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很多人的朋友圈都被亚洲首富王健林的首富理论——“先定一个小
目标，比方说先赚它一个亿”的言论刷屏。

朋友看后戏谑说:他的小目标，够我折腾一辈子了。
的确，像王健林这样的大人物，随口一说就是一个亿，但那却是很多平民

百姓遥不可及的梦想。现实社会，很多人会以身价来衡量一个人的地位，羡慕
他们的事业和生活，甚至幻想有一天可以成为那样的大人物，被别人羡慕。

那样踩在云朵上的幻想，其实并
没有太大意义。

如今的王健林，顶着亚洲首富头
衔，是著名的实业家、慈善家、收藏
家，他所制造的商业传奇被人津津乐
道。虽说有红色背景，但他却也是出
生在县城的孩子，在县城读书、成为林业局的职工、去当兵、进入军校学习后留
校工作，然后再进入当政研究班，从政、下海……他的每一步走得都特别踏实，
经历过得种种也许不是大家能想象到的。

一个普通的人，是可以经过岁月的打磨而发生质变的，但社会之大，并非
只有地产行业，三百六十行，行行可以出状元。总是把眼光投向高处的人，未
必就会成功，反而懂得低头看路的人，会更加容易闯出自己的一番天地。

“梦想一定要有，万一实现了呢。”这句话曾经鼓舞了很多人，辩证地看，它
也有一番道理。但是梦想，对于每个人来说，都不一样。于我而言，梦想的第
一步就是要有目标。加入九江银行转眼已经有两年，从对私柜员到大堂经理
到对公柜员再到后台综合柜员，从刚开始的无所适从到现在满满的归属感，我
觉得是在成长，在有收获。九江银行前台的每一个岗位都让我学习到了很
多。就像父亲从小教育我的一样，“做人，要踏实、厚道”，在九江银行这个大好

平台上，我扎实走好每一步，踏踏实实的一步一个台阶，是不是更好。
也许你想成为像王健林一样的地产大亨，但是奋斗了几年、十几年、甚至

几十年都没有实现自己的梦想，很多人会认为你是一个loser，但是你自己是如
何审视自己的呢？

也许你虽然羡慕富豪的生活，但是却也对当下的生活充满希望，朝九晚五
的工作、温馨和睦的家庭、时常小聚的三五好友，这些给予你的幸福感和满足

感又有什么可以代替呢？
所以说，为梦想奋斗

的人在外人看来也许没
有成功，但他可能特别享
受追梦的过程，我们如何
判断他的人生是否成功
了呢？

这个世界上，只有他
自己才能做出定论，他的
成功与否从不会因为外
人的眼光而改变。

莫 以 成 败 论 英 雄 。
拥有多少别墅、豪车并不
是成功的标志，内心强大
才是真正的英雄。

即便你是别人眼中
的小人物，过着平凡人的生活，但请记住，只要脚踏实地、内心富足，你就是自
己的大人物。

大
人
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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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兴九银村镇银行 张京京 摄

2016年5月31日，在喜庆的礼花和鞭炮声中，新余分
行三家社区支行同时开业，苗圃星城社区支行作为其中
一家，像孕育已久的新生儿呱呱坠地。这是新余分行入
驻新余后对社区支行的首次尝试，也标志着九江银行新
余分行在进一步扩大社区网点建设，提升社区金融辐射
范围工作上去取得了重要突破。从5月31日到9月7日，
苗圃星城社区支行迎来的自己的第一个100天。

苗圃星城社区支行位于新余市城南美食一条街，毗
邻城南最大的休闲广场“抱石公园”和工业支柱“新余钢
铁集团有限公司”，平日往来的人流量大。但这既是机
遇，也是挑战。短短一条步行街，就有包括江西银行、中
国银行、建设银行等在内的6家银行，竞争可谓激烈。如
何在白热化的市场竞争中打响九银品牌，站稳九银脚跟，
成为摆在所有社区员工面前的门槛。作为新余分行的第
一批社区支行，我们开始了摸着石头过河的探索。

