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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言献策

□何虹樊小斌

我的祖上是从濮阳市清丰县过来的。小

时候过年，我和父亲回清丰韩张曹村老家祭

祖，看到祠堂门口的对联——欲高门第须为

善，要好儿孙必读书。父亲说这就是我们韩家

的家训。自我懂事开始，父亲就常把这两句话

挂在嘴边，并以此来教育我。长大后，每年过

年回老家祭祖，再读这副对联，想想父亲对我

的教导，心中颇有一些感受。

欲高门第须为善

父亲常说，老家就是我们的根，离了根人

丁不旺。我家人丁不旺，又是外地迁过来的，

在村里人少势弱，父亲为此常教导我们“与邻

为善”，并树立了良好的榜样。

清丰老家有种植葡萄的传统，土地承包

到户后，父亲从清丰老家引进了葡萄种苗和管

理技术，依靠着中原油田采油一厂这个大市

场，每年都有不错的收入。当时不像现在可以

外出务工挣钱，葡萄种植让村里人看到了挣钱

的门路。好多人纷纷表示想种植葡萄，但是既

没有种苗，又怕没有技术管理不好。父亲对他

们说，只要你们想种葡萄，种苗和技术我都可

以免费提供。在父亲带领下，村里好多人在当

时靠种植葡萄脱了贫。为此，有人说他傻，父

亲总是微微一笑，都是邻居，与邻为善嘛。

父亲种植的蔬菜和水果都由母亲在菜市

场出售，母亲卖东西从不缺斤短两，她常说：

“自家地里种的东西，宁可多一点不可少一

点。”父亲曾对我们说，他去菜市场卖东西不如

母亲卖得快。看着我们不解的表情，父亲得意

地说：“你妈在菜市场上一站，那就是招牌。”

是啊，每个人只有与人为善，做人做事诚

实守信，才能为自己打造一块金字招牌。

要好儿孙必读书

读书在父亲眼里是天大的事。父亲弟兄

四个，家道艰难，爷爷勉强把他供到了小学毕

业。只有小学文化的父亲从此与土地打了一辈

子交道，可以说父亲是地地道道的农民，但他却

深知读书的重要性。父亲常说，“我就是吃了没

文化的亏，你们要好好读书，读书才能改变命

运，只要你们读书，读到哪儿我就供给到哪儿。”

2005年夏天，我第一次参加高考，弟弟考

高中。成绩出来，俩人考得都不理想。看着艰

难劳作的父母，我和弟弟都想辍学外出打工。

父亲说：“我当了一辈子农民，你俩想走我的老

路？”本来就不善言语的父亲为此几天不和我

说话。母亲看在眼里，急在心上，悄悄对我俩

说：“开学了你俩都去上学，再难也要供你俩读

书，看把你爸气成什么样子啦。”在这以后，我

和弟弟就没敢再提过辍学的事，而我经过一年

复习考了大学，读了研究生，每当邻居拿我给

自家孩子作榜样，我总是说：“我上学是被我爹

逼的。”

