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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似花海岁月流香情似花海岁月流香
程振洋程振洋

近日，四川省联社召开学党史教育
推进会，党委书记、理事长艾毓斌强调，要
进一步“学党史”，在明理增信上力行。我
作为一名共产党员，作为办事处机关党支
部书记，积极主动学党史，自觉做到学史
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不
忘初心，始终坚守政治方向，坚定政治立
场，坚信农信为公，坚持务实担当。

我在微信群上看到一条《伟大的长
征，致敬先烈》的抖音，视频通过非常直
观的红线箭头沿着长征的轨迹，在地图
上行进，每到达一个点或长征中重大的
历史事件时，皆有标注文字，让人一目
了然，非常直观。伴随着激昂沉雄的音
乐，从江西瑞金集合向长汀、向宁都……
一路进发，到遵义，到四渡赤水，到腊子
口战役……最后到陕北吴起镇会师，近
6分钟的视频，看得我热泪纵横，眼前浮
现出英雄的工农红军长征的激烈场面：
天上国民党飞机大炮，地上蒋家王朝恶
狼追兵，中国工农红军血战湘江，四渡
赤水，突破乌江，彝海结盟，飞夺泸定，
翻越雪山，走出草地，会师吴起，怀揣初
心，一路厮杀，英勇的红军战士以生命
为代价，把革命的种子带到陕北……打
败日本帝国主义、战胜美帝国主义和国

民党反动派，最终建立了工农联盟为基
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新中
国……这一路走来，改天换地，翻天覆
地，惊天动地，伟大功勋，不朽丰碑，真
可谓感天动地，由共产党创造了这人间
奇迹，足以彪炳史册。

学习这段党史，让我激动不已，心
情久久难以平静，思绪一直沉浸在 30
年代那场持续两年半的惊天地、泣鬼神
的长征场景。一次次历尽艰难险阻，勇
往直前；一次次突破生死绝境，涅槃重
生。80多年前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
红军取得万里长征的光辉胜利，谱写了
气吞山河的壮丽史诗。之所以能取得
胜利，是因为有伟大的长征精神：那就
是把全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
看得高于一切，有坚定革命的理想和信
念，坚信正义事业必然胜利；就是为了
救国救民，不怕任何艰难险阻，不惜付
出一切牺牲；就是坚持独立自主、实事
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就是顾全大局、
严守纪律、紧密团结；就是仅仅依靠人
民群众，同人民群众生死相依、患难与
共、艰苦奋斗。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
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让我更深刻感
悟长征精神，再一次受到思想洗礼，实

现理想的升华。
四川农信 1951年诞生于泸州市黄

仪乡，由农户入股成立，发展到今天，经
过 70年栉风沐雨，玉汝于成，发展成为
存贷规模大、网点人员多、服务范围广
的地方金融主力军，学习领悟长征精
神，其实质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作为农信机构，四川农信一直秉持普惠
金融理念，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微
企业、服务县域经济发展，助力乡村振
兴，擦亮“四川农信，四川人民自己的银
行”这块金字招牌。

我与农信有缘，早在 80 年代读初
中时，由于我喜欢画画，经常到石庙乡
信用社去，看土墙房营业室里墙上悬挂
的那幅山水画，对信用社主任陈怀章非
常敬慕，心里更是有着一个不敢想的
梦，要是能到信用社工作该有多好。

1991年，我走出大山，来到绵阳打
拼，由于我喜欢写文章，成为《绵阳日
报》有名的“土记者”，有幸被涪城农信
联社主任尹昌友赏识，于1996年6月进
入四川农信这个大家庭，成为一名光荣
的农信人。我深感这份工作来之不易，
这个职业无尚光荣，自始至终热爱四川
农信这个组织，坚守自己从大山里走出

