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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如东农商行，我便有一种亲切
感，在所有银行中，我和它最亲近。走
近她，了解她，是因为一次偶然陪同家
人办理业务的机会，我和家人也去过别
的银行，有比较才有鉴别，有鉴别才有
发言权，我才知道“风景这边独好”，与
农商行的心贴的更近了——情属农商
行。银行里的工作人员说：“每个银行
都有自己的规定，如东农商行以其不做
作、大方、规范和人性化的管理，赢得了
大家的信赖。”

我还清晰的记着，我有一次和家
人在农商行办理业务的经历，这也是
我与她的第一次相遇。首先一进入农
商行，农商行的环境干净优雅，客户感
觉舒服，让人心里亮堂堂的。在这里
工作的叔叔阿姨都十分亲切，他们的
微笑服务，是真挚的微笑，是实心的服
务。我陪妈妈是去改银行密码的，本
来在自动取款机上就能办的业务，我
妈妈却屡屡不能完成，妈妈十分着急，
纳闷了，难道连自己卡的密码都改不
了么？没办法她就去柜台办理了，第
一次还是不行，她对工作人员说出了
自己的疑问，在柜台里的姐姐微笑地
提醒她：“出生年月日是不能作为密码

的，系统不认可！”我的妈妈这才恍然
大悟，原来是她内心的保密机制出了
问题，妈妈尴尬地笑笑，红着脸对她说
了句“哦，谢谢，麻烦你了！”然后顺利
地办完了改密码的业务，我和妈妈对
那位工作人员连声道谢。从此我家人
设密码的策略随着农商行的系统升级
了，警惕性加大，保密性增强。

后来我的表姐参加了银行的招聘
考试，她被录取了，很荣幸的成为了如
东农商行的一员。从她的口中我了解
到，由于新农保、粮食直补、各项补贴等
惠农资金的发放都在农商银行完成，员
工工作强度大，跟客户沟通解释的时间
需要更多，但是农商行的员工都能做到
耐心细致地解释，最终换来农民朋友的
理解。

如今如东农商行发生了翻天覆地
的变化，安装了叫号机，改善了客户站
着排队的疲劳；安放了报纸杂志，打发
了客户等待期间的无聊；推出手机银
行、网上银行，让客户不用出门就可以
完成转账、还款、缴费等业务，轻松又方
便。如东农商银行不仅与时俱进，有着
高效的工作能力，还充满着人情味。

（指导老师：严鑫怡）

岔北农商行是岔北农民街上一道
亮丽的风景线。农商行自动存取款
机，24小时为您服务。走进岔北农商
行，崭新的大厅内，映入眼帘的是服务
台、存款取款窗口、智能存取款机、顾
客休息座椅、老人休息室，孕妇婴儿服
务室……一卡在手，急事急事急办服
务设施配套齐全，农商行的服务宗旨
是想为老百姓所想，急为老百姓所急，
存款利息高，贷款利息低，是我们老百
姓家门口的银行。

我的邻居是一位老人，平时省吃
俭用，经过好多年才积攒了几千块钱，
但是由于收藏不当，人民币因潮湿发

霉变黑，有的钱黏在一起一剥就坏了，
老人急得很，后来在家人的陪伴下来
到农商行请求帮助。农商行工作人员
没有推诿，主动帮助分拣，凡是破损的
钱币，按手续进行了对换，然后存入了
农商行，老人的辛苦钱没有损失一
分。老人感激的说不出话来，又是作
揖又是鞠躬，当时的情形感动了在场

的所有的人。
以前我们学校缴纳费用总是把现

金带到学校的，老师还要担心会不会
收到假钞，现在好了，学校委托农商行
收费，家长只要打开农商行手机APP，
动动手指在家就把费用交了，可方便
了。

农商行扎根农村，支农惠农。农

民的农田补贴，保险费，计划生育补
贴，电费水费的上缴都可以在这儿完
成，服务到位，农民的小型企业资金遇
到困难，农商行能及时给予资金扶持，
促进了乡镇经济的繁荣发展。

