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婉约扬州
◎ 胡玲玲

李硕

每个人心里都有一座城市，因为仰
去扬州有一个不能不去的地方，就
慕，她一直生根在你心里。婉约的扬
是瘦西湖。很早就听说过扬州瘦西湖
州，长在我心灵的最深处，且一直繁花
的景色美不胜收。乾隆皇帝六下江南，
似锦、嫣红姹紫。
每次都到瘦西湖游览，更给瘦西湖增加
在丹桂飘香的九月，在一段温柔的
了一层神秘的色彩。据说瘦西湖名声
时光里，告别喧嚣的城市，来到我梦中
大噪的原因与“瘦”有关，
“天下西湖，三
的扬州。来到这片文人的圣地，心中有
十有六”，惟扬州的西湖，以其清秀婉丽
着朝圣般的虔诚。
的风姿独异诸湖，恰恰是占得了一个
坐上夜里的火车，次日清晨便到了 “瘦”字。看来风景也是“瘦”的好，如骨
扬州。这时的扬州城还没有完全醒过
感的女子。
来，天空灰蒙蒙的，飘着雨，或许是在欢
瘦西湖有二十四景，诸如长堤春
迎远方的客人，洗去我一路的尘埃。幸
柳、湖心钓台、白塔晴云、四桥烟雨等，
好我带着一把伞，原本准备防晒用的， 就像二十四颗明珠，镶嵌在瘦西湖这根
这时候派上了用场。
玉带上。跟着导游一路快行，如画的风
我打着雨伞站在站台上，浏览扬州
景在眼前一幕幕地闪过，真有些目不暇
城，这个我想象了无数次的城市。飘着
接的感觉。
细雨的天空，给人的印象首先是宁静
“青山隐隐水迢迢，秋尽江南草未
的，是清新的，是多情的，是带着淡如轻
凋。二十四桥明月夜，玉人何处教吹
纱般忧愁的梦里水乡。一步一步走进
箫。”二十四桥美名见于唐朝杜牧的那
小巷,走进古典的意境，走向撑着油纸
首流传千古的诗。有关二十四桥名字
伞的佳人。
和故事来源的说法很多，最令人信服的
我曾无数次想象过扬州的画面：一
说法出于《扬州鼓吹词》，
“是桥因古之
个从唐诗宋词里走来的婉约女子，踟蹰
二十四美人吹箫于此，故名。”原来，古
在小巷中，走在青砖铺成的小路上，浪
时的二十四桥是夜晚赏月听箫的绝佳
漫而古典，气质内敛，举手投足之间都
去处。
透露出优雅、沉静，微微颔首低头，迈着
漫步扬州街头，这座城市虽称不上
细碎的步伐款款而行……扬州，这个烟
最 大 、最 繁 华 ，但 是 她 极 具 特 色 和 魅
雨濛濛的城市，有着梦幻一般的感觉， 力。青砖、黛瓦、拱桥、流水，这已是行
妩媚娇柔、缠绵缱绻。
走的最好写意。我异常钟情这样的风
扬州历来就是风光秀美、
人文荟萃之
景，感觉似一缕清风，能捋下我在尘世
地。唐宋时期的扬州，
是江南最繁华的地
沾染的一身风尘。
阳光丝丝点点滴漏到埠头的石阶
方，
也是最奢靡的地方。古人言：
“腰缠十
上，
扬起了一阵尘埃。停泊的乌篷船上，
万贯，
骑鹤下扬州。
”
是为一大奢求。
古 人“ 下 扬 州 ”应 该 是 乘 船 而 去
有几位老人坐在船头，
微微闭眼，
有一搭
没一搭地说着话，
抽着旱烟，
悠然坐在光
的。乘船而下，顺着长江往东而去，于
阴里，听潺潺流水和盈盈笑声。我听见
是便可以看到那“孤帆远影碧空尽，惟
见长江天际流”的壮观场景。
时间的流逝，
看见我未来的苍老。

