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俗话讲，“脾气人人都有，拿出来是
本能，压下去才是本事。”世间最可恶的
是莫过一张生气的脸。不管是生活还是
工作中，待人和颜悦色，不仅是一种美
德，更是一个人的最大教养。

对客户对陌生人和颜悦色，是礼。
你对别人的态度就是将来别人对待你的
态度，唯有和颜悦色宽带他人，才有可能
得到热情的回应。我始终认为看清一个
人的人品和教养，就去看看他们如何对
待陌生人，必然可以找到答案，我们面对
的客户很多，不管是服务员还是农民工
社会各个阶层的人，凡是受过良好教养
的都必定懂得去尊重他人。这是我在前
台以来见过最多也感悟最多的一种现
象。

记得之前看到过一个新闻，由于突
降大雨，导致交通堵塞，一名交警仍在冒
雨执勤，一位女司机主动下车，将一把打
伞撑到交警头上，为其挡雨。事后了解，
这名女子与交警并不相识，女司机却足
足为这个陌生交警撑了5分钟的雨伞，直
到交通恢复畅通，才留下雨伞，低调离

开。什么是教养？就是能站在对方的角
度去思考问题，懂得每个人都不容易。
对陌生人不是单薄的客套，而是推己及
人的和颜悦色，这就是你的教养。

对父母和颜悦色，是孝。在我朋友
圈中总能看到一种这样的状况，我们终
是把好脾气留给外人，却把最坏的脾气
留给最爱你的人。我想大家普遍都有这
种状况，生活中不同的人相处会展现不
同的态度。陌生人面前是规矩礼貌，疏
离中带着客气，同事之间可以开几句玩
笑，但始终不失分寸，普通朋友嘘寒问
暖，亲近但不亲密，而在亲近的父母面前
本性却完全暴露无遗。给父母买好房
子，请父母吃大餐，去旅游，是物质上给
父母的享用，这是物质上的孝。而深层
次的孝是对父母精神上和感情上的安
慰。所以能对父母和颜悦色也是最大的
教养。

然而我们在工作中也一样，对待每
个客户都能和颜悦色，不仅能拉近距离，
让客户得到精神上的欣慰，这也便是我
们工作的最大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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弹指一挥间，时间再一次定格到了3月1日这个
特别的日子。两年前的这一天，支行正式在南沙自
贸区的热土上落地生根，正式成为全国首家进驻广
东自贸试验区的异地城商行。这家承载着“响应自
贸区金融创新政策、服务南沙实体经济”历史使命的
支行，终于在历经半年的紧张筹建后，破茧而生。回
望过去的两年，是支行不平凡发展的两年，作为一个
刚踏出校门的应届生，我有幸见证了支行从无到有、
从筹建到蜕变发展的过程。如今，正值自贸区支行
成立两周年的大喜日子，回想起这一路走过的历程，
我既感慨时光飞逝，亦怀念心中那份最初的热情与
憧憬，往日一幕幕仿佛还在眼前。

未曾想过会与九江银行结缘，从下定决心离
开我工作了两个月的外资银行，到选择向九江银
行投递简历，最后过五关斩六将顺利地被录取，我
总以为自己的命运很随机，处处充满意外和挑
战。也许是墨菲定律的作用，我一直对自己会被
发配“边疆”（南沙处于广州的最南端）这件事情有
所担忧，果不其然，刚被录取的第一天我就被宣布
分配到还没诞生的自贸区南沙支行协助参与筹建
的工作。也许是我天性更加向往未知的世界，从得
知这个消息的那一刻起，担忧与迟疑却烟消云散，
心中更多的是期待与向往。就这样，我和其他两
位小伙伴就正式加入了自贸区支行筹建的队伍，
来到这个曾经被称为“广州的西伯利亚”之地开始
了支行的筹建之旅。

两年半前的南沙，着实让我深刻体会到广州竟
会有如此荒凉之地，有种“交通基本靠走，治安基本
靠狗”的即视感。那个时候，“食肆三两家，一碗永流
传”——在支行对面档口吃上一碗牛肉面几乎成为
整个星期午餐和晚餐永恒不变的标配；“等车一小
时，坐车十分钟”——乘坐一辆到最近地铁站的公交
车往往都在考验着我到底是选择走路还是等上大半
小时的车，因为那个时候的南沙几乎看不到出租车
的身影。也许是厌烦了闹市区的喧闹，即使那时候
并不适应南沙不方便的“衣食住行”，但我发现自己
却慢慢地喜欢上了这座安静的“城市”。只有每天晚
上行走在“荒无人烟”的马路上发现的那个影子，才
能让我品出更“孤独”的人生味道。

