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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走过30多年，褪去了往日的天
真可爱，褪去了昔时的浪漫情怀，也褪去
了过去的懵懵懂懂，多了一份成熟，多了
一份真诚，多了一份对真情实意的留恋。
歌中唱得好：记忆是阵阵花香。有真心与
爱的记忆，是那最迷人的花香，花香沁人
心脾，花香感人肺腑，花香历久弥新。

那是2013年的春末夏初，那时的阳
光总是那么温暖而不刺眼，和煦而不炎
热。怀孕已经 8个多月的我，以准妈妈
的身份每天准时出现在柜台前，紧张有
序的工作让孕期的每一天过得充盈而
美好。

中午 1点多，值班的我静静地和孩
子进行着心灵的沟通，这时走进来一
位客户，30 多岁的模样。那时的营业
室，没有大堂经理，没有智慧柜员机，
看到急匆匆走来的客户，我赶忙起身：

“您好，姐，请问您办理什么业务？”“取
钱。”客户说着，已掏出早就准备好的
银行卡和身份证递了进来。“取多少
钱？”能够明显感受到客户的着急，我
一面打开取款页面，一面询问。“5万。”
客户话不多，也许是太着急的缘故。
那时的电子支付还没有铺天盖地，那

时的交易大都是货真价实，那时的感
情表达都是真情实意。客户输入密
码，打印凭证，签字，点好钱，递给客
户，业务的每个环节好像都在争分夺
秒，很快办理完毕。客户匆忙道谢之后
就离开了。我还对儿子说：你看，这位
阿姨这么匆忙，妈妈一定尽全力快些处
理完毕，别让阿姨在路上太着急了。

忙碌起来，时间总是过得很快。临
近下班，我开始认真核对凭证与现金，
进入一天工作的尾声。

小插曲总是这么不经意间地流
出，扰乱了时间的秩序，激起了生活的
涟漪。查看现金尾箱，目测一下手中
的现金，我感觉好像不太对，精神一下
子紧张起来，清点完毕，果然少了 4.5
万元。错乱的秩序让我惶恐心惊，生
活的涟漪让我惴惴不安，手都有些发
抖了，一年的工资才多少钱，这突如其
来的短库让我不知所措。还是内勤主
管经验丰富，又比我年长几岁，赶紧过
来劝我先别慌，赶紧查看一天的手续，
回忆一下所有的业务。

凭着记忆，翻着传票，渐渐地，我找
出了中午的那张传票。我清楚记得，当

时客户取了 5万元，可传票上打印的却
是 5000 元，一个零的差距就是 4.5 万
元。一定是当时忙着给客户取钱，少输
入了一个零。可是客户会承认吗？第
一次碰到这种情况，心里特别没底。打
了一个电话给客户，没有人接听，心里
更有些慌乱了。再次拨出了那个号码，
等了好久，终于接听了，我赶紧向客户
姐姐说明了情况，紧张地等待客户的回
应。“哦，没事。我是取了5万元，今天着
急，我也没看。钱还在我卡里是吧？我
这就过去。”听大姐这么说，我心里的石
头放下了。

等待的时间总是漫长的，十几分钟
的时间感觉像过了一个世纪。大姐终
于来了，直奔我的柜台，把卡递了过去，
同时还递了一个微笑给我：“来，给你。
别担心，我不会不来的。不是咱自己的
钱，咱不能要。”

“姐，真是谢谢您了，这么晚了，还
让您跑一趟。我以后一定注意。”

“这有什么，咱们都是打工的，工作
都不容易，我能理解。谁都有出错的时
候，我当时着急走，就感觉这姑娘真利
索，这么快就帮我办完了，而且还挺着

个大肚子，都快生了，还这么敬业。我
要是贪这钱，我自己心里都过不去。今
天我爸住院，我急着取钱就去医院了，
平时都有短信，我没看就走了。你打了
电话后，我才看了一下短信，确实是少
取了。我赶紧就过来了，怕你担心影响
孩子。快取出来吧。”办理完，我把大姐
送出门外，她冲我笑了一下：“快回去
吧。快生了，也真是不容易，赶紧回家
休息吧。”

库平了，心却平静不下来。无波
真古井，有节是秋筠。说的真好。谢
谢您，让我对生活有了更美好的认识；
谢谢您，让我感受真诚的力量；谢谢
您，让我的孕期有了这么一段难忘的
记忆。

