，到了晚上它的
功劳特别大。这是爷爷生前最喜爱
的东西，让我好好保管。那天晚上我
按时写完了作业，只要是停电的时候
我就会使用它。那盏马灯陪伴了四
代人，依然可以照亮黑夜、点亮未来。

2012 年高考结束后，我考上了大
学，家里特别高兴，高兴的是我成为
这个家里的第一个大学生；却又带着
忧愁，愁的是他们只能凑到我的
生活费。还好有国家助
学贷款，让我圆了
大 学 梦 。 毕
业 以 后 ，

我进入农信社，在云贵高原上的国家
级贫困县成为金融扶贫路上的一
员。千千万万像我一样的贫困学子，
通过助学贷款完成学业，通过读书改
变命运。

2019 年，是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
回顾来时路，因为有了共产党才有了
新中国，因为有了新中国才有了我
们。我爱我的祖国，我爱中国共产
党。作为一名党员，一名金融青年，
无论穷与富、能力大与小，拥有家国
情怀，不忘初心，饮水思源，扎根基层
坚守岗位，发扬老一辈信合人的为民
情怀，践行金融助力脱贫攻坚、金融
助力乡村振兴，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
任。千千万万的农信人，遍布在贵州
的每一个乡村，用金融“活水”浇灌致
富之花。我们都在追梦：关于我们和

“三农”、我们和故乡、我们和祖国。
马灯犹在，读书尚可，我和我的

祖国，未来可期！
（作者单位：贵州大方农商银行）

2020年 12月 31日，年终决算日，
一个对银行人来说有着特殊含义的日
子。这一天，大家聚在一起，要把所有
的档案归类、成册、敲章、装订、装盒；
这一天，是银行最忙的一天；这一天，
也是一年中天气最寒冷的日子，但都
挡不住我们银行人年终决算日高涨的
工作热情。

俗话说，编箩筐难在收口。年终
决算就是一年的业务和财务收支的

“收口”时点。为了“收”好这个“口”，
我们有条不紊制订工作计划，紧锣密
鼓加大工作力度，确保在年终决算日
圆满完成“收口”任务。

不负韶华争朝夕，年终决算正
当时。不知不觉，年终决算已在忙
忙碌碌中从白昼至星辰，这也像是
我们一年忙碌工作的缩影，令人不

得不感叹时光如白驹过隙。2020 年
是极不平凡的一年，我们经历了年
初新冠肺炎疫情大规模暴发的生
死考验；我们经历了疫情初步控制
后快速复工复产的经济挑战；我们
经 历 了 如 何 帮 扶 小 微 企 业 、服 务

“三农”的重大转变。而我们也在这
一年砥砺前行交出了满意的答卷。

时针向零点飞奔，时代催人奋
进。我们迎来了崭新的 2021 年。在
2021 年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

“十四五”开局之年，同时也是全面建
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开启
之年，这样重大的历史交汇期，富阳
农商银行的每一位员工都将“努力奔
跑、奋力圆梦”勇往直前，创造更加灿
烂的辉煌。

（作者单位：浙江富阳农商银行）

春夏秋冬，周而复始，我却尤喜
冬天。南方的冬天，寒冷的空气中夹
杂着一丝丝水汽扑面而来，似乎在和
你说，我不像冰城哈尔滨的冬天，银
装素裹，粉黛略施，舞动着飘逸的彩
带，迈着轻盈的脚步向你走来；也不
像海南的冬天，慵懒的躺在阳光下
面，凉意只存在于那偶尔的惊鸿一瞥
间。南方的冬天，像是个温良的姑
娘，娇羞美艳，想要靠近她却永远追
不上她。

南 方 冬 天 的 寒 意 总 是 姗 姗 来
迟，犹抱琵琶半遮面。她要在一场
凉意肆虐大地、秋叶纷飞的庆典后
方才登台开始演出。她舞动着水
袖让萧萧落叶的枝头颤颤发抖，用
纱巾遮住脸庞，离你忽近忽远，让
你觉得她忽冷忽热；小草禁不住她
的万千变化，躲进了大地母亲的怀
抱中取暖；偶见路边几株枫树穿上
红衣裳静静的观赏着冬天姑娘的

