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清晨一缕阳光透过窗帘
照进来，闹钟好像感应到了一
样“铃......”混沌的睁开眼睛，
揉了揉，仿佛用尽了洪荒之力
一般，翻身坐起，这一切说起
来简单几个字，相信每个人都
有同样的感觉，这一切做起来
简直翻江倒海，我照例的刷牙
洗脸，准备上班。

路上，觉得今天的太阳格
外好，好像久违的朋友一般看
着我，我打开车窗，享受这清
晨，享受这上班路上的繁忙，
享受这充实的一天，此时不知
道为什么我突然笑了，为什么
呢？我自己也不知道。

手机的备忘录又提示我
了，还有两天王姐的理财就到
期了，而今天张女士的理财也
到期了，还有昨天已经联系好
的王阿姨他今天会过来转存
定期。到了单位一起准备工
作就绪，头寸也送来了，我按
下了今天排队的第一个号码，
开的出他匆匆忙忙的过来，原
来是银行卡掉了，我又暗自发
笑，第一笔业务就是挂失，今
天运气也是好啊。

接下来就是不停的复制粘贴业务，存钱、取
钱。

临近中午的时候来了一个阿姨，年龄40岁左
右，急急忙忙的让我帮他转账出去，说自己的孩子
在外面发生了车祸，经验告诉我，这个阿姨好像被
骗了，我把业务停下来，跟阿姨仔细交谈，看得出
来她已经不愿意和我们多说一句了，但越是这样
我们越要了解情况，在大堂经理的帮助下，他打电
话给他儿子确认后，果然是假的，说完，他便哭了
起来，同时又感谢我们，我很高兴因为自己的一个
经验，帮助了她，让他没有损失。

一天按照惯例结束了，没有多么的丰富多彩，
没有那么多惊心动魄，就是这样平凡的一天，扎帐
后，我按照往常一样回家，路上看到夕阳我又笑
了。

人生亦是如此，平凡，没有那么曲折离奇，但
每天充实快乐，我作为九银人我开心，我自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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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大报告中29次提到青春，10处提到青年。可以
说，奋斗的青春最美丽。作为一名九银青年，青春当以奋
斗为底色，加紧实干苦干，为九银熔铸力量，让青春绽放
出光芒。

我是一名90后青年，去年从原支行调到总行。我觉
得这是一次把自己归零、重新启程的机会。我在心里告
诉自己，一定要努力，一定要珍惜。到了新的部门后，我
迅速转变角色，虚心向领导和同事们请教，积极融入到新
的工作和环境中。

奋斗在营销路上的青春最美丽。还记得，去年11月
14日是我们部门成立以来首次出远门做业务，客户是一
家注册在省外、做批发及零售家电和建筑材料的某商贸
企业。坐了一天的火车，晚上抵达，客户在车站接了我
们。到宾馆放完行李后，客户说要请我们去吃饭，领导说
我们已经在火车上吃过晚饭了，但客户硬是说出N多个
理由让我们一定要去，盛情难却，我们只好答应了。晚饭
结束后，我们约好第二天早上8点半去他们公司实地考
察现场尽调，并看看财务数据。一餐饭下来，从客户接待
的表现、与客户的交谈以及饭桌上的点点滴滴，还没开始
尽调，肖领导就对我们说，这笔业务可能要放弃，但不点
破，明天起一切“涛声依旧”，果然，......

第二天早上8点左右，企业的财务总监突然打电话
说路上堵车，要晚一点来接我们，这一晚就晚到 10 点
半。到了公司，客户公司董事长在办公室接见了我们，
一番交谈下来，我们基本了解了想了解的信息。中途同
事问洗手间在哪，财务总监说出门右转，还要亲自带她
去，同事从洗手间出来，因为不熟悉，找不到董事长的办
公室，就向前台询问，前台指了指，说那边最里头一间就
是，上面有牌子，同事走过去却发现里面坐的不是之前
那位董事长，里面的人看她四处张望就出来问她找谁，
她说找董事长，那个人说“我就是这****财富公司的董
事长，您是哪位？”，同事介绍自己是九江银行过来做尽
调的，那位董事长说不认识。后来肖领导故意说这栋楼
好大啊，客户公司的这位董事长便带着我们沿着楼道参
观了一些办公区域，但都是在办公室外面，参观的时候
迎面走来好几拨穿着制服拿着公文夹的工作人员，却无
一人给这位董事长打招呼、向他问好，整栋楼内及大门
口没有一个该公司的标志和 Logo，我们心里对该公司