人生在世，我们做了那么多改变，
是为了心中的不变，不变的信仰，不变
的真诚。

生活是一杯美酒，随着时间的发
酵，再添进感恩的心，真诚的情怀，实意
的恳切，会让这杯酒每一口都是浓郁，
每一滴都是纯粹，每一点都是记忆中的
花香。

（作者单位：山东临清农商银行）

我们从长白山脚下走来

我们从布尔哈通河岸边走来

我们从矿泉水之乡走来

我们从安图革命老区走来

我们从安图农商银行走来

我们向百姓最需要的地方走去

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

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不断创新发展思路

因为这是我们的本意

因为这是我们的职责

我们识大局强意识

坚持为当地经济市场发展服务

为服务县域实体经济

高质量发展注入金融动能

因为这是我们的责任

因为这是我们的方向

增强服务市场意识

尊重市场提升服务意识

用优质服务促进发展

解决发展过程中的问题

因为这是我们的生命

因为这是我们的原则

不断提升创新意识

不断开拓创新

为安图农商银行注入新活力

努力开创新业务发展途径

因为这是我们的动力和使命

我们坚持道路自信

这是对发展方向的自信

这是对美好生活的保障

这是向未来前行的保障

这是走向胜利的保障

我们坚持理论自信

这是勇于迎接挑战的底气

这是全面提升自己的底气

这是爆发更多能量的底气

我们坚持制度自信

这是敢于直面挑战的动力

这是奉献伟大祖国的动力

这是服务人民群众的动力

我们坚持文化自信

这是换取广泛认可的源泉

这是赢得真挚信赖的源泉

这是开创美好明天的源泉

（作者单位：吉林安图农商银行）

一年一度的时节更替，经过了炎
夏，不知不觉又到了立秋，有的人忙着
增重，有的人顾着减肥，总之希望在秋
日里多少有些自己的收获，即将收获的
初秋是美丽的。

秋日来临，最明显的是天空蓝蓝
的，偶尔几片白云映衬，像银河在天空
中流淌，一会儿又汇聚成一朵朵，如一
团团雪花在空中飘浮，一会儿又变成
一片片鱼鳞一样排列着，一会儿又像
开婚纱店一样，在天空中悬挂的满处
都是……旁边的一轮太阳也被这变幻
多端的奇异景象惊呆了，竟然变得温柔
如水，不再像夏天那样跋扈了，万丈光
芒润泽着大地。

树木郁郁葱葱，草也不愿再疯长
下去。小鸟反而活跃起来，在树木间、
草丛上飞来飞去，叽叽喳喳，仿佛在谈

论着天气；时而展翼飞腾，空中盘舞，
时而落地，蹦蹦跳跳，张望觅食。

一阵风吹来，树叶慢慢摇动着，偶
有几片就势落下，就像 50 岁的男人，
有几根白发也不失年华。轻轻微风送
爽，吹拂着每个人的面颊，就像年轻的
妈妈小心翼翼抚摸着婴儿的小脸。

河水没有了夏日的暴晒，静静的
流向远方，鱼儿自由自在顺水而下，时
而跃出水面，泛起层层涟漪，吸引着垂
钓者在河边架起鱼杆，兴致勃勃的等
待鱼儿，“不知深浅贪鱼饵，以身试钓
终上钩”。

田地里的庄稼渐渐成熟起来，玉
米棒被包裹着，像胖胖的婴儿，沉甸甸
的稻穗经微风一吹，秋波荡漾，稻谷飘
香，就连油菜花也金灿灿，波动着丰收
的喜悦，连向日葵也时时转动着高傲

的脸庞……
山上，绿萌重重，峰峦叠嶂，山梨昭

昭，松香四溢。美丽的夕阳在火红的晚
霞托付下，渐渐的隐没在山林中。

远处夕阳西下，城中华灯初放，
广场沸腾起来，身着各种服装的人们
翩翩起舞，有小学生，有中年人，有老
年人；有单身的，也有夫妻同行的，
还有在广场灯下下棋的，观棋的，支
招的……没有了往日的炎热，大家舒
展着自己的随心所欲。

我向往着快乐和惬意，更希望自
由和旖旎，不惧热浪与时迷，在我的天
空中能散发出初秋的芳香、晨曦的美
丽、收获的甜蜜。

初秋太美了，像待嫁的新娘，萌发
着成熟的梦想和期翼。

（作者单位：吉林珲春农商银行）

不忘初心使命
勇于开拓创新

任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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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忆中的花香记忆中的花香
王悦