来的那份初心，暗下决心要好好珍惜这
份工作，牢记农信社的宗旨和使命，坚
持普惠金融理念，刻苦努力工作，为单
位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为广大客户提
供更加优质的服务。我先后在涪城农
信联社办公室、省联社信贷监管处（上
挂锻炼）、省联社绵阳办事处工作，25年
的日子里，我经历了1996年信用社与农
行“脱钩”、1997年按合作制原则规范信
用社、2006年成立省联社绵阳办事处等
重大历史时期，亲眼目睹四川农信（绵
阳）改革发展，也见证了四川农信（绵
阳）积极为地方党政解忧分愁的事件，
1999年为清理整顿农村合作基金会，整
体接收全市81个基金会，并入资产12亿
元、负债 10.9亿元；部分收购 78个基金
会，接收资产4.67亿元、负债4.66亿元，
为社会稳定做出了重大贡献。

2008 年“5· 12”汶川特大地震发生
后，四川农信（绵阳）第一时间系统内借
网点、借网络、借资金、借人员，及时恢
复营业，克服千难万险，跑步前行，为受
灾群众重建家园提供快捷的金融服务，
并及时出台八项措施，支持农户永久性
农房重建，累计投放贷款 51万户、金额
13.6 亿 元 ，占 全 部 农 房 重 建 贷 款 的

93%。在支持实体经济发展、支持抗疫
企业发展、支持“六稳”“六保”中，农信
社都做出了不可磨没的贡献，涌现出许
多令人感动的故事。我也随时以一个
农信人而骄傲自豪地投身于农信事业
的火热建设中，发挥自己的写作专长，
随时讲好“农信故事”，弘扬农信精神，
传播农信形象。在 2008年“5· 12”汶川
特大地震灾害期间，我三进北川、挺进
青川、深入汶川、赶赴绵竹采访报道，数
十篇文章及时在《中国农村金融》杂志、

《四川日报》等发表，把四川农信“山垮
房垮四川农信不垮，水停电停服务三农
不停”的光辉事迹传遍巴山蜀水。

今天，我学党史，学长征精神，更加
武装了我的头脑，增强我的政治觉悟和
思想觉悟，提高了我的政治自觉，我将长
征精神内化为强大的动力，结合自己的
本职岗位，敬畏我的这份职业，珍惜人生
机遇，热爱伟大时代，弘扬好“在农信、爱
农信、干农信”的主旋律，按照省联社党
委“1234567”治行兴社方略，从实处着
手、细处着眼、难处着力，当好为民服务

“孺子牛”、创新发展“拓荒牛”、艰苦奋斗
“老黄牛”。

（作者单位：四川农信联社绵阳办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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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忘初心不忘初心 热爱农信热爱农信
蒲天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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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秋前后正值枣儿成熟的季节，每
当想起姥姥家院落中那颗歪脖枣树及
儿时打枣时的情景，心中便多了几分甜
蜜，因此记忆中的打枣场景总会在记忆
的长河中闪现，每每想起，心中总会泛
滥起比枣儿还甜的蜜意。

童年的快乐总是简单易得，那时最
期待的事情就是母亲带着自己去姥姥
家，不仅是因为有好吃的月饼、有趣的
玩伴，更多的是能和大人在一起开展一
场别开生面的打枣活动。

清楚记得，那是中秋节过后的第二
天，母亲带着我早早来到姥姥家，清晨的
枣树是娇嫩含羞的，露水沾在枣儿上像
极了美人画了浓浓的红妆，秋风一吹，枣
树叶子簌簌作响，相邻的枣儿在风的撮
合下来了一个零距离的“碰头会”，这时
耐不住寂寞的熟枣便会自然地投入了大
地的怀抱，我如寓言故事里守株待兔一
般，把不费吹灰之力落下的枣儿收入囊
中，拿起来简单在手里一撮，勉强除去尘
土，“嘎嘣”一声狼吞虎咽地送进嘴里，有
时还会因为一时的“贪婪”咬到中间的枣
核上，猛地硌一下牙，吸取教训后会慢慢
收敛，细细品味枣儿的甘甜。

大人们吃过早饭后拿着竹竿、“卧
单”（方言，指的是包袱）登场，开始了今
天的重头戏——打枣。只见母亲先把
枣树下的空地清扫干净，紧接着把好几
个卧单相连地铺盖在地上，姥姥拿来挂