农商行，真不愧是我们老百姓家
门口的银行啊。

（指导老师：许晓旭）

身边的农商行
岔北小学 501班 唐宇泽

同学们你们一定去过农商银行吧，比如存自己的压岁
钱等等。我就去过好多次我们镇的农商行，在农商行我是
有很多收获的。

有一次我和妈妈在农商行取钱的时候，突然听到一阵
震天动地的叫骂声，原来验钞机坏了，钞票全部卡在里面
了，取钱的那位大叔可能是因为着急取钱，对工作人员恶
语攻击。可是不管那人怎么吵闹，语言多恶劣，工作人员
却始终轻声细语的解释，想想平时别人随时对我开玩笑，
我就恨不得跟他打一架，和农商行的工作人员一比，我突
然觉得非常的羞愧。

还有一次我和爸爸到农商行存钱，正排队等候呢，一
个全身是灰的老爷爷走了进来，背上扛着一个大袋子，往
桌上一倒，哇全是一元钱的硬币！这时有工作人员将大家
疏散到不同的窗口办理业务，一部分工作人员便开始一枚
一枚地数硬币，足足数了了半个多小时。他们可真有耐心
啊，我不禁感叹。

此外农商行还给我们带来了许多便利，比如以前
交学费要到学校交，交电费要么是电工上门收，要么去
用电站交……现在，我们只去农商行，全部办妥！而
且，我们还可以足不出户，用农商行有手机银行完成生
活缴费。

这就是我身边的农商行，一个让我学到许多的农商
行，一个给我们的生活带来很多方便的农商行。

（指导老师：许晓旭）

福星农商行
岔北小学 201班 从曹瑞

我的家乡是黄河边上一个美丽的城镇，它的名字叫岔
河。这里十分美丽，在我爸爸小时候这里就有一个信用
社，现在更名为如东农商银行。

今天我就讲讲我和农商行的故事。
上幼儿园的时候，我妈妈去农商银行办理手机银

行。银行的工作人员耐心地讲解了如何“使用手机银
行”。去年上一年级的时候，妈妈是使用二维码给我订
的评估报纸，只订了半年，导致一年级下半年没有报纸
用。今年好了，所有学习费用都在农商行的手机软件上
缴纳，再也不用担心没有学习书本用了，同时也真是太
省时间了。

每年存压岁钱时，我也会与农商行见面。一到银行就
会有一位热情的工作人员问我要办理什么业务，说完要办
理压岁钱后，会给我们一个号码让我们等一下，然后在听
到号码后的很短时间内便会完成存钱。

谢谢如东农商行给我的生活带来了便利，造福了生活
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

（指导老师：陈正阳）

农商行的一天
岔北小学 201班 张天心

生活中可能仅仅是一次擦肩而过，便会感动
很久。在过年时，我和爷爷奶奶去如东农商银行
取钱便有这样的体验。

记得那天下着瓢泼大雨，可是去银行的人却
一点没减少。汽车、电瓶车、摩托车、小汽车，各
种各样，丰富极了，它们都停在各自的车位里。
雨中，保安叔叔穿着雨衣指挥着人们有序停车。
雨水打湿了他额前的头发，脸上以及眼镜上都挂
满了雨珠，可他仅仅是站着却丝毫没有抱怨大
雨。因为我忘记了打雨伞，就急着进银行，跑快
了便摔了一跤，眼睛一酸就想哭。可在这时，保
安叔叔却用他沾满雨珠的大手拉起了我，我虽然
摸到的是一双冰凉的手，却暖到了我的心里。

告别了保安叔叔，我进了银行。银行里暖气
开得很足，一下冲散了我刚刚摔倒的坏心情。大
厅里人声鼎沸，大家的脸上都挂满了笑，似乎他
们一年的劳累在这一瞬得到了收获。爷爷奶奶
年纪大了，而我年纪小。面对这样的两老一小，
穿着制服的工作人员却还是耐心地接待了我
们。在一声声沟通中，在一次次确认后，我们终
于领回了爷爷奶奶的退休金。小小的红袋子通
过窗口出来了，在一递一接这样两个动作里，在
爷爷奶奶的笑声里，我似乎明白了农商行带给我
们的快乐。

那天，或许是寻常的一天，是农商行漫漫时
间里的任何一天，却让我记到今天。

（指导老师：陈正阳）

温暖的农商行
岔北小学 201班 张诗琪

我的家乡是黄河边上一个美丽的城镇，它的
名字叫岔河。这里十分美丽，而在我爸爸小时候
这里就有一个信用社，现在更名为如东农商银
行。妈妈告诉我每个镇都有农村商业银行。农商
行可以存钱，可以取钱，有时还有好玩的抽奖活动。