协助参与支行的筹建工作，对一个刚踏出校门

的书呆子确实有着不小的挑战，但对我来说确实体
会到了很多在银行工作都没机会体验的经历。还记
得，那是广州的夏末，天气非常炎热，在筹建组领导
选定了支行网点地址后，我们就正式拉开了筹建工
作的序幕。筹建的前期工作主要就是负责跟进网
点的装修工程，我每天主要的工作就是在装修工地
进行“巡逻”，定期向支行筹建组汇报装修进度以及
协调解决装修现场遇到的问题，架起装修单位、设
计单位、物业管理单位与支行筹建组的桥梁，确保
装修工程队的师傅按照设计图纸进行施工。从对
设计蓝图的一无所知到略懂一二，到最后我遇到不
合理或不可行的设计方案时会提出自己的思考和
想法，我觉得这就是我的成长。这种成长是思维方
式的转变，是一种对问题的思考能力和辨别能力，
而不是简单地当一个机械式的执行者。虽然每天
我都要穿梭在“噪声和灰尘齐飞”的工地，身上的衣
服总会不知不觉地“惹上尘埃”，但很快我也适应了
与师傅他们一起工作的这个环境，我会主动地融入
他们，热心地帮助他们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有
时候见他们很辛苦，我会很心疼他们，但也更会敬
佩他们，因为在他们身上我能看到勤劳、淳朴、能吃
苦的模样，所以我会更加觉得自己的工作很需要这
份“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的精神。

就这样，几个月的时间，我见证了支行从“毛坯
房”到“精装房”的蜕变，支行网点也变得越来越是我
们心中所想象和憧憬的那个模样，就像看着自己的
孩子一天天成长一样，因为这里的一点一滴都凝聚
着我们的心血。2016年3月1日，广东自贸试验区南
沙支行迎来了闪耀绽放的日子，正式在南沙自贸区
揭牌成立。在热闹的锣鼓声中，在区政府领导和行
领导的一句句铿锵有力的开业致辞声中，那一刻，我
心中的那份沉甸甸才放下。是的，这就是自贸区支
行的“成年礼”。

不知不觉我在南沙已经度过了两年半的时间，
渐渐地觉得这里才是自己的“家”。每当回想起筹建
的那段时光，我总会觉得自己收获满满，正是当初的
那份憧憬和期待，伴随着我在这片土地上与与自贸
区支行一直同行，与梦想一直前行。今天是你的生
日，我想为你发出满屏的弹幕：“厉害了我的自贸区
支行”。

《干法》读书笔记
井冈山九银村镇银行 徐亚娟

《干法》是由日本四圣之一稻
盛和夫高龄出任日航 CEO 之后推
出的第一本书。文中他分享了他
对工作的理解以及心得。读后受
益匪浅，想和大家一起分享其中的
收获。

1、为什么工作
在文章的开篇作者就提出了

一个问题，为什么要工作！我想会
有很多类似的答案，比如为了生
活。我们认为一方付出劳动，一方
提供报酬，这是一种等价交换。

这 是 我 们 对 工 作 肤 浅 的 认
识。稻盛和夫却对工作的有一种
新解，他认为人工作的目的是为了
磨练灵魂、提升心志。工作造就人
格，通过每一天踏实、专注的工作，
来一点点提升自己的人格，书中讲
到作者在京瓷工作的时候，研究开
发一种叫做镁橄榄石的新材料，这
是一种新型陶瓷，绝缘性能好，适
合于高频电流，但是这种材料没有
合成成型成功的先例，稻盛和夫为
了这一研究，反复试验，却屡试屡
败，他全心专注于这一研究，昼夜
不分，苦思冥想，近乎疯子一般。
一天，他像往常一样，关在实验室
里想着这个难解的问题，来回走
时，突然被某个容器绊了一下，差
点跌倒，鞋上沾满了实验用的松香
树脂。他叫喊道：谁把松香搁在这
个地方，就在那一瞬间，他将松香
和镁橄榄石联系在了一起，并且马
上实验，终于成功了！

作者的专注力是我们大部分
人所缺乏的，如今在这个通讯发
达，信息爆炸，纷繁复杂的社会，我
们的心很容易被太多东西干扰，比
如上班时旁边的手机微信一响，一
般都会随手拿起来刷（个人建议微
信工作群在上班时间不允许使用，
只通过电话、短信、邮件），这些都
很大的影响到了我们的工作效率，
低工作效率也是员工加班的一大
原因。只有如稻盛和夫那样全心
专注在工作上，即便有难题，只会
专注在问题上，而没有过多的时间
去抱怨或者消遣。我想这就是磨
练灵魂，提升心志的一个过程。