蚊帐用的竹竿，用绳子把两三个竹竿牢
牢的绑在一块，万事俱备后姥姥“发号
施令”让母亲“当角”来唱这出“重头
戏”，只见母亲尽情的挥舞着手中的“利
器”朝枣儿密集的枝叶上打去，而后会看
到“红玛瑙”伴随着“绿翡翠”在空中划出
优美的曲线优雅落地，噼里啪啦，既有

“嘈嘈切切错杂弹，大珠小珠落玉盘”之
声，亦有“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
木春”之势，不一会的功夫树下的空地就
披上了一层枣红色的外衣，衬托着树上
摇摇欲坠的几颗零星小枣在秋风的吹拂
下荡着秋千，相比树上而言，树下更为热
闹，红彤彤的枣儿冲出“卧单”的“包围
圈”落得满院子都是，我和几个姨兄弟争
先去抢跑的最远、熟的最透、个头最大的
枣儿，整个打枣活动持续半天时间，我们
的欢声笑语久久的回荡在这清净的农家
小院里此起彼伏、生生不息，现在回想起
来无尽的欢乐尽在其中。

仰首是春，俯首是秋。岁月在俯仰
之间悄然流逝，时间的洪流卷走了童年
最美好的期待，但美好的回忆不随时间
的流逝而流失反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愈
发厚重。

记忆中的枣儿甜，对我来说不单是
一种味蕾的享受，更是植根于心底的对
美好岁月的回忆，一种特殊的情愫，挥
之不去却历久弥新。

（作者单位：山东宁津农商银行）

丹桂香正郁，劲荷风摇爽。
千里谒娲祖，百媚竞红妆。
少年晒青春，老夫咏夕阳。
七碗思卢仝，明眸溢芬芳。

忆及昨日事，乡亲热泪滚。
青山不负人，村民数家珍。
生态醉远客，民生连民心。
名茶胜明茶，品牌抵万金。
仙毫缀珠靓，凤凰展翅新。

光裕蒋家坪，惠风习习薰。
锦屏话桑麻，春暖老县镇。
致富家门口，金融给力劲。
平利农商行，农银一家亲。
双基巧联动，双支主力军。
诚信赢天下，振兴新农村。

茶园结茶缘，茶德靓茶汤。
茶人论茶事，茶歌飘茶香。
玉露润雄心，妙笔出华章。
银针对鱼眼，物我两相忘。

中秋节前的周末，同城的作家魏兄
自驾载着写小说的徐兄，他的同事故交
孙兄、连兄和我，赶往邻城我们未听说
过的一个旅游景点。在车上魏兄说，他
也是听别人说这丛泉湖水美，岸边的花
海正旺，所以约你们一同去欣赏。一路
浴着秋阳，沐着金风，说说笑笑就到了
打卡地。

我们站在拦河筑坝行成的湖岸，放
眼波光粼粼的湖面，走近靠着水边一架
红色直升机、几棵棕榈树造型、伸进湖
水船型等供人拍照的景点，互相用手机
拍照后，又让游客为我们在直升飞机前
拍了合影。徐兄招呼我想一起走进岸
边，依然青岱茂盛的芦苇香蒲里看看，
可走到近处这水草下全是水，我俩便与
魏兄等三人一起离开湖边，穿过岸上的
水泥路走进花海，畅游这片人造的奇景
风光。

进入花海，先看到的是一片红艳艳
的万年红，这喜庆的红让人兴奋，给人

舒畅。沿花海中间的甬道前行，我们看
到，有的花是单植成片，有的是混栽，真
是姹紫嫣红，争奇斗艳，好不壮观。有
的我们能叫上花名，象万年红、格桑花、
美人娇、鸡冠花、老来变，也有我们不认
识的花更让我们多看几眼。

由于是周末加上天气晴好，赏花观
光的人很多。有成双成对的情侣，有年
轻夫妇带着大小宝宝，有带着老人的，
有组团一帮一伙的，也有单独走进花丛
自拍的，不管年老年少，都面含笑意，心
溢芬芳。

