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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银行南阳分行行长张文建到营业厅检查指导优质文明服务工作郑州银行南阳分行行长张文建到营业厅检查指导优质文明服务工作郑州银行行长助理郑州银行行长助理、、南阳分行行长张文建南阳分行行长张文建

已出版长篇历史小说《汉武大帝》
《汉高祖刘邦》《光武帝刘秀》《汉宫残阳》
《乱世枭雄》等十多部风云大作的著名历
史小说家秦俊，近来凭着洋洋 130余万
字的《春秋五霸》，再次成为中原文坛的
明星。中国作协副主席、著名评论家张
炯对秦俊的小说给予很高评价：“河南南
阳的作家，从姚雪垠起，到今天的二月
河、秦俊，都致力于历史小说创作，影响
是不可低估的。”

他出手的都是优质产品

秦俊说，当农民要种好庄稼，当工人
要出优质产品。他的每部作品几乎都产
生了良好反响。刚工作不久，他就创作
出历史小说《乱世枭雄—别廷芳演义》
（合著），在《南阳日报》连载半年，引起了
轰动，人们引颈盼报纸，期待着下一期，
有个领导因出差怕不能及时看到，找到
报社把小说复印了一份。

《乱世枭雄》一书，改编成电视剧《别
廷芳传奇》后，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朱镕基
十分感兴趣，让工作人员索要小说和录
像带。省领导连夜审看了录像带，派人
专程送到了朱镕基办公室。毛泽东的小
女儿李讷不知从哪里得到消息，听说这
部电视剧不错，亲赴南阳，索要该剧录像
带。全国政协原副主席胡绳生前到南阳
调研，抽空专门观看了录像带。上世纪
90年代，河南省搞首届电视剧评奖活动，
全国电视剧界资深艺术家、中央电视台

原副台长洪敏生应邀参加了这一次活
动。当时有人对《别廷芳传奇》提出异
议，不同意该剧参评，被剧情策划、人物
塑造、历史价值、文学形象等深深打动的
洪敏生当即站了出来，直言不讳地说道：

“我感觉这部电视剧是新中国成立以来
反映地方历史人物和推动国家及民族历
史进程中不可多得的一部影视佳剧，应
该予以肯定和推广。”最后经洪老等一大
批专家竭力推荐该剧荣获大奖。

《混世奇才庞振坤》被改编成电视
剧在浙江卫视等卫星频道播出后，受到
海内外华人的关注。秦俊的另外 4部作
品也已改编成电视连续剧，社会反响良
好。

其新出版的《春秋五霸》，又在文坛
引起热议。长江文艺出版社社长刘学明
评价他：有的作家成名后江郎才尽，而秦
俊却是一部接一部，一部比一部好。

让历史为现实服务

史志界有句顺口溜：得志不修志，修
志不得志。秦俊却热爱修志，并数次放
弃做官的机会。1994年南阳撤地设市，
领导想让他到市人大常委会任党组成
员，他婉言拒绝了；再一次是 1995年，拟
让他当县委副书记，他都婉言相拒。不
少人说他傻，他笑说：“当官固然比修志
荣耀，再荣耀也是过眼烟云。真正能给
后人留点东西的是历史，是文化。万里
长城之所以伟大，是因为它变成了历史
遗迹，变成了文化，若非如此，它仅仅是
一道城墙而已。地方志既是历史，又是
文化，事关千秋大业，我放着千秋大业不
去追求，去追求过眼烟云，那才叫真傻！”

秦俊善于利用志书为党和政府的中
心工作服务。上世纪 80年代中期，听说

将有中央重要领导路过宛西视察工作，
秦俊赶快向时任地委书记的宋国臣介绍
1958年毛主席接见南阳县委书记魏兆明
的情况，引起了宋书记的兴趣。宋书记
问：“中央领导可能问些啥？”秦俊答：“问
宛西自治、诸葛亮、范蠡。”遂作了详细介
绍。后来竟是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
耀邦同志从洛阳来西峡考察。果如所
料，在汇报地方名人时，胡耀邦问到了别
廷芳及宛西自治等内容，得到了满意的
回答，接待和汇报工作圆满完成。

以史为鉴，服务中心。南阳地委要
去沿海招商，秦俊夜以继日编写出了《南
阳土特名产》；南阳市委在郑州搞旅游推
销，秦俊一个月编出了《南阳旅游大观》，
后又编纂出版了约 150万字的《南阳百
科辞典》《南阳名人》等，这些书成了南阳
外出招商、推介旅游活动的必备书。