2、成为自燃型的人
物质分为可燃型、不燃型和自

燃型三种，作者将人也分为这三
种，“可燃型”人是点火就着的，他
们在得到领导、同事、朋友的提醒、
帮助之后，可以很好的调整自己的

心态，以积极的心态，正确的方法
运用到工作中，这类人，需要他人
的指点、提醒才能做得更好,主观能
动性较好。“不燃型”的人就是非常
被动消极的，即使领导同事劝说再
多也无动于衷，总有自己的小心
思，自认为“怀才不遇”，抱怨环境、
抱怨他人，总为失败找理由。他们
不仅自己不燃烧，还不想别人燃
烧，给别人泼冷水，这类人，应该从
团队中除去，否则，将影响

整个团队的积极性。“自燃型”
的人，他们总能主动去发现问题，
解决问题，不是等命令执行，而是
主动出击，他们主观能动性强，团
队需要的是这类人才。

3、人生方程式：工作结果=思
维方式*热情*能力

这是稻盛和夫结合自己的经
历总结出的人生方程式：作者将这
三项用分值来表示它们的高低水
平，能力是指智能、健康等，更多是
先天因素决定的，分数从0-100分，
热情又称为努力，主要是指有干
劲、有激情，有上进。按个人差异，
分数从 0-100 分。作者特别强调，
热情可以由自己的意志决定，如果
发挥到极致，付出不亚于任何人的
努力，那热情这项分值就很高。

作者将能力和热情的乘积用
分数表示。稻盛和夫举了一个例
子，说 A 有聪明的头脑能力 90 分，
但是由于过于自信，不认真努力。
热情只够 30 分，那么 90*30=2700
分，结果 2700 分，另一个人 B 认为
自己的能力至多60分，但是因为认
识到能力不足，加倍努力，热情 90
分，合计总分 60*90=5400 分，同 A
相比，B即使能力平凡，但是通过自
己的努力也一样可以弥补不足，取
得成果。思维方式却与能力、热情
不同，思维方式有正面、负面之分，
所以它所呈现的分值也有正负数，
分值从-100 到 100 分，变化幅度很
大。正面的思维方式指凡事感谢，
为他人好，为大家的幸福拼命工
作，相反，抱怨他人、环境，抱怨不
公，否定真诚的人生态度就是负面
的思维方式，就是负值，当我们发
现，如果我们的思维方式出错了，
为负值的话，总值一定为负，哪怕
是一个很小的负数。一旦调整自
己的思维方式，转为正面，那人生
工作的结果也是向上的。这也就
是我们常说的态度决定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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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 雨
一夜风雨满地红，
几声雷鸣呼老农。
楝花飘零信风止，
早把春意播心中。

注：花信风——即风报花之消息。风应花
期，便产生了“二十四番花信风”。每年从小寒
到谷雨，共八气。每气15天，一气分三候，八
气共二十四候，每一候应一种花信。从梅花
起，自楝花结束。故，楝花开后，春季便结束。

秋 分
鲍诗谢赋诵古今，
秋暮夕月祈太平。
昼夜均分时不待，
寒暑寰宇宜共兴。

注：1.鲍诗谢赋，指鲍照的诗和谢灵运的
赋，因其诗赋中多有吟诵月亮之作。

2.秋暮夕月，古人在秋分时节祭拜月亮，
祈福佑护，后逐渐演变为中秋节。

立 夏
才见小荷尖尖角，
又闻田间蜊蜊蛄。
早有地龙勤掘土，
何劳迎夏把农呼！

注:1.蜊蜊蛄——立夏有三候：一候蝼蝈
（蜊蜊蛄）鸣；二候蚯蚓（地龙）出；三候王瓜生。

2.迎夏——周朝时，立夏这天，帝王要亲
率文武百官到郊外“迎夏”，并指令司徒等官去
各地勉励农民抓紧耕作。

惊 蛰
神鼓振天催春雨，
东风拂来绿柳桠。
仓庚鸠鸣桃华灼，
农人洎此少闲暇。

注：1.仓庚鸠鸣桃华：指惊蛰三侯。初，桃
始华；五日后，仓庚鸣；再五日，鹰化为鸠。

2.桃华灼：《诗经》句，桃之夭夭，灼灼其
华。

诗四首诗四首诗四首诗四首
大校场支行 张 婷

合肥分行 胡巧巧 摄

寒随一夜去，春还五更
来，暖暖的阳光温柔地洒落
在阳台。我，一个许久未阅
读的银行人。泡一壶淡茶，
在丝丝缕缕的清新中轻轻的
让书面舒展，轻抚上面的文
字，一种难以名状的舒坦在
心中飘散开来。