“骐骥一跃，不能十步；驽马十驾，
功在不舍。”每个人都有自己小小的梦
想，或是事业，或是家庭，看似微不足
道，但是当无数个梦想汇聚在一起，我
们才有了大梦想，才有了中国梦。
在农信的这片热土上，每一个柜
员都拥有自己的梦想，我们想要用热
情洋溢的笑脸温暖每一个客户的心
扉，我们想要用贴心周到的服务解决
每一个客户的问题，我们想客户之所
想，解客户之所忧，想让每一个客户都
有一种宾至如归的感觉。
这些梦想说起来也许很是微不足
道，但却是我们每一个柜员心底真真
切切的梦想。当客户因为我们的服务
展开紧皱的眉头，当客户因为我们的
服务感觉舒心、露出温暖笑脸的时候，
我们就觉得一切的辛苦都是值得的。
一切的小梦想都化作春风，吹走了心
上的霾，让我们愿意为了这个小梦想
不断地努力。
当千千万万个小的梦想汇聚成一
股强大的力量时，我们的梦想便不再
是自己的小梦想，而是属于我们农信
每一个人的共同理想，为了这个理想，
我们更加愿意拼尽力量，愿意为之不
懈奋斗。我坚信，我们的明天、农信的
未来必将是一番全新的模样，必将璀
璨夺目。

走在街上，随处可见那些提着鸟笼
溜鸟的大叔大伯，那些慵懒的猫、狗，出
没于街头巷尾，巷口或院子角落处，几
只母鸡懒洋洋地晒着太阳，梳理着羽
毛。见我入内，它们突然调皮地刨起土
来，并时不时咕咕鸣叫。小院里到处晾
晒着一串串红红的辣椒、金黄色的玉
米、腌制的咸菜、豆角、糯米。这是一种
生活，
更是一种风情。
傍晚，一个人静静地坐在古运河
边，看夕阳归山、渔舟唱晚，不需要更多
的言语，只需要凝视，只需要融入。掬
一捧清清的河水，喝上一口，顿觉全身
了无一点杂质，通灵剔透起来，心也被
染成水一般的颜色，近于一种童稚般的
透明。
耳畔丝竹悠扬，眼见红花绿树，琼
柳连绵。徜徉于运河岸边，碧空如洗，
清风拂面，繁花如云，孤帆点点，如诗如
画。此刻真愿意沉浸于江南的梦里，永
远也不要醒来。

◎ 杨芳芳
梁启超说：
“人生最苦的事,莫苦于
身上有一种未来的责任。”他也曾说：
“什么事最快乐呢？自然责任完了，
算是
人生第一件乐事。
”
苦与乐是一对矛盾，
它们相互交织，渗透在一切事物之中。
人生有苦乐，责任在两肩，审计的苦与
乐，
尽在责任中。责任需要一个热爱审
计的心和执着追求的精神，
在审计之路
上，总是有吃不完的苦，但我们相信吃
苦之后总能收获更多审计之乐。
于足尖体味审计。不干审计不知
审计工作苦，刚刚接触审计工作的我，
本以为会走南闯北，风光无限，而到省
联社内审部门工作之后，我才真切感
受到审计工作的压力，让我在足尖上
体味到审计工作的疲累。审计工作确
实需要走南闯北，外核贷款、跑外调、
查数据，顶着烈日、风雨无阻、加班加
点、夜以继日成为常态，被审计单位到
处都能看到我们审计人员的身影。为
了查准查实一项问题，有时顾不上喝
一口水；为了查清问题询问有关人员，
饭也顾不上吃是常事；为确保工作按
时圆满完成，发扬不怕苦、不怕累、埋
头苦干的精神，一心一意扑在审计一
线，坚守在审计一线，马不停蹄地行走
在外核的路上，足迹遍布城乡的每个
角落。