我羡慕一对对情侣，为爱执着为情
不悔，在茫茫人海彼此欣赏，在青春时
光的生命里绽放出风华，写满诗情；我
为老年人感到幸福，晚情于国家康泰昌
盛，你们把青春命运与国家紧紧相融，
听从党的召唤，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
是不计较得失的一代，共和国的基础连
着你们的血脉；我为现在的孩子们高
兴，一出生就是这个社会的王子、公主，

被爱的阳光抚育，如这花海中的花朵，
现在国家在为读书的娃娃们减负，把快
乐归还给绿野蓝天。

随赏花的人流登上观景台，流年在
花蕊中吐艳，岁月在心海里激泛，想起
生命过往中的深情厚意，真是花开若
梦，美好厉厉在目，是在吉林农信职业
生涯，在几家基层信用社做为管理者，
与同事们的真心交往，坦诚相待，如今
这些人大多都已退休，可当在花海中远
眺，依然看到他（她）们曾经青春的靓影
闪耀着风彩。走下观景台融入花海，彩
蝶翩翩舞花香，蜜蜂采蜜正繁忙。我看
同伴的四人，虽然己是退休多年，但在
芬芳中又回到了青春岁月，赏花像阅读
一段精彩的文字，听一曲美妙的天籁。

游完这片有二十公顷的大花海已
是中午，回到停车处，魏兄从车的后备
箱拿出起早采购的发面大饼、干豆腐、
香葱、火腿、一提罐装啤酒、两袋香酱
等，装在盘子里放在铺垫上。我们边吃

边唠，这顿野外午餐格外香甜。
其实，我和魏兄徐兄二位作家并不

常见，只是市里开文代会或作家协会开
展活动才见一见，但常在微信上对在报
刊杂志发表的文学作品互相鼓励点赞，
节日相互问候和惦念，与魏兄的两位同
事故交是第一次相处，虽是初见，但从
言谈中知道他们饱有学识为人坦诚，有
君子之风范。在我们这个县级小城，文
人相亲是传统，圈子虽小可温馨温暖，
和谐的氛围催生出好多佳作名篇发表
在省级、国家级报刊。

与新朋故友游花赏景当晚，独坐幽
静的书房，饮茶于柔和的灯光，我想，将
心放逐于阳光，心境美好时，捡拾内心
的感动，装点人生的绚烂，在大自然的
韵律里行走，不求浓郁芳菲，只需淡淡
的温馨悠远。于是打开日记，写下心香
一缕，把沿途的风景铭记，留待余生把
生命温暖……

（作者单位：吉林公主岭农商银行）

陪伴皆是情
许强

陪伴，有友情，有亲情，有爱
情，更有根植于始的家国情。生活
在社会中，工作在单位里，感情的
陪伴，是寄托，是希望，既给予我们
更大的动力与源泉，又赋予我们更
大的责任与担当。

家是温馨的港湾，情感的归
宿。感受家的温暖，体悟家的意
义：悲伤时的安抚，喜悦时的分享，
病痛时的照顾，外出时的牵挂……
真诚感叹“有家真好。”

家是国的基础，国是家的延
伸。家如细胞，编织成国。单位似
线，似蜂巢，串起家与国，如石榴子
般紧密相连。

单位，为你的人生搭起实现价
值的舞台，伴随成长，实现梦想。
如蔚蓝的天，无际的海，纵情发挥，
任翱翔，随畅想。有狂风，有暴雨，
那是人生的洗礼，铸就坚韧与不
屈；有阳光，有恬静，那是人生的写
意，憧憬未来与遐想。

总有人说，单位总有忙不完的
活，干不完的工作，烦躁与低落干
扰着情绪，精神似有无形的枷锁。
当我们积极乐观时，看到的是阳光
明媚，当我们消极低沉时，看到的
就是阴雨连绵。感受成功时的喜
悦，体会放下时的轻松，感觉，原来
完成一项工作，心情是舒畅，心灵
是喜悦。