南阳是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水源地、

渠首地，史志办及时向市政府提供了翔
实的宋代有关南水北调（南阳至开封）和
水利工程的资料。现在南水北调干渠所
经过的路线，基本是古代的路线。

曾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
委会副委员长的习仲勋是我党我军卓越
的政治工作领导人，其祖籍地是南阳邓
州。清末因战乱匪荒，其祖父携全家迁
至陕西省富平县定居，秦俊经过多方艰
难采访，写出了长篇人物传记，在《党史
博览》发表后，引起了习仲勋秘书、时任
中国管理科学院院长曹志斌的极大关注
和高度评价，并专程抵达南阳进行调研。

秦俊听到美籍华人邓美林来邓州访
问时，曾讲到邓小平同志的祖居地是邓
州。秦俊抓住这一线索，编写邓氏族谱，
通过南阳残疾人代表赴京开会时拜访找
邓朴方，又得到了邓朴方和邓小平家人

的认可，并在项目及资金等方面上对南
阳残联工作予以倾斜支持。

1999年，韩国丁氏宗亲会的秘书长
丁炳泰来到南阳寻亲无获。秦俊得知
后，会同唐河县地方志办公室有关人员，
经过多方查阅资料，把韩国丁氏的祖根
确定在唐河县的大河屯。为此，韩国丁
氏很感激，邀请秦俊等人到韩访问，又向
唐河捐赠20多万元。

“小说是地方志的儿子”

“小说是地方志的儿子”。这是秦俊
常说的话。许多人认为修史是一项枯燥
无味的工作，可秦俊却从中找到了欢乐。

南阳的楚汉文化渊深海阔，秦俊不愿
看到家乡丰厚的历史和人文资源闲置浪
费，在修编地方志之余，他以民间的视角，
审视和发掘历史题材，依次创作。他的小
说均取材于南阳本地古代和近代发生的历

史事件，结合当时的政治、军事、文化大背
景。秦俊以博学的文史知识，厚重的文化
积累，先后创作完成了《乱世枭雄》（合著）、
《落第状元》、《奇侠樊钟秀》、《光武帝刘秀》
（三卷）、《汉宫残阳》（三卷）、《混世奇才庞
振坤》、《汉武大帝》、《汉高祖刘邦》等长篇
历史小说，其中，有四部被改编成电视剧
后，引起了史学界和文学界的广泛关注。

秦俊在修志中寻找创作源泉，他的创
作资料就来源于地方志，来源于当地的传
说。其小说可以说是修志工作的拓宽和
延伸。有记者问道：“就创作和修志来说，
您更看重于哪一方？”秦俊朗声回答：“地
方志。”他见记者面现困惑便调侃道：“小
说是儿子，是靠吮吸地方志的乳汁长大
的，地方志是母亲，中国自古有着尊老的
传统，我当然要看重母亲了，这是其一；其
二，小说数不胜数，真正流芳百世的有几

部？而地方志则不同，写一部流传一部。”
鉴于秦俊多年来如一日地在修史、

修志、修身，立言、立论、立人等方面作出
的卓越贡献，秦俊同志于 2005年被国务
院授予“全国劳动模范”的光荣称号。为
此，中国地方领导小组办公室史无前例
地下发专题文件，号召全国地方志系统
向秦俊同志学习。

“我爱南阳犹如爱自己的眼睛”

秦俊对南阳的爱是那么郁郁丰厚。
南阳是文化重镇，从原始先祖到楚风汉韵，
浩如烟海，博大精深。南阳的山水气候，华
美人文，南阳的领导关怀及创作氛围，都如
无尽缘份，组成了他创作历史小说的外因，
他挖掘一个个南阳历史风云人物，把他们
变成鲜活的艺术形象，同时他对南阳的民
情风俗进行了精细的描绘，其小说堪称巨
幅城乡风俗画卷。书中对婚丧嫁娶、红白

喜事、南阳城内旧社会的店铺生意、格局、
三月三的物交会等的描绘，都很生活化。
这些东西在他创作的小说里涌现，家乡人
读了不但有亲切感，而且增长了不少见识，
能获得知识上的满足和审美上的享受，这
些鲜明的地方色彩，与作者长期在对地方
历史的研究中磨练出来的锐利眼光是分不
开的。读过他作品的人都别有感受，是特
有的南阳味、秦俊味。

后来，他又写《春秋五霸》，齐桓公、
晋文公、秦穆公、楚庄王、越王勾践，只因
为辅佐这些霸主的王师名相有百里奚、
范蠡，而他们就是南阳人，或者其活动区
域在南阳一带。