的判断已八九不离十了。下午，我们要求看下税控和一
些凭证，往来账户里却是些个人的交易流水，税控系统
里的公司名称也不是该公司名称且营业额跟这位董事
长说的相差甚大，财务总监解释说这是为了避税，税控
里的公司是他们董事长实际控制的，我们说看不出有关
联关系啊，财务总监说他们董事长怕树大招风，他的公
司全部不用自己的名字。后面一天，我们说去看下库
存，我们第一个到的是空调仓库，门口挂着的牌子是
****物流园，当财务总监在前面带着同事介绍时，我看
到有一个盘点员在一边盘点库存，便赶紧过去问“你好，
请问你们**集团这里一共有几个这样的仓库”，盘点员
诧异的看着我，“什么**集团，这里是**配货中心”（另一
集团公司），财务总监看我在后面跟盘点员交谈，赶紧跑
过来，有些紧张的问我有什么事，我笑笑说没事，心里想
着刚才的对话都录音了。不出所料，后面几天看的情况
跟他们讲的也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种种迹象都显示，
他们就是租用他人的办公场所以小充大的小型商贸公
司，而非所说的大型知名商贸集团，业务收入无法覆盖
贷款的利息和本金。

第一次出远门做业务就遇到有瑕疵的客户，我和同
事都有些沮丧。回来的火车上，我们的心情难免显得有
些低落，肖领导笑着跟我们说：“小朋友们，像这种客户很
多，虽然没有做成业务，但收获很大的，第一次的放弃往
往比成功更有意义，你们要把心态调整好，多向实践学，
在实践中明辨是非，分清真假，从源头上把握风险，在实
践中积极作为，茁壮成长”。听了肖领导的一番话，我们
顿时感到心里暖暖的，同时也忽然觉得确实懂得了什么，
突然开心的笑了。

第一次的经历刻骨铭心，在后面的业务中，我们时
刻谨记领导的点拨，尽调要做到全覆盖，层层剥离，“穿
透”客户，做到现场尽调与非现场尽调都要到位，客户的
各个板块、负债、资产都要摸得透透彻彻。我们跑车间、
看实地、询问不同岗位的人员，调阅原始单据和税控（如
水、电费单），测算销售收入、销售成本与利润的内在逻
辑关系......，有的时候肖领导还会通过他的人脉资源，做
更深层次的延伸尽调，从人行、银监、政府高层来了解客
户的真实情况。肖领导常常对我们说股权质押贷款必
须严格执行“贷款三查”，每一笔贷款，贷前都必须首先

想到能不能按期归还本金和利息，要对九银负责，对后
人负责，对历史负责。只有勇于放弃，才能真正得到，才
能真正把有限的贷款规模用于高净值的客户，才能确保
实现“在合规安全无风险的前提下做大业务规模和收
益”的目标。

来到新部门的这一年，虽然辛苦，但却充实，可以说
是累并快乐着。视野变宽了，业务能力变强了，内心更加
强大，明显能感觉到自己每一天都在进步。

这一年，我们经常外出营销客户，仅河南就去了10
次，包括营销、尽调、签合同，办质押，贷后管理，经常是天
没亮就出门赶火车，只要是定好的行程，不论周末还是节
假日，一定风雨无阻，。每次看到肖领导胃不好还和我们
一起吃火车上那硬硬的盒饭，我都在心里默默想，这就是

“奋斗”精神的体现，这就是我们九银人的品质。
经过一年的努力，我们成功营销了好几单业务，包括

胡润百富榜2017全名单排名第567位、中原银行第三大
法人股东的**集团和胡润百富榜2017全名单排名第316
位的**集团，仅今年的贷款存量明年一年的利息就达到
一亿多元，想想，心里有多开心呢！

这一年，我们始终坚持合规为先、风险为本、利润为
核心、不断拓展市场和客户，牢牢围绕部门确定的“在合
规安全无风险的前提下做大业务规模和收益”的目标。
我们认真挑甄选优质客户，一般是前十大法人股东或是
当地知名的龙头企业；严格执行《九江银行“久赢股权贷”
管理办法》文件要求，必须是实体企业，凡虚拟公司、空壳
企业、倒贷公司、影子公司、资产运作公司、股权平台等和
企业经营不稳定、效益和前景不太好的，有瑕疵的企业，
即使有股权，即便贷款利率再高，一律放弃，从源头上防
范信贷风险。

这一年，让我对董事长提出的“贷款就是贷人”、“资
产质量是生命”有了进一步的领会、认识和提高。

这一年，通过那些放弃的客户，让我对潘行长常常说
的“风险有时是靠感觉出来的”深有感触。

“不要在最该吃苦的年纪选择安逸”这句网络上广为
流传的话，是对我们广大青年最朴实的的忠告。阳光总
在风雨后，不经历风雨，怎能见彩虹。在今后的工作中，
我将不忘初心,继续努力,踏实进取，在营销的路上挥洒汗
水和青春。

