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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城市里呆久了，难免向往田园风
光，总寄情于山水间，从陶渊明的“采菊东
篱下，悠然见南山”到李白的“疑似银河落
九天”、钱起咏的“只疑云雾窟，犹有六朝
僧”，再到沈从文的“去湘西吧！看看那里
的山，闻一闻那里的花，那里什么都
有！”古代的文人墨客，在失意时，总能在
高山流水间，抒发自已的情怀，事后洋洋
洒洒，在历史的长河中留下浓重的一笔：
有赞美东岳泰山的雄壮挺拔；有歌颂南岳
衡山的秀丽多姿；有勾勒西岳华山的山路
奇险；有探究北岳恒山的奇妙色彩；有领
会中岳嵩山的天下武功；更有述说庐山的
文采斐然。

我没有文人的笔墨，也学不会他们的
胸怀更不能像他们那样游玩于山水间，只
不过家人说想一起爬山，放松一下心情。
于是一家人驱车 20 分钟，向杨仙岭进发
了！

公元 880 年，一名道士离京出走，先
入昆仑，后来到虔州城郊的一座小山丘，
他叫杨筠松，又称杨济贫，戒行清虚，执行
恬静，手持风水罗盘，背负简易行囊，云游
四野。至此已是晚霞时分，立峰头环顾，
定眼一看，峰下黄土山，气宇轩昂，好似黄
斑猛虎，高仰着头，竖起铁鞭似的尾巴，眼
睛好似铜锣，嘴里发出“吼吼......”的叫声，
一付恶斗的架势；在黄土山的对面，一块
巨大的石头，瞬间变成青色的山，像是一
条从深渊飞出的青色巨龙，它正眼鼓鼓的
瞪着对面的黄斑猛虎。天地瞬间混沌，天
昏地暗，龙呤虎啸，响彻山谷，黄尘滚滚，
白浪滔天，龙虎鏖战，直至天明，次日红日
东升，青龙，黄虎早已不见踪影。

这是野闻杂记对杨仙岭来历的描写,
关于龙虎斗之迷,后人解释颇多,真伪已无
从考究。不过，我想当时的杨公，刹那间
肯定是激动万分，正如今天有点小激动的
我一样。他痴痴地屹立于山颠，身下是涓
涓细流，身后是五彩缤纷的余晖，远望虔
州城的全景，近得章江贡水；他满脸通红，
手中罗盘发出金色光芒，他就这样站着，
微风吹动他破旧的衣裳，万物寂静，毫无
声息，只有光的流溢，色的笼罩，晚归的白鹭
一声惊鸿，他若有所思，双腿跪地，双手合一，
庄重的向群山跪下，朗声发愿，从此定居
此山，潜心修练，将风水学术发扬光大。

车已到山脚下,我收起我的遐想。睛
空万里，正适合游玩山水，小妹走在队伍
的最前面，她蹦蹦跳跳，心情大悦，没有在
家时的骄气，一会向小姨问这问那，一会
翩翩起舞，她那欢快劲和眼神里透露出来
的纯真，让我想起了《巴黎圣母院》中的吉
普赛姑娘爱斯美拉达，月光下和她的小山
羊翩翩起舞。生活不就像雨果描述的那

样,有纯真的小女孩、有伪君子弗罗洛、有
冷漠的骑士队长浮比斯、有善良的敲钟人
卡西魔多。曾经我也像小妹那样，天真无
邪，无忧无虑，哎！不想这么多了！

姨父选择了最难走的一道山路上顶
峰，还没到半山腰，个个累得呼吸急促，脚
步自然放慢了许多，直至一家人坐在半山
腰休息，我正好整理一下心绪，对着这座
山坡傻想，它究竟是以什么样的形式存在
于历史的长河中，亦或中国的遗迹为什么
能值得世人去膜拜，是它的壮观亦或是它
们背后的文化底蕴？也许它们有独特的
寄托呢？

比起远在埃及的金字塔，巴黎的埃菲
尔铁塔，古罗马的斗兽场，中国的许多文
化遗迹常常有历史的累积性，沉重感。外
国的遗迹常建于一时，兴于一时，最后纯
粹以古代建筑的方式遗留下来，让人观
赏，而中国的在大多并非如此，它有层次
感，每个朝代都有它的故事，例如：万里长
城，春秋战国诸候建完，秦始皇建；秦朝建
完，汉朝再建，后经金明两朝完善才形成
现在“望长城内外，惟馀莽莽”“不到长城
非好汉，屈指行程二万”的气势。它在历
史中曾作为空间的蜿蜒，也不知不觉，与
时间的蜿蜒紧紧对立，中华民族上下五千
年，战火纷飞，民族苦难太多，很少有古代遗
迹作为纯粹的观赏作品保留下来，北京的圆
明园被烧了，无数的珍宝流离海外，山东
曲阜孔林，河南项城袁林，辽宁张作霖墓
都被动过了.因此，大凡至简，轰传的历史
名胜，总是生生不息，吐纳百代，也许人也
是这样，要吐故纳新，不断丰富自已吧！
正如杨公那样才能创造独特的风水体系。