我永忘不了2009年夏天的一天，那年我

考取了暨南大学硕士研究生，弟弟也被河南一

所大学录取。当乡邮局的邮递员把两份录取

通知书递到父亲手里，对父亲说：“你好福气，

你有两个争气的儿子。”父亲忙着又是给人递

烟，又是倒水，口中语无伦次，满脸老泪纵横。

母亲在一旁埋怨道：“高兴事，你哭啥，不怕人

笑话。”那天晚上，不善饮酒的父亲非让母亲置

办几个硬菜，我们三个生平第一次一块喝酒，

父亲竟喝得酩酊大醉。

每个人的出生不能选择富足的家庭，也

不能选择权贵的父母，但只要这个家庭有良好

的门风家训，你就会茁壮成长，也必定会为生

活创造更美更高的价值。

家风纯正，雨润万物；家风一破，污秽尽

来。我将把“欲高门第须为善，要好儿孙必

读书”这一家训传承下去，时刻谨记，约束自

己。

门风家训

□韩配阵

欲高门第须为善 要好儿孙必读书

金秋时节，是农民喜获丰收、

忙于收割的季节，也是禁烧秸秆、

防止大气污染的关键时期。

近日，我踏着金色的阳光迎

着秋风下乡采访，一出县城，满目

是禁烧秸秆的大红过街横幅和贴

在树上、墙上的标语口号，十分醒

目耀眼，处处在提醒教育着农民，

千万不要焚烧秸秆。这样用大红

标语的宣传方法是很有效果的，

农民也是欢迎的。但是，在某些

地方对农民进行禁烧教育时，标

语口号显得粗暴了许多，缺少和

风细雨的教育，譬如：“谁烧秸秆

点了火，谁就入狱把牢坐。”“地里

冒股烟，拘留15天。”“焚烧秸秆，

蹲牢坐监。”“蹲在地头点把火，进

牢入监过生活。”等等，而且标语

赫然，字号醒目，让人看了有点扎

眼刺目、不寒而栗的感觉，很不舒

服。一些农民对此教育和警示很

不乐意。他们不满意地说：“禁烧

秸秆已宣传了好几年，搞了好几

年，其中的道理、好处我们都心知

肚明，秋麦二季还用这样恶狠狠

冰冷冷的标语口号来教育我们，

少了许多人情味！似乎距离远了

许多！”