能够影响我们的，始终是我们
自己的心态。法国思想家、文学家
罗曼·罗兰说，生活中最沉重的负
担不是工作，而是无聊。忙碌，是
另一种情感的释放。

单位，不仅给予薪资、实现人
生价值，更多的是给予我们另一方
式的人生陪伴。从朦朦胧胧的新
员工，成长为业务精湛的大能手；
从不知所措的小样儿，成长为运筹
帷幄的负责人。从青春到鬓发爬
上白，单位，见证了你的成长，刻录
着你的精彩，陪伴你的奋斗。

无论是辛勤耕耘的小兵，还
是决胜千里的将帅，精修自己，锻
造意志，风雨见证，一路征程一路
相伴。

时间，总是在不经意间悄然流
逝，一万多个日子里，或许有过不
称心，有过不如意，这是成长的考
验。不经历风雨，怎能见彩虹。成
长历程，没有捷径，通过努力与付
出，登上的山顶，看到的才是真正
的风景。

有人相伴，人生旅途不在寂寞。
有情相伴，人生历程不在孤独。
品人生，才能尝出酸甜苦辣。
阅经历，才能悟出人生哲学。
陪伴皆是情，感恩才入味。

（作者单位：浙江瑞丰农商银行）

平利问茶
白来勤

我常常问自己，责任是什么？我认
为，责任大于能力，责任也许是对自己
所负使命的忠诚和忘我的坚守。

那对于山东临清农商银行的员工
来说责任又是什么？责任是对自己所
从事的岗位百分百的热爱和付出，是不
断地努力学习，不断地提高自己的水
平，成就更好地自己，以应对更大的挑
战和行业风险，这是对自己责任；同事
之间友好相处，共同学习，共同进步，敢
于批评他人，也欣然接受批评，这是对
同事的责任；能够迅速的了解基层柜面
工作出现的问题，并及时向领导反馈，
这是对领导的责任。对于刚刚走出象
牙塔的我，是因为临清农商银行的青睐
与信任，我才拥有了人生第一份工作，
努力的工作，不断地学习，完成从稚嫩
的大学生到有责任有担当的职业人的
转变，不辜负临清农商银行的信任，这
就是我对临清农商银行的责任。

我作为一名支行的普通员工，每天
的工作简单却也系统。日复一日，平平
淡淡，每天清晨站立迎接第一位客户，
微笑服务送走每一位客户，以最优质的
服务面对同样有着喜怒哀乐，形形色色
的客户，将平凡的工作做到极致，总会
作出不平凡的成绩，客户的笑容就是最

好的答案。记得那是一个早晨，一位八
十多岁的老爷爷手里拿着一叠面额不
等的钞票来我所服务的窗口办理业务，
老人年纪大了，显得有些害怕，害怕对
所办理的业务流程不熟悉，前后需要核
对很多遍。我耐心的给老人讲解我当
前正在办理的业务内容，指导老人了解
票据上的关键信息并签字。办理完业
务后，老人露出轻松的神态，并为我竖
起大拇指。那一刻，我为自己感到骄
傲，任何的付出都是值得的，你的付出
被人所赞扬，这也是我们临清农商银行
对社会的承诺，是一种责任。

在追求优质服务的路上永不停歇，
在日常工作中我积极钻研学习新的业
务知识，加强各项服务技能训练，尽量
做到让客户少等、少跑、没疑问，努力
让自己迅捷、高效、准确的办理业务。
我们对自己高要求的目标只有一个，
让客户享受到满意的服务。每办完一
笔业务，我都会站立起身，真诚的对客
户说一声：“带好随身物品，请慢走。”
在客户满意的笑容中，我看到的是信
任与敬佩；在辛勤的工作与学习中我
提高自己的素质与能力。虽然很累，但
我很快乐！

（作者单位：山东临清农商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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忆打枣趣事
宋青华 郑若祥

责任
刘淑慧

辛丑岁中秋前，随陕西
金融作家赴陕南“我为群众
办实事、送文化下基层”采风
活动成员一行到安康平利，
感悟安康良好的生态环境和
深厚的文化积淀；走访全国
支农支小“双支百佳单位”平
利农商银行同仁，问茶平利
长安镇、龙头村，感受金融助
力乡村振兴带来的红利，感
慨良多。

（作者系陕西省金融作家协会副主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