山果熟了

——庆祝内蒙古自治区成立 70 周年
◎张 双

是否记得你许下的诺言
时间定格在七十年前的今天
红日照耀塞北的草原
希望的阳光铺洒牧民的眉间

时间定格在七十年后的今天
广阔的牧场
圣洁的蓝天
腾格里的呼唤
秀美的山川
阿妈的奶酒飘远留香
幸福的赞歌荡漾不老的春天

是否记得你许下的诺言
时光流伴岁月的硝烟
你我相聚母亲的西拉木伦河边
你说前面的路苍茫无边
愿你我携手共度峥嵘华年
你记得许下的诺言

于舌尖上体味审计。我本身是个
不善言辞的人，但做了审计工作，却让
我提高了沟通能力，学会了如何说话，
也学会了如何拒绝。审计工作中，经
常会碰到被审计对象对你认定的违规
事实不认可的现象，我尽量倾听别人
的意见，防止定性错误或处理不当。
对一些原则性的问题，在审计中做到
既坚持原则、客观公正、实事求是，又
开诚布公、推心置腹。我深谙此理，既
不固执己见，又不唯我独尊，以恰当的
方式与他人进行沟通和交流，晓之以
理，动之以情，锲而不舍地阐明问题的
严重性和不良后果，充分尊重被审计
单位，充分听取被审计单位意见，认真
做好沟通，让对方心悦诚服地接受处
理意见。
于指尖体味审计。最初看别人审
计，总以为随身带着笔记本是神秘的，
看着他们的手指在键盘上舞蹈，查错
纠弊十分权威，不曾想有一日，自己也
会是这样的状态。渐渐发现所谓的神
秘权威，代价是日复一日地面对繁杂
如麻的数据、面对堆积如山的凭证，用
知识去梳理、用耐心去考证。审计工
作虽然枯燥而繁琐，但是每当遇到困
难时，大家一起出谋划策、迎难而上是
令人感动的；每当将枯燥无味的查询

申亚伟/摄影

守望相助七十载

是否记得你许下的诺言
你我初次相遇
牵手漫步苍老的青山
双眼凝眸湛蓝的长天
许下永生的誓言
要把真爱洒向广阔的人间

守望相助七十载
光阴弹指一挥间
历程潮起潮落
一路艰辛
一路风雨
让太阳的光芒点燃青春的热情
共同牵手穿越时间的界限
去触摸陌生而遥远的边缘
找到理想归来的路线
把春意盎然
锁在未来的指尖

晨会感悟

审计的苦与乐

梦 想
◎王 婷

我在河面上轻轻划着游船，倒影下
的拱桥和两边的板石发出幽绿的色彩，
像泼墨山水画在画家的手中徐徐展
开。岸上从小巷里面走出的撑着花布
伞的年轻女子，穿过窄窄的小巷，走过
小小的拱桥，低头微微害羞，从我的船
边经过，这样的美景，多少次在梦中出
现，我不禁陶醉起来。
热闹的都市生活往往呈现的是生
活快速、奔波、忙碌的一面，而在扬州所
呈现的则是恬淡、安详的一面。
我没有按图索骥，而是随心、随意
地行走。我所遇见的小巷、石阶、乌篷
船、老人、女子都在我的计划之外。这
种行走态度，也许最契合扬州城的安详
与静谧。
梦里扬州，总有说不尽的柔美。在
我心里，在我笔下，那月、那水、那桥、那
景，那弥漫的风情与淡泊宁静。正因如
此，这是座安静的城市，生活在这座城
市里的人，过着恬淡安适的生活。

◎孔 娜

代码输入系统后得到自己最理想的状
态时那种会心一笑的感觉是美好、轻
松和甜蜜的；每当将审计报告交出，审
计项目画上句号时，那种如释重负的
解脱是酣畅自在的。
于耳间体味离别。因为我长期出
差，每天都会和近 5 岁的女儿打电话、
视频聊天，伴随着电波在耳畔传递，轻
声问询家中诸事，分享女儿的成长，妄
图用微不足道的关切，慰藉自己为人
母却无法伴其左右的缺憾。今年以
来，因为我工作的变动，女儿和爱人变
成了被留守的父女。所幸的是，我小
小的女儿，很快便适应了这样的生活，
并表现出极大的热忱，使我安心不少，
也倍感动力十足。
阳光审计浴农信，盈路花香沁心
脾。可谁知每丝花香背后无数的耕
耘，在这看似简单的工作中，倾注了我
们审计人员的大量心血。作为一名女
同志，我也曾想和别的女性一样，有一
份安稳的工作，可以在家照顾老人和
孩子，可是当一项新的审计任务下来
时，看到大家都在无怨无悔地努力，我
又怎能只顾自己的小家而不顾审计这
个大家庭呢？于是，再一次拉起行李
箱，背上电脑，担起责任行走在路上，
继续品尝着审计的苦与乐。