“姐姐，快看，到山顶了”小妹的一句
话把我惊醒了！站在山顶，微风吹过，我
明白了杨公为何弃名山大川，而独选这座
不算出名的小山坡了。“会当凌绝顶，一览
众山小”俯瞰赣州，宁静而朦胧，山下野花
齐放，山间溪水渗渗，屹立山颠，大有“提
兵立马西湖上，敢叫天下第一峰”的感
觉。好似黄虎，青龙的两座副峰在各自的
位置上岿然未动。未曾有传说中打斗的
痕迹。北面跳望是赣县县城，首先映入眼
帘的是贡江，它与章江，在八境台汇合组
成赣江，听老人们说，早年的贡江，汽笛声
声，河船来了又去，来去都是满载，杨仙岭
脚下的河流，也随之奔走得更加忙碌，奔
向赣江，奔向大海，杨仙岭比不上中国的
其它名山，没有黄山的云雾，没有昆仑的
威武。我想我们何不乘着年轻，不太沉
闷，多翻越心里的几座山，生命的几道坎，
无须带着政务和商情，着一双锐眼，怀一
腔热血，周旋于山水，结亲与大地，与家人
畅谈，与朋友开怀。

曾经，我在外面抬头仰望，止步伫立
那时的我们，年轻，朝气
轻抚衣襟，推门入室，怀一身理想，抱鸿鹄之志
托于所属之师，每日跟班学习，将勤补拙，分秒必争
花精力，丰羽翼，展自身所长，补己身之短
日积月累，最难得坚持不懈
四季更迭，须满腔热血激情

现在，我在这里昂首阔步，锐意进取
今日的我们，成熟，活力
步伐稳重，坚定信念，唯不惧困难，乘破浪之势
教授新人所学，倾尽自身所有，尽心尽力，兢兢业业
勤练习，多观察，虽疲惫乏力，但幸福满溢
时光匆匆，最珍贵不忘初心
三年有余，仍翘首力争上游

任重道远，好在心之所向
路途漫漫，只望精诚所至
家园文化，其乐融融
百年老店，美好愿景
艰难困苦，吾等携手面对荆棘
履险如夷，坚信天降大任于斯
不乱于心，不念过往，且行且进益
但行好事，莫问前程，且行且珍惜

从事柜员的工作快一年了，每天
迎接客户、办理业务、送走客户，上班
伴着朝霞，下班迎着星月，可能在别
人眼里，柜员的工作是周而复始的，
但是我不这么认为，小小柜台，自有
它的珍贵、显贵之处。

柜员之“贵”，贵在责任。我热爱
这份工作，把它作为我事业的起点，
更把它当成一种坚持。作为一名九
江银行员工，特别是一线员工，我时
刻感受到自己肩负的重任。柜台服
务展示的是银行形象，是银行的门
面，所以我每天都以饱满的热情，用
心服务，真诚服务，以自己积极的工
作态度羸得顾客的信任，尽心尽力的
为客户着想。

柜员之“贵”，贵在真诚。柜员的
日常工作表面上也许是繁忙而单调
的，然而在面对各类客户的背后，柜

员要学习理论、熟悉系统、训练技能，
用点点滴滴的周到服务让客户真真
切切的体会到我行的真诚，感受我
行 的 贴 心 ，这 样 的 工 作 是 不 平 凡
的。为此，我时刻要求自己做到以
下三点，一是掌握过硬的业务本领、
时刻不放松业务学习；二是保持良好
的职业操守，遵守单位的各项规章制
度；三是培养和谐的人际关系，与同
事之间和睦相处、互帮互助。

柜员之“贵”，贵在追求。在为客
户服务的过程中，我始终坚持以客户
需求为基本出发点，为客户提供全方
位、周到、高效的服务，做到操作标
准、服务规范、用语礼貌、举止得体，
给客户留下了良好的印象。实际办
理业务时，在保证遵守我行各项规章
制度的前提下，灵活运用，为客户提
供个性化、人性化的服务。银行工作

需要的是集体的团结协作,个人的力
量总是有限的，要互帮互助，相互学
习。在不断帮助同事的同时也要不
断的完善自我。时代是在不断发
展的,银行间的竞争也日趋激烈。
既要心无旁骛、脚踏实地将手中的
工作完成,也要不断吸收新的知识
以迎接未来的挑战，所以不能屈居
于现状，要不断地增强自身的综合
素质,不断地扩大自己的知识面才
能更好的服务于客户，将工作做的更
完美。