诗苑品茗诗苑品茗诗苑品茗诗苑品茗诗苑品茗诗苑品茗诗苑品茗诗苑品茗诗苑品茗诗苑品茗诗苑品茗诗苑品茗诗苑品茗诗苑品茗诗苑品茗诗苑品茗诗苑品茗诗苑品茗诗苑品茗诗苑品茗诗苑品茗诗苑品茗诗苑品茗诗苑品茗诗苑品茗诗苑品茗诗苑品茗诗苑品茗诗苑品茗诗苑品茗诗苑品茗

121212121212 文艺

古往今来，多少文人墨客饱蘸浓
情笔墨，赞美春秋两季。人们喜欢花
红柳绿的暖春，这是对美的追求，更
喜欢瓜果遍地的金秋，这是对丰收
的渴望。然而，我却对故乡的冬雨
情有独钟，尤其深深眷恋故乡冬天
的味道——宁静、安详。

寒流来袭，前一天还艳阳高照，大
家都只穿着单衣，忽然就刮起了北风，
故乡赣中的冬天总是这样让人措手不
及。小时候，乡下冬天的夜里顿感寒
冷，我便早早卧床卷被，沉沉睡去。大
概是前几天的闷热让人产生倦怠感，
偶遇寒风，感觉少了一份冬的严寒，多
了些许清凉冰爽。

半夜里，朦胧中，忽听窗外有声，
如絮语，似倾诉，窸窸窣窣好像在纠缠
不休。伴有滴滴答答的声响，歌儿一
样唱响在耳畔，或者更像一阵鞭炮声，
远远地从故乡夜的深处传来。哦，又
是一年的冬雨来了。

夜里，故乡的冬雨更显得小心翼
翼，仿佛是踩着碎步前来，它落在灰色
的瓦片上，沙沙沙，仿佛头顶有千万条
春蚕在蚕食桑叶；它轻轻飘在叶子上，
落在泥土里，发出细微的哼哼声，病吟
般。听着这雨声似有似无，更觉得它
的细碎了。此所谓细雨霏霏。

滴滴嗒嗒是屋檐下的雨滴汇成的
水流发出的动静，这声音就像一个按
捺不住兴奋的孩子，雀跃着，在黑白相
间的琴键上蹦跶，蹦跶出一个个跳跃
的音符。有时候，又什么声音也听不
见，雨，好像藏了起来般，想是那老屋
檐下水流的断断续续所致。

在故乡赣中地区的冬天，这样的
雨是最常见的，这时候的雨，没有了
夏雨的急，大；也不比春雨细，小。只
是一路缓缓走来，不疾不徐。如果雨
一直下了几天，就会把前几日的暖气
驱赶干净，只有从嘴里冒出的一股股
白烟略带点温暖，不过也转瞬即逝。
抬头远望，天地混为一色，一片灰蒙
蒙，空气也变得湿润。北方有“瑞雪
兆丰年”的谚语，故乡应该是“好雨兆
丰年”吧。乡亲们早已把田地犁翻，
泡着冷雨，泥土经过冷雨的浸泡更加
肥沃，明天的收成也有了保障。

在这样的日子里，出门是一件烦
恼的事。雨水泥泞了故乡的小道，即
使擦得再亮的皮鞋也穿不出去了，往
往得准备一双笨重的雨靴，这样才能
放心走好每一步。所以，这时候的路
上，都是一些蓝色或粉红色的雨靴来
回晃动。有时候，雨落在地上看不见，
滴在手上摸不着，雨具似乎可要可不
要。骑自行车时，我常常懒得穿雨衣，
几分钟的路，就紧赶慢赶，等到了目的
地以后，这雨雾就会洒满一头，脸上满
是些细细密密的水珠，从眉间、鼻侧流
经脸颊，一把抹下，脸上擦的雪花膏就
算是报废了。穿上雨衣吧，笨重的雨
衣会把衣服、头发弄得一塌糊涂，同样
恼人。

所以，雨来的时候，我喜欢在雨声
中看书、写字、整理杂物，或者什么也
不干，只守着一屋子的宁静，听雨。雨
点敲窗，有时像有人坐在窗下抚六弦
琴，“叮咚叮咚”，不紧不慢，淡定从
容。有时又像一群心慌慌的小孩，脚

步纷乱，“咚咚咚”地砸在玻璃窗上，断
断续续的，零零碎碎的，滴滴嗒嗒，迷
迷糊糊。听雨，不要求有多高的配置，
一人，一窗，一痴心而已。

听雨是自由的，不管何时何地，有
雨来时，都可以听，但是我最爱听故乡
冬天的雨。南宋词人蒋捷在《虞美人·
听雨》里写道，“少年听雨歌楼上。红
烛昏罗帐。壮年听雨客舟中。江阔云
低，断雁叫西风。而今听雨僧庐下。
鬓已星星也。悲欢离合总无情。一任
阶前，点滴到天明。”词人身处乱世，在
不同的年华里听雨，品出了不同的人
生况味。而我今天听雨，似乎更像是
一种休闲，一种心灵的栖息，在雨声中
梳理一些记忆，感受生命如流水一般，
淙淙流过。