每天清晨，伴随着冉冉升起的太
话评价就是
“不待扬鞭自奋蹄”。
阳，精神抖擞的姑娘和小伙儿们，分列
晋中有句土话说：
“量不来米也丢
在干净明亮的营业厅两旁，挺胸收腹， 不了口袋。”我觉得这句话是褒义，不
整理着装，准备开始一天的工作。晨
是保守，不是胆小，而是一种负责任的
会对于农信人来说是什么呢？是一次
工作态度。
工作总结？还是上班前的准备活动？
银行经营有风险，每个流程、每个
亦或是一次全体动员会？
岗位、每步操作都要在合规的前提下
在我看来，一天的工作就像一场
进行，规矩意识从我入职的第一天开
完美的自驾游，一次充实而有内涵的
始，
就已经种下。
晨会，就好比这场旅程开始前的“热
以往我们都觉得自己离风险很
车”准备。很多新手追求速度，喜欢一
远，通过在晨会上分享正反实例、重温
蹴而就直达目的地，而经验丰富的老
规章制度，我们的心态也在扭转，从以
司机却总是不慌不忙地进行“热车”， 往“不可能是我”的侥幸心理变成了
检查车辆功能是否正常，证件是否备 “万一发生了怎么办”的谨慎小心，实
齐，油量是否充足。
“工欲善其事，必先
现了“人有规矩意识、事有规矩程序”
利其器。”毫无疑问，老司机的这种做
的良好效果。可以说正是这种规矩意
法可以避免旅程中很多不必要的麻
识让山西农信保持着稳健发展、合规
烦，
使得出行更加舒心畅通。
经营，延续着稳定不冒进、安全又健康
经常听到身边有人说，需要学习
的态势。
的东西很多，就是静不下心来。晨会
平日里，大家分工不同，总是低头
就提供了这样的一个机会，让大家将
各 自 忙 碌 ，很 少 有 机 会 进 行 交 流 互
喧嚣、浮躁、懒惰统统抛到脑后，专心
动。晨会搭建起的这个平台，不仅可
学习，忘我工作。我们学业务知识、讲
以让我们学习业务知识，还可以通过
工作得失、解疑难杂症、温服务礼仪、 一些团队小游戏消除隔阂、增加默契、
树典型榜样，别看只有短短的十几分
拉近距离。
钟，
效率却极高。
“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每个人身
慢慢的，
我看到了大家身上的改变， 上也都有可供他人学习和借鉴的优点
有了一日不为、
三日不安的责任意识，
有
和长处，通过晨会上的交流，我们更加
了逆水行舟、
不进则退的竞争意识，
有了
公正客观地看待他人，学习别人的好
不找借口、
只想办法的执行意识，
用一句
方法、好经验，
帮助自己快速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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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刚/书法