书架上的书，除去历史典籍，心灵鸡汤，便是
党籍读文。党的十九届三中全会近日胜利闭幕，
充分肯定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对推动党和国家各项事业取得的新的成绩。
回想习近平总书记这几年一系列讲话，对中国传
统文化中典籍名句随手拈来，引人入胜，总能给
人以思想启迪，令人钦佩，感叹大国领袖之才
华。取出《习近平用典》，因很久未阅读，直接翻
至了劝学篇，习近平总书记在2009年中央党校开
班典礼讲话上引用古文《说苑》，勉励年轻人不负
光阴，务实好学。《说苑》有云：少而好学，如日出
之阳，壮而好学，如日中之光，老而好学，如秉烛
之明。自古至今，看待读书的态度已然反映了阅
读的重要性。想到入行以来，我行知识培训也颇
为频繁，但仅与工作内容相关，剩余阅读时间便
是留给自己的，我却总没有足够的执行力，确是
惭愧的银行人。

回往大学时光，我喜欢踏进学校图书馆，喜欢
在图书馆品读书籍的乐趣，少而好学，如日出之
阳。在那安静的氛围中，驰骋在书籍的世界里，忘
掉纷繁复杂的现实世界，别有一番风味。当你枯
燥烦闷，读书能使你心情愉悦；当你迷茫惆怅时，

读书能平静你的心，让你看清前路；当你心情愉快
时，读书能让你发现身边更多美好的事物，让你更
加享受生活。余秋雨先生曾经这样评论过书籍的
功能，他说：“只有书籍，能把辽阔的时间浇灌给
你，能把一切高贵生命早已飘散的信号传递给你，
能把无数的智慧和美好对比着愚昧和丑陋一起呈
现给你。区区五尺之躯，短短几十年光阴，居然能
驰骋古今，经天纬地，这种奇迹的产生，至少有一
半要归功于阅读。我想这就是古语“书中自有黄
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的含义吧。好书在手，会
让人不自觉地被它吸引，难以割舍，于是心无旁
鹜，细细地展阅。随着一页一页地翻过，书香会沁
入肌肤，虽难为人理解，却能自得其乐。读书需要
有闲心、闲情、闲致，忙忙碌碌、心烦意乱是读不进
书的。看古人在泽畔行吟，在月下操琴，不受丝毫
的干扰，这是一种何其风雅的人生……可是，这样
的人生已随昔人一起远去了。如今的社会，熙来
攘往的人群，都在为着利欲而奔趋着、追逐着，阅
读的时间丧失殆尽。学校偌大的图文信息中心，
我曾喜欢漫步其中，醒目的校徽赫然镶嵌在大厅
的墙壁，神圣庄严的情感装载进心灵；静思笃行，
持中秉正的校训也时刻鞭策着莘莘学子；朗朗的
读书声在安静的大厅显得那样的清晰悦耳；钟楼

的钟声有缘而肃穆，像是来
自苍穹，又像是来自大海，渐
行渐远，铿锵的钟声与一波
未平一波又起的嗡嗡余韵互
为映衬，这些是图书馆独有
的魅力。

名门分类的藏书，众多
的藏馆，我曾最钟情的莫过于历史地理政治馆。
古人云，读史以明智，阅读史书，并不是埋首于枯
燥乏味的象牙塔故纸堆中，用心聆听，能听到历史
巨轮碾过的隆隆巨响，重温五千年的风采。我们
一一倾听，听历史曾有的低泣，曾有的高呼，看历
史曾有的辉煌，也曾有的悲惨。

历史总在向前，我国已迈入了特色社会主义
新时代。站在新的历史起点，身处金融行业，18年
更是是银行业监管趋严的一年，如果不以时不我
待，只争朝夕的紧迫感，不断扩大知识储备，创新
思维能力，承载美好愿景，创造崭新业绩，无论是
企业还是个人终究淹没在竞争的海洋中。记得15
年入行优秀员工座谈会上，几位优秀员工都跟我
们提及了工作中抽时间读书的重要性。如今，他
们都身处重要领导岗位，在人生的旅途上继续奋
起奔跑。壮而好学，如日中之光，此刻，我的内心
有些惭愧，幸而是觉醒的，告诫自己少一些所谓的
忙碌，阅读是一场精神的长跑，无论何时开始，应
该都不会太晚。

蓦然抬首，阳光依然微笑着迎面而来，我轻轻
地抚摸着书上那一个个跳动的音韵，在袅袅茶香
中回味着阅读的经历。我，一个小小银行人，不愿
再惭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