诚然，地方政府和干部的初

衷和用心是好的，出发点也是正

确的。禁烧是为了保护环境，防

止大气污染，造福人类，没有什么

可指责的。但是，对广大农民的

宣传教育应采取和风细雨、润物

细无声的温馨方式，不可采取简

单粗暴和冰冷的方式来恐吓老百

姓。中国有句古话叫“打不怕敬

怕了”的说法，就是这个道理。农

民是我们的衣食父母，绝大多数

农民是老实听话的，是信任政府、

遵纪守法的，与政府对着干的只是

极个别人。对他们的禁烧教育应

温馨温情，充满人情味，使他们在

柔情细语中知其理，晓之情，明之

利，懂其害，自然就会自觉自愿地

接受政府宣传教育，不折不扣地遵

纪守法，守好纪律，我们也无需费

那么大的劲去挂过街横幅贴标语

宣传了，而且效果也不会不佳。

近几年来，各地陆续出现银行停

办“存卡一体”绑定、取消活期存款存

折甚至全面取消存折办理的现象。银

行机构取消存折业务是实现自身利益

最大化的需要，也是银行业务电子化

的发展方向。银行机构取消存折业务

时应考虑广大存折用户，尤其是老年

人的现实需求，不能搞“一刀切”，使

“以客户为中心”的经营理念真正落到

实处。

银行取消存折业务，减少了纸

张、打印和柜台人工成本，还增加了

“停折办卡”后带来的诸如工本费、年

费、小额账户管理及各种手续费等中

间业务收入，大大降低银行对于存款

丢失的法律风险，从银行角度来讲无

疑是明智的选择，银行作为企业追求

利益最大化也无可厚非。

从法律上讲，银行停办存折业务

侵犯了金融消费者的选择权和公平

交易权，仅从银行履行社会责任角

度来说，也应考虑中老年人的现实

需求，取消存折业务不能搞“一刀

切”。

目前经常使用存折的用户以中

老年人、退休人员和农村人口居多，

因此取消存折服务受影响最大的也是

这一群体。由于银行具有相对强势的

地位，单方面通过以卡代折来谋取年

费等费用，尤其以一些中老年人和低

收入的弱势群体为目标进行谋利，违

背社会道义，也被认为是一种嫌贫爱

富的表现，限制办理存折业务的品种

实际上也是一种歧视性规定，有损整

个金融行业的声誉。

对于大多数老年人来说，银行自

助服务设备和网上银行不但操作复

杂，存取款容易操作失误。同时，要了

解银行卡账户资金的变动情况，还须

在自助设备上查询，或者登录网上银

行、缴费办理短信通知等，远不如补登

存折一目了然，更倾向使用存折直接

在柜台接受人工办理服务，取消存折

对老年储户带来明显的不便，因此，

他们要求银行保留存折业务的意见

有合理之处。

作为银行机构，应顺应这些呼

声，设计不同层次的业务模式，慎重

调整存折业务。即使必然取消存折

业务，也应设定一个合理的年龄段，对

60岁以上对存折依赖性较强的老年

储户可以保留开设存折的业务。作为

服务性机构，商业银行靠提供服务来

实现利润，客户的需求就是服务的方

向。取消存折业务固然有助于推动

业务结构优化，但金融的普惠服务原

则也应坚守。对商业银行来说，“以

客户为中心”的理念还需真正落到实

处。

银行停办存折业务
不应忽视老人需求

农家喜事多，国庆又重阳。

安阳县北郭乡武庄村沉浸在欢乐

的海洋中，整个村庄弥漫着饺子

的浓浓香味。小孩的嬉闹声，老

人的欢笑声，锣鼓琴弦伴奏声，锅

碗瓢盆的撞击声交织在一起，构

成了一幅“故人具鸡黍,邀我至田

家”的田园风光图。

西峡县邮政公司北关支局营

业员张留阳，自参加邮政工作以

来，“不忘初心，不弃微小，不遗余

力”。用真诚服务换取客户信任，

用“三不”为服务增温，演绎出别

样的精彩。

不忘初心，方得始终。从参

加工作的那天起，张留阳就将优

质服务作为一种追求，将客户视

为亲人，主打“情感牌”，为客户提

供全方位服务。8月5日中午，张

留阳刚到单位，就看到一个妇女

站在门口，那妇女一看到她，就迎

上来拉着她的手。张留阳认出这

位妇女正是自己在莲花支局工作

时的老客户，是位退休工人，那时

候每隔几天她都会到窗口找张留

阳办理业务，每次办业务，张留阳

都耐心对待，认真解答，赢得了她

的信任和喜欢，时间久了，就成了

老熟人。后来张留阳转岗到北关

支局，她也追到这里。想到烈日

炎炎，让她等待这么久，张留阳很

过意不去，她家门口就是银行，为

何要舍近求远到这办理业务？妇

女说，俺就信你。张留阳每隔一

年就会轮岗一次，但像这样舍近

求远，追着她办理业务的客户不

在少数。

不弃微小，方成大德。张留

阳是一个完美主义者。在工作

中，她坚持高标准、严要求，追求

完美，每件事情力争做到尽善尽

美。在服务客户方面，她坚持从

细节做起，面对客户始终笑脸相

迎，彬彬有礼，从客户的角度想问

题，对客户服务无微不至。7月

10日的下午，张留阳正准备下班，

忽然发现柜台上放着一部手机、

一个黑色钱包和一串钥匙，她想

到半小时前一位客户在办理业务

时顺手将手机钱包和钥匙放在柜

台上的情景，找不到这些东西，客

户此刻一定十分焦急。想到这

里，她立即根据手机通讯录显示，

拨通了机主家人的电话，直到客

户的家人来取走了手机钱包和钥

匙，为此，她在柜台足足等待了一

个多小时。

不遗余力，精益求精。作为

一名邮政员工，张留阳在自己的

岗位上始终坚持以银行为家，视

客户为亲人，将心比心，为顾客

提供着优质服务。她经常利用

空余时间学习新业务、新知识，

对银行开办的每项业务都进行

全面深入了解，力求在客户需要

时为其提供更适合、更有针对性

的服务。

冷暖人生

□叶颖

西峡邮政张留阳

“三不”为服务增温

武庄村摆起
千人饺子宴

刘文化盯着两只蹲在雪地中的野兔，心内

一动，想起了死在深山中的父母，想起了那个

至今没有下落的妹妹。自己在县城虽然名震

一方，可是心灵深处却是十分的孤独和空虚，

唯一的女儿刘敏又不是自己的亲生骨肉。她

的生父和妻子到底是一种什么密不可言的关

系，这个该死的女人临死前都不肯说。这在他

心中又成了一个永远解不开的谜团。他曾在

心中不断地问自己，这一切究竟是为了什么？

可自己也回答不上来……

桃林深处那沙沙的脚步声越走越近，卧在

雪地上的两只野兔“噌噌噌”地跳起来，蹿向林

外。刘文化似一只冻僵了的青蛙一样伏在树

边，一双耳朵在轻微地抖动。他在努力地作出

自己的判断。来者究竟是什么人？脚步声越

来越近，踩动着厚厚的雪地，发出“吱吱呀呀”