◎黄 路
“把爱播撒在希望的田野，让情奔
涌成幸福的江河。巴山蜀水回荡我们
的歌声，天府大地跳动青春的脉搏。贴
心的服务温暖千万农家，辛劳的足迹伸
向每个角落。生命化作阳光化作春雨，
染出锦绣山河无边春色。”第一次听到
这首四川农信社社歌《自豪与奋进》的
时候，我还在参加 2011 年新员工入职
培训。那时觉得歌词写得很美，对仗工
整，满是浓情，前半段是一抹浓郁的巴
蜀风情，后半段则奔涌出一股浓厚的人
文情怀。来到这片沃土 6 年，对这些歌
词的意义有了更深层的体会。
“辛劳的足迹伸向每个角落”，除了
农信还有谁能做到呢？正式工作后，我
最先接触就是夹江县农信联社歇马分
社，那里虽然偏远，却是山美水美，站在
网点的楼上，绿野茫茫可以尽收眼底。
记得那年歇马分社存款刚好突破
1 亿元，存款涨了，
说明村民生活越来越
好，
他们信任农信社。存款涨了，
农信社
才能为村民提供更多的服务，那时青涩
的意识就是这么简简单单。每到年底，
打工的村民回来第一件事就是存钱，小
心翼翼的，存好后永远都是那么朴实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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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地说声感谢。那时我跟着徐四勤老师
学业务，
最多的感觉就是踏实，
他就是一
个热心到会让村民们感激涕零的人，想
其所想，
急之所急，
每当看着颤颤巍巍走
几公里山路来取钱的留守老人，他脸上
总是愁云密布。当 EPOS 机
“闪亮登场”
后，
他终于喜笑颜开，
因为再远的村民都
不用跑几公里山路来取钱了。
记得某日下班后，他急急忙忙拉着
我，骑着摩托车到一位村民家中，后来
我才知道原来是村民的 EPOS 机出了
问题。经过半天处理，他又反反复复地
教村民使用。离开之时，不善言辞的村
民一个劲儿地对我们竖大拇指。
此后，我们在上下班时均不间断地
向村民宣传 EPOS 机的使用方法，让大
家足不出户就能取到钱。从联社数据
来看，歇马分社的 EPOS 机使用率是全
县最高的。
工作上的一丝进取，都在潜移默化
中悄然改变，留不住这山河变迁，但或
许留住了村民的心。
后来，歇马分社又安装了 ATM 机，
省联社相继推出了网上银行、
短信银行和
手机银行等电子银行产品，渠道越来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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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
辐射越来越广，
客户也越来越方便。
在临柜服务了两年后，我来到了电
子银行部，科技建设成了我的重要工作
之一。这一路走来，我的另一个感触就
是银行科技的突飞猛进，换言之，这也
是一个企业强大的写照。
那时大家对网点设备、核心系统怨
声载道，每天上班最大的担心就是设
备、系统运行不正常，尤其是过年的时
候超负荷运作，系统阵亡，电脑崩溃，令
人抓狂不已。省联社为了改变这种现
状推出了 Z 系统，此后，我们便从拥挤
的羊肠小道走上了宽敞的高速公路。
加之电脑、手机等设备也在不断推陈出
新，没有一样趁手的兵器怎么能够上战
场杀敌呢？县联社也迅速组织采购了
全新的设备，
重做系统。
此后，县联社进行了大量的科技建
设，比如大批量增加了 ATM 机、广告
机、多媒体电视、POS 机、EPOS 机、移动
终端，它们就像一股奔流，以强大的攻
势辐射八方。
或许是因为在每个网点频繁走动
的缘故，我的记忆里都存留着他们的每
一幅图画，甚至有的可以清晰到厅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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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个角落，清晰到夹江县农信联社员工
们微汗的鬓角、忙碌的身影和为客户服
务的景象。他们进校园、进社区、走村
访社，在夹江这片热土挥洒着汗水、燃
烧着光热、释放着生命的精彩，就像歌
词写的那样：
“生命化作阳光化作春雨，
染出锦绣山河无边春色”
。
来来去去，我们迎来了新的员工，
告别了退休的前辈，但一脉相承、根深
蒂固的还是根植三农的理念。听着前
辈们回忆过去，偶尔泛着泪光，那些美
丽的故事仿佛贯穿了夹江农信 52 年的
光辉征程。
从过去的 30 亿元，到现在的存贷
规模 100 亿元，简单的数字背后蕴藏着
的是一个巨大的能量体，富饶秀丽的山
川大地，富强的大国环境，坚强作盾的
省联社，还有更多的则是夹江农信每位
成员的辛劳奉献。
不经巨大的困难，不会有伟大的事
业，而曾经拥有的辉煌也终将载入诗
篇、记入史册。春夏秋冬，周而复始，流
光易逝，信仰长存，我仿佛看到蓝天中
的一朵潋滟彤云正逐渐蔓延开来，动人
心弦，
荡气回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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