事情发展不是一蹴而就的，前进的路上总是曲折坎
坷，面临风吹雨打。由于新余分行入住当地时间较晚，市
民们对九江银行的接受度普遍不高，听人介绍后纷纷反
问“这又是哪家私人银行？”。客户的不信任对于尝试开
设社区支行是不小的考验，直接面对客户的我们尤其尴
尬。特别是社区支行与传统支行相比只能办理非现金业
务，“没有柜台的银行”又为市民对我们的印象增加了一

层模糊成分，前行的路上面临着一次又一次的否定。正
是由于这种不了解，开业后的一个礼拜网点冷冷清清、门
可罗雀，主动上门咨询的客户少之又少。望着装修精美
的社区网点，员工们既沮丧，又疑惑，为什么我们有这么
好的产品和服务客户却不愿进门呢？坐以待毙不是办
法，酒香也怕巷子深！为了吸引客户上门，员工们开始了
对外“走出去”宣传。

社区支行要有稳定的客户群，首先要走出去，让更多
的客户了解我们。了解产生信赖，信赖带来喜欢。只有
让更多的客户喜欢我们，依赖我们，离不开我们，社区支
行才能真正做到贴近社区，贴近百姓。但想法是美好的，
要实现它历经的酸楚只有我们自己知道。俗话说“伸手
不打笑脸人”，为了消除客户对我们的疑虑，苗圃星城的
员工们开始了每天100张宣传单页的发放。通过最直白
的宣传手段，让更多的人知道九江银行，创造我们自己的
口碑。一次宣传不行来两次，两次不行继续第三次。每
天一大早，员工就开始了外出营销。菜市场、居民点、交
通要道、社区门店，到处都能看到“九银人”的身影，大家
像一个个活力元素，穿梭在大街小巷。适逢炎炎夏日，为
了更好的贴近群众，“九银人”更是变作一杯杯酸梅汤、绿
豆汤，为这个酷热的夏天带去一丝凉意。我们的身影陪
伴着市民从日出到日落，从清晨锻炼到夕阳广场舞。

同时，为了增加客户粘性，社区支行还开展了形式多
样的主题活动，邀请客户上门。“欢乐星期五”、“金融知识
大讲堂”、“吃西瓜大赛”、“甜品试吃”等，每周推陈出新吸
引客户，让市民做游戏“停都停不下来”。对于每一位进
门的顾客，我们在办理业务的同时都尽心宣传——“大
姐，您知道这周六我们会举行‘你来比划我来猜’的活动
吗？可以带着小外甥一起来玩啊，”将宣传包含在对客户
的关心中。同时，对于网点周边新钢居民老住宅区，我们
还联合医护人员向老年群体提供健康义诊……正是这样
一个个精心策划的社区活动，苗圃星城员工在居民心中
创建了银行服务新模式，成为了居民面对面、零距离的

“社区帮手”，开业百天实现新增定期储蓄1500万元，理财
发生额3200万元的好成绩。

新的机遇，新的挑战。在现今大发展的金融时代，银
行产品差异化程度越来越低，唯有优质的服务才是决胜
千里之外的根本。作为社区支行，我们将始终把“客户第
一、服务卓越”的经营理念根植于心底，为广大老百姓服
务，为小企业和中小企业服务，为民营企业服务，为政府服
务。第一个百天只是开始，在未来的道路上我们将始终坚持优
质化的服务方针，以满足客户需求为己任，在渝钤大地上
树立九银卓越品牌形象，书写属于苗圃星城社区支行的
营销故事，相信社区支行的明天一定会更加美好。

风雨四月 峥嵘百天
——新余分行苗圃星城社区支行开业百天记

新余分行 刘淑琳

时光流逝，今年己经是我入行的
第十二个年头了，回忆过去，太多的场
景历历在目，今天就讲讲我入行渡过
的第一个新年元旦——2005年的元旦
的感受。

每个九银人都知道 12 月 31 日是
最忙、最紧张的日子，在大多数人想着
明天元旦去哪里玩的时候，我们想的
确是怎样把今天的工作做好不出错。
这一天，是银行扎帐的日子，大家需要
齐心协力将账务扎平，及时核对各项
帐务，保证帐帐、帐款、帐实、内外帐核
对不误，并且当时还需要手工计算出
各项税费、所得税，总而言之就是要算
出收入，扣去成本，得出利润，并且在
元旦当天将全部报表统计出来。作为
一个刚入行的新人，第一次经历和大家一起进帐、出账、轧
帐、过年终，那种感觉即新奇又紧张。