的响声。从脚步沉重的响动来判断，来人绝不

是他期待已久的对手。他那种从内心深处发

出的激昂的搏杀欲开始松懈，但旋即又被另外

一种欲望所占领：在这漫天雪夜的桃林里，究

竟是什么人来到这里？想干什么？他想绝不

是等闲之辈！

脚步声越来越近，刘文化感到脚步就在快

接近自己身体的时候，突然间，桃林外传来几

声凄厉恐怖的“唧唧”声。那叫声万分恐怖地

传进桃林，直透进刘文化的心胸，一阵比冰雪

还冷的寒意让他不由自主地打了一下冷颤，一

种无法抵御的恐惧迅即传遍全身。他知道，刚

才的那两只野兔遭到了灭顶攻击，而攻击者正

是自己所预测到的那个庞然大物。一想到那

庞然大物，他的全身颤抖起来，身上的积雪也

被“扑嗒扑嗒”地抖落。

在井边推那个叫秀的女人跌入井内的一

霎间，他有这种感觉；在桃林里扣动扳机想

杀秀的一霎间，他有这种感觉；回到县城竹

林寺自己的深宅大院后的某个晚上他有这

种感觉……他开始彻夜难眠，想起了当初父

亲领着一家人外逃的原因……他越来越强

烈地感到了那灵物就在自己的附近不停地

游走，于是，他在恐惧至极的同时心底升起

了一种凶狠的念头。他要诛灭它，诛灭这个

给自己带来惊惧不安的祸源。有了这种想

法开始，他为自己的这种想法暗自吃惊和后

怕。他又想到了父母临终前的遗言，但阴冷

而又坚强的心理又使他坚定了这一想法的

实施。他的内心在不断地筹划，他想到了自

以为一个一箭双雕的计划……

身后的脚步戛然而止。显然，来人也听到

了桃林外异常的诡叫声。

就在这时，从桃林的另一端又闯进一人，

气喘吁吁，踏雪的身影瘦小、苗条，有点儿慌

张。一看走路的姿态就知道是个女的。她张

望了一下，看见了站立在桃林中的人影，几步

上前，一把抱住，钻进他的怀里，语气中带着喜

悦、怨气、胆怯：“你可想坏我了！”

男的迅速搂住钻入怀中的女子，似蚊鸣般

的声音，但很紧张地说：“妮，小点声，别让人听

见，咋有点儿不大对劲？”