最是青春年少时
德安支行 王宇晴

今年的冬，来的甚早。早早裹上厚重
的大衣，踩过铺满落叶的小路，树叶摩挲
的“咯吱”声却依旧回荡。总喜欢在繁忙
的闲散中放空自己，脑海中时不时掠过旧
人的模样，亦或琐碎的往事。望着熟悉的
街道，才恍然：真快，已经快毕业了啊。

回忆大四的短短几个月，从最初的慌
乱追逐，到如今的淡定享受，失去了很多，
却也得到了更多。也许年龄尚小，还不能
经历生活百味。有人问我:青春是什么？
白岩松说:“青春是川流不息的江河，呼啸
着我们追求的一切。”其实我想，青春也许
是每个人后知后觉的词吧，经历时觉得它
不过如此，甚至无法察觉，而将来的某一
天，你终于意识到，它终究还是走了，像河
岸边一边向你招手，一边离去的故人，渐
渐地，离你好远，最后剩下的，也只有怀
念。

我在校内外遇到了许多人，他们性格
各异，模样不同，但却共同陪伴着我悄然
进行的青春。校园的日子总是阳光的，人
们称之为象牙塔，顾名思义，象牙是纯洁
的,有了象牙塔的保护，大学生在大学中
并没有真正踏入社会，所以各种思想，感
情，人际关系都比较简单纯洁，故称大学
为象牙塔。那时候我们好像有大把的时
间去挥霍，去遇见不同的自己。每一刻都
会遇到不同的人，每一秒都可能经历从未
经历的，它始料未及，却令人着迷。辛夷
坞在《致青春》里写道：“正如故乡是用来
观念的，青春是用来追忆的。”也许我此刻
笑中带泪，但多年以后却成了最美好的回

忆。
是啊，当你怀揣着它时，它一文不值，

只有将它耗尽，再回头看一切才有意义。
成长都是在不经意间发生的，好像意味
着更多的未知等你决定如何选择，每一
步都与未来离得很近，成长就是教我们
认识到自己与未来的距离。我们还是会
期待惊喜，接受挑战，仿佛青春里的一切
烦恼都可以在时间里治愈，亦或被时间治
愈。

也许青春就是这样，挑战愈多，收获
愈多，在今后的路上，走的也越从容。实
习时间虽不长，我却感受到了以前从未感
受的，收获了曾经没有的东西。从最初的
小白，到现在的自己，在不断练习、不断努
力下，我的一步步挑战，一次次进步，身边
的人都看在眼里。收到了旁人的鼓励，我
暗喜而不骄傲，稳中求进，增加业绩。遇
到了难以解决的困难，我也不会完全懈
怠，而是积极请教上级与同事，走出困境
的我，脸上是幸福的笑容。

除了自身的成长的历练，身边人对我
的影响也颇大。与同事初相识时大家并
不熟悉，羞涩少语，随着接触的增多，大家
逐渐打开了心扉，互相进步，互相鼓励；与
客户的一次次交流，一场场相遇，我收获
的不仅是业务的逐步熟练，还有与人相处
之道……是喜？是怒？哀也罢，乐也罢。
无形中，我收获了无数。

就这样，喜怒哀乐陪伴着我的青春。
路，还很长。

如此，我成就我自己，在青春岁月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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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是我来九江银行大校场支行的第一年，初来乍到，内心总
归是有些忐忑，毕竟换了一个工作环境换了一个工作岗位，总是会想
新的工作环境怎么样，同事间的关系是否和谐。正好五月行里准备
了一场家园文化活动，正是这场活动让我一下融入了这个大家庭，被
这个大家庭所温暖，所感动。相信整个大校场支行的员工及员工家
属都是跟我一样的感受，内心深深的受到了触动。

九江银行的企业文化里有一项：我们的家园理念是尊重、关爱、
分享。希望我们员工之间能彼此尊重，互相关爱，共创财富，分享成
长；也希望我们能快乐生活，激情工作。不过就算是日日学、月月学
都不及自己参加一次家园文化活动的效果好，学习的更深，感悟的也
更深。

2017年5月14日，是母亲节，正好也赶上了是个周末。提前半
月有余，支行骆行长就提出了举办一个家园文化活动的想法。一
是给各位员工及员工母亲过一次有意义的母亲节，提倡感恩，提倡
反哺；二是趁此机会好好的学习一下我们的家园理念，提高员工间
的凝聚力。这个想法一经提出，引起了全支行上下的赞同，大家说
干就干，纷纷利用自己的业余时间，各自分工，各自准备，全支行上
下同心协力，只为举办好这个/活动。活动当天，大家各自请来了
自己的母亲，齐聚一堂，热闹非凡。支行行长首先代表各位员工代