记得当年我还是一个刚出校门的小青年，在姐姐们的
特别照顾下上班。31日那天下班后，行长对我们说，下班
的同事可以去超市买各种吃食了，想买什么就买什么，今
天大家开开心心迎接元旦，我当时非常兴奋，这可是我工
作后第一次和大家一起熬通宵，迎元旦。那一天我们买了
好多东西，各种吃的、喝的、玩的。

下午上班的姐姐们那是一个忙，当时我们支行正好在
市地税局里面办公，这一天也是地税局轧帐的日子，一年
来的各项税款必须分门别类入到国库的各种不同的账户
上。那些税票是一摞一摞的交到我们这里，那可是成百上
千张的。再加上周边的老百姓的日常存取款业务。那个
下午，在大家齐心协力的配合下，圆满的完成了白天的工
作，现在回想起来还是那样热血沸腾。

到了下午下班后，我们将帐务暂时轧平，休息一会时
间，大家全部聚在一起，行长带队，请我们到附近的酒店吃
一顿丰盛的晚餐。酒店里大家聚在一起说说心里话，联络
一下彼此的感情，这个场景回忆起来还是那样让人留恋。
吃完饭，大家分工合作开始忙碌起来，一部人往返于支行
与总行之间，交换单据，保障各项住来款项不会有遗失，一
部分人要将收到的单据及时入账,并且将当天的帐务再复
核一遍，保证不能有半点差错。就这样我们一直要忙到晚
上十点多。在我们加班忙碌的时间里，总行的各位领导还
特地到支行对我们进行慰问，表达对我们的关心之情，让
我们深受感动。忙完这些后，大家才真得可以稍事休息,一
边吃着东西，一边聊着工作上的见闻，静等着元旦的钟声
响起。

元旦零点钟声敲响了，新的一年己经到来，新的一天
又要开始，隔壁农商银行放起了新年的烟花，那五颜六色
的烟花，胜是好看，我走到窗边，回头看看欢乐气氛中欢笑
的大家，再看看天上美丽的烟花，心中默默告诉自己，我将
以全新的面貌迎来新的一天，新的一年，新的生活。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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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为授信？理论上所谓的授信，好像就是银行根据借款
人的资信及经济状况，授予其一定期限内的贷款额度。在这
个直接向客户提供资金上的支持或者说是客户用自己在有关
经济活动中的信用向第三方做出保证的行为过程中，我们不
仅缔造着桥梁的作用，更是成为了您的不二选择，因为我们值
得您信任！

用心品一杯正暖的茶-尽职
“喂，九江银行的小张吧，我信宜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

田皓，
我这边有个客户马上来做按揭，但是他们在端午节后马

上要出去打工，你们这边是不是端午也放假啊？那客户签字
的这个问题怎么办啊？哦哦哦，这样啊，大过节的还麻烦你们
来加班，实在不好意思，

那好那好，我马上让我这边的工作人员把客户带到你们
行里来。那麻烦你们了……”手机的主屏还亮着，电话那端的
回声也还未落，本刚应周末加完班返回家里中午休息的小张
立马在老婆叫喊声中，孩子的哭泣声中拎着包转身夺门而去，
留下的只有一个疾行的背影，以及桌上那杯刚满上的热茶。
叫客户签字并不是一件难事，也就是将合同上书写对方的名
字而已。可是，有谁会了解这么简单的一件事背后，隐藏了多
少奔波，汗湿了多少衣裳。又有谁会知道，在别人一家团圆的
日子里，或者在普天同庆的节假日里，我们的员工不论他是在
参加女友家里的家庭聚会，还是在兑现自己儿子几月之前游
乐园一游的承诺中，都会不为风雨只为真心。在夏季，也许你
还会看到黝黑而红红的脸颊仍挂着颗颗汗珠在客户面前断断
续续的讲着业务的员工。不为别的，只为对的起我们的真心、
我们的工作。我们只是在随时待命，在最好的时间里解决客
户的难题。每日被一些不同的客户询问着一样的问题，或者
一些琐屑的事情被重复问起时，我们是否会觉得厌烦和辛
苦？而我们的回答是；“多用心，事情解决了，大家都开心”。