“咋了？神经啥哩？啥有点儿不对劲？家

里我哥和嫂子打架了，现在我妈他们都睡着觉

了，没人跟着我。我来的时候我嫂子还在院里

睡着，怄气不起来哩。”女的娇小的声音还带着

喘息。

“林子外好像有什么东西在瞅着咱哩。”男

子趴在女子耳朵上小声地说。

“咱赶紧往那去吧，要不一会儿我回去太

晚了，他们会发现的。”女子仰脸望着男子，有

点儿心虚地说。

“这么大的雪，谁出来？来，先亲一下解解

馋再去。”男子的声音有点儿猥亵而紧张，但压

抑不住的欲望迫不及待地想发泄出来。

“我想你。”女子迎合着他轻喘着气说。两

人的嘴唇贴在了一起。互相吮吸的声音在这

寂静的雪夜桃林里格外清晰。一会儿，那男的

咂了咂嘴，咽下一口唾液，不再多说话，搂着女

子，两人转身又向桃林深处走去。

从那男子开始说第一句话的时候，伏在树

下的刘文化便感到声音有点儿耳熟，竖起耳

朵仔细听时，那男的声音却愈来愈小。感到

二人走得稍远一点了，他向前面望了望，仍是

白茫茫的雪地没有异样。他慢慢地站了起

来，转身望去，刚才那对男女的身影影影绰绰

地在前面晃动。他抖了抖身上厚厚的雪，悄

无声息地跟了上去。他要看看那个男的究竟

是谁。

那一男一女在桃林中七拐八抹地走着，时

间不长便摸到了桃林深处的那座破庙门前。

“吱呀”一声推开破门，两人身影一晃，进了庙

门。

刘文化稍等了一下，也闪身进了庙门。院

内的荒草瓦片已被积雪所掩盖，几扇破烂的窗

户被风雪吹得一闪一动的。他沿着刚才那对

男女所走过的脚印，轻手轻脚地伏在了靠北的

那扇破窗前蹲了下来，小心地探出头来向内窥

视。

刚刚进去的那对男女已是迫不及待地滚

倒在庙堂前的那堆稻草上。外面银白色的雪

光映衬出里面的景象：庙堂供奉的关公神像上

落满了灰尘，几张破蜘蛛网挂在上面，左臂不

知道什么时候也折断了。堂下的那对男女紧

紧地拥抱着，在稻草堆上来回翻滚。雪光映衬

下，只见那女的大腿十分白亮，那男的看不清

什么，只是个身影在上面不停地抖动。急促的

喘息声接连不断，似那汹涌的洪水一样不可阻

挡。

刘文化定了定神，不再窥看，恨恨地蹲了

下来，掏出掖在怀中的半斤装“古唐”牌头曲酒

一饮而尽，一股热流传遍了全身。自从那一年

和那几个鬼子兵夜里相遇自己被捅数十刀，下

身被捅烂，对异性的渴望时有时无，但有的时

候下身的物件却怎么也挺不起来，任凭他怎样

摆弄，软得跟面条似的，就是不管用。从此，对

女人，他断了念头。而今夜，他目睹了这对男

女欢爱的场面，心头涌起了一种男人的失落。

这要是在他年少气盛时，也许他会上前踢开那

男的，自己骑在那女的身上。可如今他早已雄

风不在，就是踢那男的，骑上去后对自己无非

是自取其辱。他想离去，但还没弄清那男的是

谁，于是就蹲下来等，但耳中总是传来里面激

昂的叫声，又令他有点儿焦躁不安。

就在刘文化起身跟踪那对偷情男女的身

影刚刚走远，从他潜伏的那棵桃树上，轻轻地

跳下一人，望着已进入密林的背影，心内发出

了数声冷笑。此人正是刘文化苦等的对手土

匪九爷。他刘文化万万没有想到，对手早已到

来，正在自己的头顶树丛中卧着，一把枪正对

着自己，随时可要了他的命。

九爷抖了抖身上的积雪，大步走出了桃

林。站在已被风雪掩盖的大路上望去，莽莽的

石柱山已与村庄连为一体，夜色中都成了银白

色的了。正欲抬脚往村庄走的时候，脑子“轰”