在家乡，秦俊静思潜心历史幽深处，
著书立说与南阳文化一脉相承，终于成
就了自己。

二月河对秦俊的小说给予了高度的
评价，认为通俗而不庸俗，乡土而不泥
土；从众而不媚众，入雅而不佞雅。

他曾对记者说：“我爱南阳，犹如爱
我的眼睛。我所创作的小说，主人公
80%以上都是南阳人，即使不是南阳人，
也与南阳有着千丝万缕的密切联系。”

“读书写作是享乐”

秦俊的办公室，前后两堵墙前全是
书架，满满的全是书，而他的办公桌上下
也全是书报杂志，对此，他笑称自己是坐
拥书城。“当领导，工作忙，应酬多，而写
作需要时间，两者有没有矛盾？”那年河
南省电视台把秦俊请到演播厅进行采
访，秦俊毫不迟疑地回答：“没有矛盾。”
工作促进写作，写作有益工作。秦俊说，
就是吃饭，看电视，上网，甚至有时候开
的一些不甚重要的会议中，他思想的脚
步都没有停留，在大步前行，即使与人讲
话聊天，他都能从中寻觅到有用的东西，
他的许多素材就是在饭桌上听别人讲笑
话、讲故事时得到的。

秦俊的创作经历及事迹被编入《河南
籍著名文学家评传》（现代卷）中，该书主要
收录了河南人在外地和外地人在河南的被
称为二十一世纪“豫军作家方阵二十二位
名家”，出版发行后以其独有的文学研究价
值被列为全国大中专院校普及教材。

作为市级领导，且在文坛功成名就，
还要辛苦写作，苦不苦？秦俊说，我把读
书写作当成享乐，能顶饿，能止渴，能解
乏，感觉到乐趣，就不觉得苦。

在追溯历史中畅抒乡情
——访全国劳动模范、国家一级作家、南阳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秦俊

□ 本报记者 时天范 通讯员 鲁 钊

2010年 8月 5日，郑州银行南阳分
行正式开业，南阳市副市长贺国营主持
开业庆典，南阳市市长穆为民致开业贺
词。当天，该行存款突破1亿元。

2011年 7月 13日，郑州银行南阳分
行开业将满一年，存款余额达 19亿元，
贷款余额达 17亿元，南阳市委书记李文
慧、市长穆为民、市委秘书长原永胜一
行，专程到南阳分行进行慰问和调研，
称赞郑州银行、郑州银行南阳分行很
行，对郑州银行及郑州银行南阳分行为
南阳经济社会发展作出的积极贡献给
予了高度评价。

2011年 12月 31日，郑州银行南阳
分行存款余额达 20.5 亿元，贷款余额
达 20.7亿元，存贷比达 101%；全年新增
贷款近 11 亿元，在全市金融机构中名
列前茅，践行了“植根南阳”的承诺，再
次为政府和市民交上了一份满意的答
卷。

一家外来的地方银行，何以能够得
到当地市委、市政府的高度重视？何以
能够在较短的时间内，快速发展壮大？
何以能够在南阳市中小企业和市民心
中，快速占有一席之地？带着种种疑
惑，记者走进了郑州银行南阳分行，开
始了一场探寻之旅……

“外来户”的本土情

郑州银行南阳分行位于南阳市卧
龙路与工业路交叉口，南邻白河，西倚
卧龙岗，对面是玉雕大世界，一个南阳
人文、历史元素高度汇聚的地方。

记者了解到，郑州银行南阳分行是
郑州银行设立的首家异地分行，在采访
中该行行长张文建动情地说：“郑州银
行虽不是南阳土生土长，但我们首家异
地分行设在南阳，早已经把这里当做第
二故乡。诸葛亮先生 1000多年前给我
们树立了躬耕的楷模和形象，郑州银行
南阳分行的每一名员工都将秉持修身
养德的内蕴，将躬耕的精神传承下去，
将现代式的“躬耕”实践下去。不管是
十年，还是二十年。”

在和郑州银行南阳分行工作人员
的交谈中，记者得知，张文建祖籍卧龙
岗，该行员工中，除几名中层由郑州银
行总行委派外，其他领导班子成员和 40
多名员工都是土生土长的南阳人。从
某种意义上说，郑州银行南阳分行这个
外来户从成立的第一天起，就已经和南
阳这块土地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共荣
共生。

在记者问及郑州银行南阳分行
何以得到政府的高度重视、市场认可
及实现快速发展时，张文建坦然一笑
道：“郑州银行南阳分行的快速发展，
离不开社会各界的支持和厚爱，我们
也只是做了自己该做的，专注于行，
专注于人，塑造一家银行应有的精、
气、神。”