态度决定一切。立足根本、踏实
工作，努力学习业务知识，在这平凡
的岗位上，让我深刻体会到，伟大始
于平凡，平凡的我们一样能够奉献我
们的热情，奉献我们的真诚，平凡的
我们一样能够创造出一片属于自己
的天空。

“担当、清廉、敬业、懂
行、公正、自我批判”，在我
行的职业经理人形象中，
担当是排在第一位的。在
我的理解中，担当即责任，
就是敢于负责，作为首批
来上海工作的九银人，在上海金融同业圈摸爬滚打一年多后，对于
责任、担当有了新的认识。

当初从深圳回到九江应聘九江银行，入行已经九年有余，九年
的时光九江银行让我完成从青涩的男孩到慢慢成熟的男人的转
变。当初从外地回到家乡工作，为的就是能与家人多点相聚的时
光，如今我又离开了家乡在异乡“闯荡”。在异地工作使得许多家
庭琐事无法顾及，特别是没有与家人一起分享年幼儿子的成长，这
些都使得我觉得亏欠家人良多，使我倍加珍惜每次回去与家人相
聚的时光，同时也使我感觉到自己作为一个已过而立之年的男人
对于家庭应负的责任更重了。

2014年，为了加快我行金融市场业务的发展，行领导决定将金
融市场部总部搬到上海。当得知这个消息的时候，我心里也犹豫
过，去还是不去？毕竟我在九江的生活已进入一个平稳期，但一想
到有那么多分行和村镇银行的九银人为了九银事业奋斗在外，我
一点犹豫的理由也找不到了。与之前在深圳工作不同的是，这次
我们是带着九江银行的荣耀前来创业的，是为了发展壮大九江银
行金融市场业务而来上海滩“闯荡”的。

我的本职工作是银行间债券市场的资金和债券交易，我行资

金和债券交易起步较早，但由于种种原因，交易量、债券持有量一
直停滞不前，业务发展没有明显起色。在银行间债券市场迅猛发
展的近几年，就拿同一类型的城商行来比较，我行的资金和债券业
务的发展已经落后于业务发展的较好的兄弟机构。随着我国银行
间市场业务不断的规范和完善，资金和债券业务在各银行业务中
所占的比重也越来越大，在和同样来沪发展业务的兄弟机构的交
流和沟通中，我获得了在九江无法获得的视野和信息量，同时我也
在默默地规划着九江银行未来几年资金及债券业务的发展方
向...2014年末，我行的债券现货交割量再次进入全国百强并刷新
我行当年全国排名；2015年末，我行的债券总交割量首次进入全国
百强并超越江西银行排名江西省地方法人金融机构首位，凭借
2015年度在银行间本币市场的优异表现，我行获得了最佳城市商
业银行奖及货币市场创新奖两项大奖；2015年我行作为试点机构
参与了X-REPO（质押式回购匿名点击业务）及SLF（常备借贷便
利）标准化操作的测试；2016年初我行首次加入政策性银行金融债

券 承 销 团... 这 些
成绩的取得，是金
融市场管理总部
搬来上海的理由，
也是我来上海工
作的理由。

在其职、尽其心、谋其事、负其责，近两年我行银行间本币
市场的资金及债券业务取得了一些成绩，但与其他业务模式已经
进入成熟阶段的银行相比，这些成绩显得微不足道。我们有责任
和义务同先进金融机构加大交流和学习力度，学习先进金融机构
业务发起、审批、成交、结算、人员配置、风险控制、考核等一系列流
程，并结合我行实际，取长补短，使我行的资金和债券业务有全新
的发展面貌和长久发展的坚实根基。站在业务长远发展的角度
上，我们肩上的责任重于泰山。

我就是九江银行，九江银行就是我，在和同业的交流过程中，
我时刻牢记这两句话。出门在外，我们的一言一行不仅仅代表个
人的形象，更是代表九江银行在外的形象。九江银行经过十余年
的发展壮大，在全国已经有了一定的声誉和影响力，我们身处一线
金融中心城市，不仅言行举止不能破坏九江银行的美好形
象，更要用心去使更多的机构和客户了解和认可九江银行。正如
有国才有家，九江银行就像是一个大家庭，每个九银人都是这个大
家庭不可或缺的一份子，每个人九银人都有责任和义务为九江银
行的宏伟基业奉献青春和汗水。在“创品牌银行，铸百年老店”美
好愿景实现的漫漫征途中，每个九银人身上的责任重于泰山。