的一声，惊得停住了脚步。厚厚的雪路上有一

道碗口粗的印道呈弯曲形向村里方向延伸而

去。他俯下身抓起印道中的雪放在鼻子上闻

了闻，一股腥冷的气味使他打了个冷战。那种

刚才伏在树上听到野兔“唧唧”叫时的冷颤感

又流遍了全身。这种腥味他曾经嗅到过。这

种感觉使他不寒而栗。他总是能感到那个庞

然大物总是在神出鬼没地游走在自己的身边，

使他行事更加小心，行动更加隐秘。那一夜桃

林中那个叫秀的女人护子情深的面容不时浮

现在他面前，使他对这个女人更增加了一份爱

意，使他不得不暂缓自己的行动计划。这个村

庄不是他想象的那样简单，好些人也在盯着他

的踪迹，盯着这个村庄。稍有不慎便会落入万

劫不复的深渊。

九爷怔了片刻，沿着这个弯曲的印道寻

去，印道到村外的那口老井处没了影子。显

然，这个印道的起始点是从井口处出来的。这

更加证实了他先前的预感。这个灵物的藏身

之处就是在这口老井深处。他想就此折回山

上，可刚才树下那女子的一句话牵住了他的

心，他怕万一自己走了，秀在家中出啥事可就

晚了。他知道秀的丈夫、婆婆对她的冷漠，他

们只想让她传宗接代，而很少去关心呵护她，

使这个女人在精神上承担着极大的磨难。自

己对这个女人达到了朝暮思念的地步。而今

夜他踏雪而来的目的，连他自己也感到模糊不

清，他只是有个预感，这个雪夜，这个村庄要发

生一些事情，他必须到这个村庄去走一遭。而

这个灵物的雪夜现身又令他疑虑不安。他还

摸不清楚这个灵物的目的究竟是什么？但有

一点儿是可以肯定的，这个灵物对自己有着深

深的敌意。

九爷折过身来，掏出手枪，子弹上膛，又沿

着这个印道向村子里寻去。雪下得小了，又

刮起了风。他警觉地走着，脑子里的弦扩张

得一紧一紧的。他知道，危险随时就在身边，

袭击也许会突然而至，一切预料不到的事都

会发生。伏在桃树上的时候，那刘文化刚刚

溜进桃林，九爷便认准了他。当他也伏在树

下一动不动时，九爷知道，他今夜等的人就是

他。那一夜，他率先闯入桃林救刘敏时，他对

刘文化那高大的个头、凶狠的脸庞印象格外

深刻。当时脑子中闪过一个念头：“这人我在

哪里曾经见过。”树下那对偷情男女，他已隐

隐约约感到是谁了。那刘文化跟踪而去，让

九爷不由地暗自发笑。就凭这一点，九爷知

道，刘文化绝不是自己的对手，而自己真正的

对手是芦苇荡中第一次遇见过的那个持枪的

年轻人。

正如自己所料，印道进入村庄后在一户人

家外没了踪影。低矮的院墙，几间破烂的草房

都是他熟悉的。他蹑手蹑脚，紧屏呼吸，探出

头来向院内张望。虽然他在心理上有了充分

的思想准备，但这一望，仍是惊得魂飞天外，身

子好似木桩一样钉在地下，再也动弹不得半

下。

院中，雪花飞扬。在混乱的雪光下，那灵

物盘踞在院中，身体在来回扭动，占据了大半

个院子，昂起的头在“嗤嗤嗤”地哈着气，尾部

不停地摆动，搅起院中的积雪扬起落下，落下

又扬起。它扬起的动静，被吞没在风雪里。

在灵物的身上，伏着一个人在暗自哭泣，

那哭泣的声音似乎不是从喉咙里发出的，是紧

闭着双唇从鼻子里传出来的。哽咽，悲伤，绝

望，交织在一起，在这漫天飞舞的雪夜，像一只

濒临绝望的动物在发出低哀的鸣音。而屋里

的人都仿佛睡死过去似的，偶尔还传出几声高

低不齐的呼噜声。

九爷的大脑只迟疑了片刻，便从万分惊骇

的意识中缓过劲来。他知道，他今晚撞见的异

事有可能导致他灭顶之灾，再过片刻被那灵物

察觉，便死无葬身之地。他本能地慢慢弯下腰

来，尽力放轻脚步，向外挪动，生怕惊动了院中

那灵物。

一步一步挪动着出了村庄，他连头也不敢

再回一下。走到桃林时，他正欲迈开大步疾

走，桃林中有一个人影晃动，他脑子里刹那间

电火一闪，立即意识到是谁了。但心内又惊又

怕，再也无心恋战。头也不回，迈开大步，狂奔

起来，旋即身后响起了枪声。他的身影也迅即

消失在茫茫的雪夜中。

喘息、呻吟的声音逐渐小了下来。柴草上

又有了轻微的“窸窣”声，两人好像是在穿衣

裤。破庙外的风雪一阵又一阵地卷进里面，这

对雪夜偷欢的男女这时才感到了凉意，穿上衣

裤后又紧紧地搂在了一起。持续了一阵子，两

人终于停了下来。

“我得回家了。”女的悄声说。

“再歇一会儿，我送你回家。”

“嗯。”女的稍微顿了一下，说，“我真有点

儿害怕，要是让我妈知道了，非打死我不行。”

“她不会知道的。再说万一知道了，她也

害怕着我哩。麦罢后多分给你们几袋麦子，他

们就不会说啥了。跟着我，让你们家沾天大的

光。”男的说话声音带着满足后的舒服感。说

着，手又开始向女的摸去。

“别。”女的小声说。

“小妮子，知道美了吧。这叫一回疼，二回

痒，三回叫你自己想，四回叫你自己摸到我的

床上。”男的嘿嘿笑着。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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