专注于行，赢得了政府满意、
企业信赖、市民亲近

郑州银行南阳分行开业当天，张文
建郑重向市民承诺，郑州银行南阳分行
将坚持“植根南阳，共赢未来”的市场定
位。时至今日，郑州银行南阳分行做得
怎么样呢？谈到这个问题时，张文建是
信心满满。

取之于南阳，用之于南阳，全力支
持南阳经济社会建设。金融是现代经
济的核心，为促进当地经济社会又好又
快发展，各地政府纷纷把“招行引资”列
为一项重要工作内容。但随着银行股
份制改革的深入，银行大都没有动力在
经济欠发达地区投放贷款，资金外流也
成为政府部门大伤脑筋的问题。张文
建介绍说，郑州银行南阳分行很好地履
行了“植根南阳”的承诺，在南阳吸收的
所有资金，全部用到了南阳当地，不存
在资金外流现象，且投入到南阳的信贷
资金远远大于吸收存款中可以用来放
贷的数额。据了解，郑州银行总行原则
上要求各家分支机构将存贷比控制在
65%以内。而郑州银行南阳分行 2010
年年末，存贷比达 91.08%，高出限定指
标 26.08个百分点；2011年年末，存贷比
达 101%，高出限定指标 36 个百分点。
由此不难看出，为扶持南阳经济社会发
展，郑州银行南阳分行除了用足自己的
贷款额度外，还积极向总行申请贷款额
度，可以说是“借外来之水，浇灌南阳的

田”。这充分证明了郑州银行南阳分行
积极承担社会责任，更加充分体现了郑
州银行总行对异地分行的支持，对南阳
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视。

同舟共济，携手共赢，做中小企业
忠实的合作伙伴。郑州银行在支持中
小企业方面上，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和
传统。据了解，郑州银行南阳分行从开
业伊始，就把支持中小企业发展作为一
项重中之重的工作，结合南阳中小企业
发展现状，量身推出了“乐经营”“乐安
家”“集速贷”“合和赢”“房金时贷”“贵宾
直通车”等贷款产品，开辟中小企业融资
绿色通道，迅速与南阳当地龙头企业及
部分成长性良好的中小企业建立了合作
关系。2011年，受国家宏观调控政策影
响，贷款额度收紧。在此严峻形势下，张
文建带队深入企业调研，了解企业实际
情况，积极向总行争取贷款额度。为支
持农村春耕，该行向一农资生产企业授
信 3000万元，并于一周内办好所有授信
手续，解了企业和农民兄弟的燃眉之
急。郑州银行南阳分行全年累计发放贷
款 20.18亿元，全年新增贷款近 11亿元，
新增贷款额在全市金融机构中位居前
列，高度履行了社会责任，有力地支持了
南阳地区中小型企业的发展。

以民为先，以民为重，共享发展成
果。郑州银行南阳分行开业不久，即
将南阳厚重的历史文化与现代金融产
品相结合，推出了南阳首张专属银行
卡——卧龙卡。卡面为诸葛亮图像，持

卡人可在郑州、南阳、开封、商丘、信阳
等地商业银行免费办理存取款业务，既
方便了市民生活，又积极宣传了南阳形
象，受到了南阳市金融办、南阳银监分
局和南阳市民的一致好评。在稳健把
控风险的前提下，该行还先后与多家房
地产商建立了合作关系，办理个人住房
按揭贷款 150多笔，金额达 3132万元，
积极推进南阳“人居工程”建设。该行
一次又一次地用实际行动，践行着“植
根南阳”的庄重承诺，继承和发扬着现
代“躬耕”精神。

专注于人，造就了一支专业、
务实的“躬耕”队伍

自走进郑州银行南阳分行之后，记
者就一直有一个感觉，这里充满了自信
与朝气。郑州银行南阳分行大部分员
工都是从南阳当地招聘，多为刚毕业的
学生，没有金融从业经验。这样的一群
人，平均年龄仅 28岁，为何能在较短时
间内取得如此优秀的成绩？对记者的
这个问题，张文建的回答简练而耐人寻
味，“传道、授业、解惑”。

传道，教会员工银行是什么。新员
工招进来之后，郑州银行南阳分行首先
做的不是银行业务培训，而是让大家了
解、牢记银行与生俱来的风险秉性，深
刻领会“植根南阳”的市场定位和需要
秉承、弘扬“躬耕”精神的含义，给大家
指明前进的方向。