恰逢毕业季。实习生，是我们这样一群
奋斗者，奔波于工作单位和校园，眼神中有新
环境中的迷离，有对工作的好奇和期盼，也有
对未来的一份憧憬和坚定。

一、翻开“社会”这本书籍的感悟
在学生时代的最后一个夏天，我们带着

一份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去寻求更好明天的
路，路途中多了一份成熟。社会，就像是一本
书，它需要每个人不断地去探索，从而获得课
本上所学不到的知识和道理。我们初入社
会，需要完成从校园到职场、从学生到职业经
理人的转变。面对工作，我们需要学习学习
再学习、坚持坚持再坚持。当遇到挫折时，认
真听取前辈的建议，在他们的影响下，养成高
效的工作习惯，学习工作技巧和细节，最终实
现自身的完美蜕变。

二、感受时间的芬芳
对于实习生，工作环境和内容是陌生的，

为了能更快适应工作，我们需要几乎不让自
己空闲。埋头苦干很重要，但更重要的是用

心。在职场上，仅仅有认真的工作态度是不
够的，职场上看重能力，能力的体现就是工作
完成的情况。在我们短短几个月的实习过程
中，体会了九银优秀的企业文化，也学习了高
效的工作方式。实习生的每一步都是一个脚
印，用心走出来的路将会越来越宽广，路途上
感受时间的芬芳。

三、知行合一
从校园环境走出来的我们，披着高学历

的外皮，却容易犯“眼高手低”的错误。脑子
里想的，和实际上做的，有时候是天壤之别。
而被外界认识，主要依靠做了什么，而不是想
了什么。想到了，不去做，有时是害怕失败。

“没有必胜的把握就冒失行动，会比原地不动
输得更惨。”“有想法，去实践，至少有实现的
可能性。”这两种逻辑都没错，问题在于不能
走极端，完美的工作应是两种逻辑的结合。
考虑周全、知行合一、吃苦耐劳，想要成功，这
些因素缺一不可。

四、家园文化
以行为家，这是我们的前辈践行的理

念。来到九银短短几个月，对家园文化就已
有感受，这里不仅是实习生成长的学校，也是
出门在外的港湾。同事是我们工作中的伙
伴，尽管有客观上的利益和其他方面的冲突，
互敬互爱、以和为贵的品质让大家和谐相处，
在工作中互帮互助，在生活上彼此关心。面
对工作的高强度，我们依然觉得，来到九银是
实习生的小幸运。

人的职业生涯很漫长，但初入职场的几
个月是极为关键的。初入九银的实习生，应
当踏踏实实走好脚下的每一步，养成优秀的
工作态度和习惯。从校园到职场转变的最好
方式，是将在学校里积累的学习能力转化到
工作中，将所学的知识应用到实践中，在未来
的职业生涯中发光发热，为铸造百年老店的
愿景贡献一份绵薄之力。

柜
员
之
﹃
贵
﹄

吉
安
分
行

刘
希
浩

有感于“责任重于泰山”
金融市场管理总部 夏海蓬

致九银人
合肥分行 龚洁梅

在人生的道路上，我像一辆小车，父
亲以他最特别的燃料—父爱，为我增添能
量，使我遥遥领先。

有人说，父爱是山，它沉重；有人说，
父爱是海，它深广；有人说，父爱是百合，
它温馨；有人说，父爱是书，它深刻……我说，父爱就像一块平静的湖，外表波澜
不惊，但内心却激流涌动。

父亲的爱，是担当。幼时家里的生活条件并不好，一家四口，却只有父亲一
个劳动力，在我幼时的记忆中，父亲每天天不亮就出去干活，晚上天都黑了父亲
才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到家中，那时候的我总爱盯着天上的月亮、星星看，因为我
知道它们会为父亲照亮回家的路。如今，父亲的手已磨出厚厚的茧，身体也不
似以前一样健壮，但他从未喊累，因为在他看来，他的责任就是挑起家庭的重
担，照顾好一家人。

父亲的爱，是给予。从小到大，父亲总是把最好的东西留给我，他告诉我，

他不喜欢吃鱼肉，他只喜欢吃菜，父亲的
爱是慷慨的。父亲给予我的不仅仅是这
些，他教会我做人的道理，他指引着我前
进的方向，有了父亲，我才不会在茫茫大
海中失去了方向。

父亲的爱，是严厉。每当我做错了事情，父亲总会严厉地指责我的错误，教
会我改正。上小学的时候，我因为贪玩和好奇，多次跑到池塘边去看小蝌蚪，因
此误了时间，上课迟到。父亲知道这件事情之后，非常生气地指责了我，他告诉
我时间的重要性，并指责了我懒散的态度。父亲，现在的我时刻铭记着您的教
诲。您像方向盘一样，控制着我，使我不误入歧途，您的关怀和勉励将伴我信步
风雨人生。

倘若我是跋涉千里的夜行者，父爱必是那重重夜幕里一盏温柔的灯光，远
远的为我亮着，轻唤我迟疑的脚步；倘若我是自怨自艾的蹩脚演员，父爱必是那
热烈的掌声，唤醒我自信，鞭策我努力。

父亲的爱
日照九银村镇银行 梅 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