表演；在肃杀的空气中，她投下一
缕斑驳的暖阳，人们尽情的享受着
她的馈赠，她似乎察觉到了人们的
贪婪，于是在午后，人们懒洋洋的
伸完懒腰之际匆匆息影落幕，一切
回归安静。

冬天姑娘的舞台绚烂多彩，而白
色则是她最爱的颜色，她熟知短暂才
美丽的舞台原则，吸引着男女老少对
她一望无际却又短暂的白色舞台念
念不忘。如今的冬天已鲜有落雪，偶
有几片落下，不等堆积起来，便已融
化。而孩提时光，冬日的回忆终究属
于那一片白，皑皑白雪有盖满屋顶
的，散落枝头的，还有在孩子们的手
里变成一个个可爱雪人的。一年一
两次的白雪盛宴是冬天姑娘舞台的
高潮。转瞬而逝的白雪投入大地母
亲的怀抱，它送走冬天姑娘，又迎来
一个生机勃勃的春天。

（作者单位：浙江镇海农商银行）

文荟小品文荟小品文荟小品文荟小品文荟小品文荟小品文荟小品文荟小品文荟小品文荟小品文荟小品文荟小品文荟小品文荟小品文荟小品文荟小品文荟小品文荟小品文荟小品文荟小品文荟小品文荟小品文荟小品文荟小品文荟小品文荟小品文荟小品文荟小品文荟小品文荟小品文荟小品

2010年，一渠甘甜丹江之水，
连接京津与南阳，
饮水思源，三地携手共建村镇银行。
十年时光，匆匆而逝。
十年历程，已成过往。
十年来，我们坚持定位，
支农支小，回馈地方。
践行普惠，深耕三农，茁壮成长。
履行责任，精准扶贫，助力小康。
积极进取，金融服务，惠及城乡。
十年辛苦，十年喜乐，十年成长。
是你，年轻的小伙，
披星戴月，不辞辛苦，
走进社区，深入村庄。
十年汗水，十年努力，十年芬芳。
是你，漂亮的姑娘，
三尺柜台，服务客户，
满脸微笑，充满阳光。
十年风雨，十年收获，十年风霜。
是你，勤劳的老同志，
兢兢业业，默默无闻，
无私奉献，爱岗爱行。
一枝独放不是春，
百花齐放春满园。
正因为有你们，
我们的队伍，
豪情万丈，斗志昂扬；
正因为有你们，
我们的队伍，
蓄满能量，光芒万丈。
同道者同谋，同谋者同心。
十年春秋，历经沧桑。
几多风雨，几多彷徨，
困难一起担，成功一起享。
同心者同路，同路者同行。
十年愿景，蓝图展望。
披荆斩棘，守护梦想，
我们期待下一个精彩开场。
十年很短，未来很长。
时光荏苒，不惧风霜。
一场伟大变革，
将诞生于接续奋斗！
今天，
我们控风险、调结构，
强管理、稳增长，
昂首阔步走在转型发展大路上。
我们的队伍浩浩荡荡，
每一个人都全副武装，
时不我待，逆风飞翔。
我们的决心势不可挡，
每一张脸，神采飞扬，
一往无前，拾级而上。
未来，我们要做困难的挑战者，
勇立潮头，敢于拼搏，
厚积薄发，扬帆起航。
未来，我们要做梦想的开拓者，
扎根三农，不忘初心，
齐心协力，奋发图强。
未来，我们要做时代的奋进者，
振兴乡村，牢记使命，
励精图治，谱写华章。
未来，我们描绘蓝图满载希望！
未来，我们共同奋斗不负时光！
未来，我们砥砺前行再创辉煌！
天戴其苍，地履其黄，
纵有千古，横有八荒，
前途似海，来日方长！
（作者系河南南阳村镇银行行长）

决算日·开局年
高程琳

南方的冬天
李昊嘉

1983年 5月，刚初中毕业的我有幸
走进了吉林省东辽县农信联社建安信
用社，成为一名东辽农信人。37年来的
风风雨雨，我见证了农信社由农行管理
到 1996 年脱钩，再到人民银行管理，
2003年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2004年成
立省级农信社至今。可以说，我的名字
与人生同“农信人”这三个字紧紧连在
一起。