授业，教会员工银行做什么。方向

明了以后，就是怎么走的问题。据悉，
郑州银行南阳分行建立了外引内训、分
层分批培训机制，张文建及领导班子成
员也经常亲自为员工讲解会计、信贷等
业务知识，部门之间定期组织集中学习
和自学，指导员工快速熟悉银行业务。

解惑，教会员工银行怎么做。针对
大家在具体办理业务中遇到的问题，郑
州银行南阳分行经常组织召开项目评
审会，大家各抒己见，在分析、辩论中，
快速掌握业务办理方法和技巧；该行领
导还采取手把手教学等方式，多次带领
营销小组走访企业，了解企业经营状
况、资金需求，“量身定做”营销方案，促
进员工队伍更好、更快成长。

固精、养气、提神，拔山扛鼎、
追求卓越

拔山扛鼎、追求卓越，是郑州银行秉
承和弘扬的企业精神。随着郑州银行的
不断发展、壮大，它也被赋予越来越丰富
的内涵。谈到这点时，张文建意味深远
地说道，天有三宝日月星，人有三宝精气
神，做人如此，做银行亦当如此。

精者，灵魂、根本，具体到郑州银行
南阳分行，就是合规经营。在郑州银行
南阳分行的年度业绩报告中，记者注意
到了这样一组数据：截至 2011年年末，
郑州银行南阳分行贷款余额 20.7亿元，
无不良贷款，无案件，无安全事故。对
此，张文建谈道，银行是经营货币的特殊
企业，风险与生俱来，这一特性决定了其

“固精”的重要性。目前，郑州银行南阳
分行正在深入开展“合规建设提升年”活
动，积极构建良好的风险防范机制，保障
郑州银行南阳分行的平稳、快速发展。

气者，正气、气势，具体到郑州银行
南阳分行，就是勇争人先。在郑州银行
南阳分行营业大厅里，记者看到的是微
笑、高效、优质的服务；在二楼办公区，看
到的是员工有条不紊、匆匆忙碌的身影，
大家总是忙并快乐着、快乐地工作着，形
成了“逢先必争、逢优必创、逢冠必夺”的
良好氛围，干事创业的激情持续有增无
减。关于这一现象，记者在一个个的获
奖证书中找到了答案。郑州银行南阳分
行成立不过一年多时间，已获得增资扩
股贡献奖、经济利润目标完成奖、中间业
务目标完成奖、对公存款贡献奖、理财产
品销售奖，会计示范管理达标单位，河南
省单位内部治安保卫工作先进个人，南
阳银行系统合规知识测试亚军、合规辩
论赛优秀奖、首届“银协杯”乒乓球比赛
优秀组织奖等多项荣誉；分行员工在总
行组织的合规演讲比赛中，获得了一个
二等奖、两个优秀奖和优秀集体组织
奖。郑州银行南阳分行党总支还获评郑
州国资委系统优秀基层党组织。

神者，风采、神采，具体到郑州银行
南阳分行，就是共创和谐。在郑州银行
南阳分行，除了上述了解的情况外，记者
还看到了管理规范的职工食堂，看到了
设备齐全的职工活动室，看到了一个单
位团结干事、快乐工作、快乐生活的良好
氛围。用张文建的话说，一个单位，只要
能做到想员工所想、解员工所忧、帮员工
所难，也就神韵天成，必定欣欣向荣。

至此，记者的疑问已一一解开。探
寻之旅最后，张文建简单介绍了该行
2012年及今后一段时期的工作打算：持
续加大对地方经济建设的支持力度，将
更多的中小企业、微小企业纳入“小巨
人”培养计划，为市民提供更加丰富的
理财产品和金融产品，加快市区支行和
县域支行的筹建，力争 5年内网点总数
达到 10家，继续专注于行，专注于人，塑
造、升华每一名员工的精、气、神，与南
阳共发展、共繁荣。

据了解，郑州银行总行也已对外公
布 2011年经营成果。圆满完成增资扩
股工作，资本充足率达 18%以上；资产
规模达 725亿元；存款规模达 554亿元，
贷款规模达 374亿元，双双实现 100亿
元以上增长；不良贷款率控制在 0.44%
以内，全年实现盈利 13.3亿元。相信随
着郑州银行资产规模和综合实力的不
断壮大，必定会为郑州银行南阳分行的
持续快速发展提供一个更好的支撑，我
们期待着郑州银行及南阳分行为南阳
经济社会发展作出更加积极的努力和贡
献。

2012，已在路上。植根南阳，共赢
未来！我们一起努力……

躬耕南阳志 悠悠郑银情
——郑州银行南阳分行发展纪实

□ 本报记者 时天范 通讯员 桑 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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