再健步如风，等小张回到有可爱儿子和美丽妻子的家里
时，抬起那杯已冷的茶喝了一口时，他有的，只是满足的微微
一笑，“茶虽冷，心正暖”。

狭路相逢勇者的亮剑--快活
面对利率的市场化、资本市场的改革、金融的互联网时代

的到来、网上支付平台的日新月异……城市商业银行的生存
环境在发生着巨大的变化。我们在不知不觉中已经面临不改
不存的困境，换句话说，未来的几年将会是商业银行命运的转
折点。在这种激烈的商战中，要想赢得一席之地，我们必须拿
出破斧成舟的决心，培养自己的竞争力，那“快活”的经营模式
势在必行。从授信方面来看，九江银行的客户群集中在小微

企业，民营企业。因此在此方面也有相当的建树，但面对这些优势群体正在被
大银行徐徐侵占之时，我们只能在“别人在做成品的时候，我们做优品”。

“快”就是高效。银行在与企业合作的时候，面对无数繁杂且琐屑的信息
和数据时，我们首先在审批的时候就是一大提升空间。拥有一批专业素质过
硬的授信人才，发挥着当地的潜在优势，深入老百姓的衣食住行，及时获得当
地的数据信息，是快捷服务的基础和保障。压缩业务办理的用时量，大大提高
了业务流程的效率以及客户被服务的舒适度。给客户带来了更好地业务办理
的体验感觉。

“活”就是灵活。对于一些无任何抵押物的微小企业，在九江银行也可以
通过担保公司，会员企业等得到融资服务。九江银行的活也体现在中小企业
的多层次担保方式中，这意味着九江银行支持中小企业在比较短且简便的程
序运转下得到它所需要的经营资金。运用灵活变通的方式开创了中小企业与
我们九江银行携手共赢的局面。在九江银行，“我们始终秉持着为客户提供快
捷灵活的金融服务，做到决策快捷，执行快捷，营销快捷，服务快捷，做到因势
而变，因时而变，因需而变，因您而变。”这也不是一句口号。

递一张特色的名片--服务
在这个快速发展的时代，一家企业要想从小做到大，从弱到强并不容易。

而对于城市商业银行的我们更是如此。我们在服务方面始终秉持着“客户呼
声是第一信号，客户需要是第一选择，客户利益是第一考虑，客户满意是第一
标准”的原则，为客户创造最大价值。在这十五年间，“九江银行的服务”已经
在逐渐成为我们的名片。

尽心尽职的一杯凉茶也足够暖人心，灵活高效的程序也带动不小的变化，
全心全意的服务也能成为一张特色名片。而就是在这尽职，快活，服务的过程
中，我们授信予您，我们的愿望其实很简单：只做您信任的银行！

做自己的
十里支行 张婷婷

在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呼吸着新鲜的空气，
踏进一座古老的建筑，在整齐的书架中，选一本喜
欢的书，泡一杯淡淡的茶，在一个大大的落地窗前，
找一个安静的座位，在茶的清香中，慢慢地走进书
的世界里。为《平凡的世界》中孙少平的坚持而感
动，为《活着》中富贵的命运而落泪，为《多情剑客无
情剑》中李寻欢的爱情而感慨，为《悲惨世界》中牧
师的胸怀而敬佩。忘记身边的一切，置身于书的世
界里，陪他们哭，陪他们笑，快乐着他们的快乐，忧
伤着他们的忧伤。