我出生在一个农民家庭，上有一个
哥哥，下有一个弟弟和一个妹妹。因年
龄小的缘故，对爷爷奶奶的记忆有些支
离破碎，但我对爷爷的很多事情还记忆
犹新。

父亲与农信社的结缘可以说是“半
路出家”。那时，还是“三社”（人民公
社、供销社、信用社）年代，父亲在生产
小队做会计，后来被公社安排到信用社
工作，1972 年成为一名农信人，直到

1999年退休。
在我儿时记忆中，父亲是一个吃

“红本”的人，月月可以领到“细粮”，让
左邻右舍羡慕不已。不仅如此，单位还
给配发了一辆公车——“二八”自行车
和一个背包，这也就是我记忆里的“背
包精神”的“雏形”吧。

父亲骑着自行车，背着背包，起早
贪晚，走村串户，真正成为了农民的贴
心人。谁家下酱的大豆不够或缺盐了，
可以贷款；买个小猪仔也可以贷款，贷
款用途可谓“五花八门”，但真正为老百
姓解决了实际困难。

“以社为家”绝不是一句空话。每
逢节假日，父亲与其他前辈们不是在做
年终结算，就是在值班守库，从无怨
言。那时我已上学了，看到父亲总那么
忙有些不解。父亲总是笑着说，信用社
就是银行，我们的工作就是整天和钱打

交道，钱款必须做到分毫不差。从父亲
身上，我看到了那个年代农信人“责任、
敬业、担当、奉献”的职业操守。1983年
我到信用社上班后才真正明白，什么是

“背包精神”。
那个年代，面对经济落后、交通不

便、信息不畅、金融需求多样的农村，要
想满足老百姓迫切的金融需求，“背包
银行”应运而生。在老百姓的炕头上、
田间地头都会有农信人为老百姓办理
业务的身影。

随着科技进步，机动车取代了“二
八”自行车，计算机代替了算盘，但老一
辈农信人的“背包精神”不能忘。信用
社“因农而生，随农而变，为农转型，助
农富强”，只有立足“三农”，才能在广
袤的黑土地上生根、开花、结果。新时
代客户的需求在不断更新升级，这就
更需要我们传承和发扬老一辈农信人

的“背包精神”，把农信社办成“农民致
富的银行、微企成长的银行、居民兴业
的银行”。

“背包精神”是信用社与“三农”沟
通的纽带与桥梁，每当看到我们的员工
深入城区街道、走进千家万户时，每当
农民丰收后将余钱存到信用社时，每当

“三农”或小微企业遇到资金困难到信
用社办理贷款时，我们的“背包精神”见
证了农信员工热情服务的情怀。作为
新一代农信人，要传承和弘扬“背包精
神”，紧贴“三农”、依靠“三农”、服务“三
农”，使农信社与“三农”离得更近、贴得
更紧。

“背包精神”是农信社多年来积淀
的企业文化精华，是农信人的一面精神
旗帜，“背包精神”的“基因”已植入到农
信事业发展的“血脉”中。在新时代，迫
切要求农信社建立覆盖全程、配套综

合、便捷高效的现代金融服务体系，提
供深层次、多元化、全方位的金融服务，
打造具有农信特色的“三农”服务专业
组织，继承和发扬当年老一辈农信人身
上的精神财富——“背包精神”，将自身
发展放在新时代大局中来谋划，努力谱
写农信转型提质发展新篇章。

时间将证明，以实干诠释“背包精
神”，以奉献凝聚前行力量是我们传承

“背包精神”、做好“百姓银行”的最好
方式。

如今，我家可谓三代农信人，父亲
退休了，妹妹也退休了，我和哥哥也快
到了退休年龄，儿媳和侄子、侄媳妇又
成为了新一代农信人。家国情怀，代代
相传，农信社姓“农”，老一辈农信人的

“背包精神”需要我们农信人去创新传
承、发扬光大。

（作者单位：吉林省东辽县农信联社）

传承新时代“背包精神”
孙世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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