你看，故乡寒冷的冬天因这雨更
加冰凉。这时候，人们最愿意做的事
大概就是围在火塘边烤火。在故乡，
一进入冬天，人们早早准备好过冬的
柴火，仿佛非得把柴房塞得满满的才
有安全感，才能放心过冬。所以，冬天
的雨季来了，故乡人也能从容面对。

乡下人烤火，不计较柴火，讲究的
是火气。一团旺旺的火苗，映衬出一
张张红彤彤的脸庞，有时候烟熏火燎，
眼泪鼻涕一起流。不过没关系，四周
围坐着那些难得清闲的男女老农，他
们闲话家常，商讨农事，酝酿着明年的
开春计划，一团火在心里燃起。

故乡冬天的雨浇不熄故乡人心里
的乡村振兴，迈向共同富裕的火苗，浇
醒了故乡春天的希望。

（作者单位：江西吉安农商银行）

百年荣光·奋进农商
罗利君

故乡的冬雨
胡春麟

初秋初秋
田礼富田礼富 1921年夏

烟波浩渺的嘉兴南湖
劈波斩浪的红船点燃了
中国革命的火种
铁锤镰刀开启了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跨世纪征程

翻开厚重的百年党史
百万雄师的长江之歌声威犹存
风吼马叫的黄河之颂言犹在耳
从革命救国建设兴国
到改革富国复兴强国
从站起来到富起来
从富起来到强起来

100年的披荆斩棘开天辟地
撰写了沧桑巨变荡气回肠的史诗
100年的红船精神薪火相传
描绘了波澜壮阔历久弥新的画卷
100年的励精图治高歌猛进
奏响了惊心动魄激昂雄壮的乐章

经济发展的举世瞩目
离不开金融后盾的支撑
建国初期
农村经济的金融组织
农村信用社应运而生

1952年浙江省第一家农村信用社
——南山信用社诞生
1953年台州市第一家农村信用社
——洋渡信用社成立
1954年仙居县第一家农村信用社
——三桥信用社成立
浙江农信的星星之火
以燎原之势遍于全省各地

那个年代
一支笔一张桌
一挎包一把算盘
一间简陋的营业房就是“家当”
农民1元2元的入股金额
就是信用社的全部“家底”

支农支小主业初心弥坚
乡村振兴战略足迹遍布
普惠金融主责绝不缺席
公益慈善事业责无旁贷

上山下乡田间地头
用挎包背出了“鱼水情深”
走村入企厂矿车间
用走访成就了“亲民银行”

早出晚归披星戴月
全员营销在大街小巷
三尺柜台传承匠心
优质服务挺在最前面
浙江农信人用苦干实干
诠释了奋斗者的精神

伴随着共和国成长的农信社
从探索者的筚路蓝缕
到传承者的砥砺奋进
从建社初期的艰苦卓绝
到“小法人+大后台”蒸蒸日上
从“金融草根”到浙江银行
版图“六分天下”的“擎天树”

一代代能吃苦肯奉献
敢拼搏的农信人
用青春和智慧
勤劳和汗水
融入了“浙”方崛起的热土
浇灌出改革发展的勃勃生机

看浙江——
每5家企业就有1家
与浙江农信携手同行
每10位百姓就有8位
选择浙江农信的服务
每4户家庭就有1户
与浙江农信授信签约
浙江农信承担了
全省1/2的农户贷款
1/5的小微企业贷款
浙江农信社在全省银行业
保持存款11连冠贷款7连冠
支农支小“主力军”
普惠金融“先行者”
税收入库“排头兵”
地方金融“小冠军”充分彰显

看仙居——
存款占全县金融机构市场份额1/3
贷款占全县金融机构市场份额1/4
在仙居银行业
保持存款10连冠贷款5连冠
发展成为资金规模大网点人员多
服务范围广金融覆盖面宽
税收贡献高承担社会责任实的银行

百年荣光熠熠生辉风华正茂奋楫续航
浙江农信弘扬红船精神传承红色基因
矢志初心使命担当永葆奋斗者姿态
做业务最实与民企最亲离百姓最近
向着高质量发展的百年银行
逐梦前行砥砺奋进

（作者单位：浙江仙居农商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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