这是我梦想生活的一天，而这栋建筑就是我梦

想的图书馆。
在这里，一排

排整齐的书架上，
一摞摞崭新的书
籍，在这些跳动的

文字里，有江湖的恩怨情仇，有战场的刀光剑影，有
商场的勾心斗角，也有人间的温情冷暖。它是阿拉
丁的神灯，它是魔术师的魔棒，它也是马良手中的
神笔，只要你想要的，它都无私地给你。

在这里，一列列实木的桌椅，一盆盆鲜艳的花
朵，散发着淡淡的清香，让人心旷神怡，让人心情舒
畅，在大大的落地窗外，一片绿油油的草地，一颗颗
高大的树木，在闲暇之余，推开窗户，欣赏着窗外美
丽的风景，呼吸着迎面吹来的新鲜空气，你会感慨
世间竟有如此美景，世间竟有如此适宜品书之地。

在这里，没有身份的不同，没有地位的差距，更

没有贫富的差别。有的只是虔诚的读者，有的只是
纯粹的读者。不需要伪装自己，不需要迎合别人，
不用理会时间的流逝，安安静静的做一次正真的自
我。找一个喜欢的位子，寻一本喜爱的书，读一个
欣赏的故事，享受着作者给我带来的或快乐或悲
伤，这一刻所有的烦恼都散去，无拘无束地驰骋于
书中五彩缤纷的世界里。

没有鲜艳的外表，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没有高
大的身材，却有着独特的魅力。它是我们心灵的港
湾，它是我们人生的导师。当我们对生活失去希望
的时候，能从它那里中找出活下去的理由。当我们
对未来感到迷茫的时候，能从它那里得到奋斗的勇
气。当我们心情低落的时候，能从它那里得到心灵
的慰藉。它像一叶方舟，在知识的海洋里，载着我
们向更远处迈去；它像一阶楼梯，在知识的殿堂里，
携着我们向更高处攀登。这就是我梦想的图书馆。

曾经看过这样一则新闻：两辆车在一条仅容
一车的山间小道上相遇，双方都坚持不让，在相
互对峙的时，突然山体滑坡，两辆车都被砸进山
谷。试想，如果他们之中有一个能够示弱，也许
这个悲剧就不会再发生了。

生活中常常会碰到摩擦，争吵，双方力争上
游，毫不相让，仿佛一旦示弱，便失了面子，小事在这样的
大动干戈中也会被无限放大。似乎人们都习惯了争强好
胜，尖锐的语言、不理智的行为，这样的伤害往往是相互
的。我们已经将最柔软的地方藏得如此之深，不愿外示
于人，“示弱”反而成为了懦弱的表现，忽略了一味以强示
人的处事之道所带来的遗憾和伤害。

在不违反原则情况下的适当示弱，其实是一种智慧
的体现；让即将发生的争执在稍稍示弱中烟消云散更是

一种大气的体现。由于工作性质的需要，我常常遇见形
形色色的人，被各种问题难倒，更深谙示弱之道在工作中
的重要性，印象深刻的例子不胜枚举，记得刚刚入职时，
我碰到一名老人家手持自己和孩子的身份证强烈要求代
办卡，这与我们的工作原则相违背，在老人情绪十分激动
的情况下，我有些无措，只能将主管请出，看到她没有选
择生硬地拒绝，反而是先不停地跟老人家致歉，再解释原
委，最后以折子替代卡，既不违反原则，又圆满地解决问

题。那一瞬间，我忽然领悟到示弱并不意味
着低人一等，反而是信任他人的体现，让别人
感受到你的真诚，别人自然也会投桃报李回
馈给你，毕竟这个世界上，十恶不赦的人是极
少的。

工作中的示弱收获的是集体进步与客户
的赞许；家庭中的示弱收获的家庭的和睦和亲人的关怀；
社会中的示弱收获的是社会和谐与国家的文明。

作为一家服务性的银行企业，更应该向我们的客户
示弱，以客户的利益为第一，以客户的需求为第一，它
展现的是一种大智慧，流露出的是宽广胸怀和谦虚
态度，体现的是理智风度和务实的精神，但是收获的
却是团队的和谐和长久的胜利，而这正与我们的企
业文化相契合。

“示弱”的智慧
合肥分行 张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