表大校场支行祝各位母亲母亲节快乐，也感谢各位母亲对孩子工
作的理解及背后默默的付出，一时间掌声雷动，大家都心潮澎湃，
眼角微湿了。接着骆行长引出了这次活动的主题——感恩，希望
大家都能感恩自己的母亲，感恩自己的工作，感恩九江银行；同时
也要懂得反哺，好好经营家庭，孝顺父母，努力工作，为九江银行的
发展献出自己的一份力。掌声又一次响起。之后，员工们为各位
母亲表演起自己精心准备的节目，一次又一次的欢声笑语把活动
推向了高潮。在活动的最后，还有一个小小的惊喜——给各位母
亲献花。虽然是一束普通的康乃馨，但是能从各位母亲的眼神里
看到惊喜看到感动。活动就在一片感动中圆满而又温馨的结束
了。

这次家园文化活动充分的体现了家园理念的精髓，每位员工都
是九江银行大家庭的成员，同心协力推动银行长足发展，这是大爱；
我们也是个体，也要为自己的家庭生活努力工作奋斗，这是小家。经
过了这次家园文化活动，我对家园理念又有了更深的理解，在工作中
也更有归属感，更有激情，同事们之间的凝聚力也更强。希望九江银
行家园文化活动传统能一直继续下去，遍地开花，让大家都能深刻体
会家园理念的精髓——尊重、关爱、分享，让九江银行的大爱传播下
去。

或许这世界上，每个平凡的人背后，都有一些不平凡的事，就
像电影里的马哈维亚一样，早早参加工作的他，曾经却是一位十
九岁就登上了全国冠军宝座的摔跤运动员。

这就是社会的现实，无论是工作还是生活也好，若是缺乏了
支撑自己上进的心，就将会慢慢的将自己曾经的雄心壮志给埋
葬，生活的热情也会被社会的现实所逐渐的熄灭。没人会记得曾
经如何辉煌的你，社会现实也不会因为被客观事实给磨灭了的雄
心而有所改变。

但，我们就该如此的认命吗？任由一切东西的改变而不做出
任何的抗争吗？或许有些人会说，我已经努力的做出了改变，也
发表了自己的抗争，但是只是无力回天，但是你做到极致结果了
吗？我想这是值得我们去思考的东西。一开始的主人公是希望
自己能有个儿子来完成自己的夙愿，但是天不随人意，在主人公
第四个女儿出生时，他曾绝望过，将获奖照片和奖牌放进了箱子
里。但生命之舟面对险滩，面对激流，弱者会选择逃避和放弃，而
强者则会选择面对和挑战。马哈维亚选择面对和挑战，决意将自
己的女儿培养成摔跤运动员，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
智、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弗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
性，增益其所不能，尽管遭受到了外界的许多质疑，但主人公依旧
没有改变自己的初衷，相信自己，坚信自己的目标，去承受常人

承受不了的磨难与挫折，不断去努力去奋斗!
成长的过程，总是充满着各种诱惑与曲折，吉塔在成长的道

路上也依旧是如此，父亲的刻苦训练与外面的安逸形成了对比，
各种诱惑也使得吉塔不再像以往一样充满斗志，总是将希望寄托
于下一次。或许工作上亦是如此，当一个人的工作到了一定的程
度上，就会失去了前进的动力，生活也将陷入一种迷茫的状态。
所以不管在生活还是在工作中，都要勿忘初心，始终不忘记当初
的志向、承诺，坚持最初的理想,努力走下去,不抛弃不放弃,才会
有一个好的结果。

爱就是领导力,值得庆幸的是，吉塔的背后有着自己父亲不离
不弃的支持，当吉塔醒悟过来后，回首之时，她的父亲依旧还是以
往的那个父亲，只不过是被岁月侵蚀了，不复当年之勇。但，强大
又岂止是表面的武力的强大，马哈维亚给了自己女儿一颗强者之
心，让自己的女儿无论是在顺境逆境的时候，依旧能迎难而上。最
终吉塔与妹妹巴比塔能从一个乡村小姑娘成为在国际赛事金牌的
得主，这中间，他们的父亲无疑是伟大的。都说父爱如山，含蓄而
深沉，舐犊深情的爱不会轻易表露，父亲的爱无需言明，却汩汩流
入你的心窝，沁入你的骨骼，也许有时难以察觉，但只要你碰了壁
受了委屈，他就一定站在你能看得到地方，为你加油打气。用心
体会那沉静的父爱，捕捉爱的光泽，你会为之流泪，为之高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