今天我就讲讲我和农商行的故事吧！
我的姥爷今年八十五岁了，他有一些钱，于是

想把它们存起来。终于在过年前的一天，爸爸就
带着我和姥爷一起来到农村商业银行。银行门口
的车位停得满满当当，在一位工作人员的指导下，
我们终于停进了一个车位。一到银行门口，保安
叔叔就帮我们拉开了门帘。姥爷年纪大了，走路
很慢，我都忍不住地催促他。可在我们走进银行
之前保安叔叔都微笑地看着我们，手始终保持一
个高度拦着门帘，我心里想：保安叔叔真好。

走进银行，大堂经理热情地接待了我们，温柔
地问清楚我们要办理的业务后，就帮助姥爷取了
号。不一会儿就到了我们，银行的阿姨认真地帮
我们办理，很快姥爷的钱就存好了。我心里想：银
行的叔叔阿姨真热情。

存钱后的抽奖太有趣了。一个大转盘上写着
各种奖品，看着堆积着奖品的墙角，我更是紧张得
直咽口水。转了、转了，指针停了，最终我们拿回
了一个盆和一瓶洗衣液。我心里想：银行的游戏
真有趣。

我身边的农商行，在让我们感到温暖的同时，
也给我们带来了欢乐。 （指导老师：陈正阳）

农商行——我心中的最美银行
岔北小学 401班 赵馨慈

我有一次陪着我的爸爸去农商银行办卡，一进门，就
看见了一位面带微笑的姐姐对我们说：“请问你们需要办
理什么业务？”爸爸说明了需要办理的业务，姐姐耐心地帮
助我们，很快就办好了。回家的路上我问爸爸：“办这张卡
有什么用啊？”爸爸回答：“可以交你的学费，还可以交家里
的水费、电费，还可以把不用的钱存进去。”我听了这番话，
大吃一惊，没有想到一个小小的农商银行竟然会有这么多
的用处，现在一个银行都可以这么方便了吗？看来是我落
后了。

我回家查了查资料，了解到农商银行，前身最早可以
追溯至 1951年成立的农业合作银行，是在新中国时期成
立的第一家专业银行，也是新中国成立的第一家国有商
业银行。从政府和老百姓的评价中我认识到：农商行是

“老百姓自己的银行”；是“离大地最近的银行”；是“联系
农民最好的金融纽带、农村金融的主力军”。希望有一
天，我也可以穿上那精神的工作服，跟随一代代农信人扎
根三农、无私奉献。

（指导老师：许丁楠）

随着中国经济的不断发展，
各种银行逐渐成了金融行业的支
柱。农村商业银行就是其中一
个，听长辈们说之前叫农村信用
社，是贴近老百姓的好银行。

记得有一次妈妈带我去银行
办理业务，一进大门，室内空调的
凉气立即让人有心旷神怡之感。
只见大厅里摆放着整齐的座椅，
干净的地面更显室内整洁。我看

见有位年龄稍大的老奶奶也去办
理业务。由于老奶奶年龄大，不
会写字，又想给身在外地打工的
儿子汇款，无奈不会写字，填不成
汇款单。眼看老奶奶心急如焚，
就在这时走过来一位阿姨，她是
这家银行的客户经理，她在一旁
耐心教这位老奶奶，一笔一划填
完了汇款单，时间持续了达半个
小时之久。手续办完，老奶奶感

动得直夸：“你们的服务真好哇，
有钱还是要存这样的银行，放
心！”这气氛一下就吸引了我。

这件事只是发生在一线员工
身上诸多故事中的沧海一粟。每
天，他们用爱心、真诚与微笑向客
户传递着一种温暖；用行动向身边
的同事传递着一种向上的正能量，
让人们如沐春风，心生暖意，有一
种久违的感动。（指导老师：许丁楠）

我家旁边有一家农商银行，
那里洋溢着爱和温暖。其中有
一个人，她白皙的脸蛋上两道
弯弯的柳叶眉，眉下一双凤眼
炯炯有神，一张樱桃小嘴，涂着
淡淡的口红。微微一笑时，嘴
边便露出俩梨涡，给她增添了
几分可爱气息。她整个人就像
一朵牡丹花出现在银行里，惊
艳了所有人。

她是这个农商银行里的大堂
经理，不只是长相出众，她的业务
能力强，对待他人总是那么热情。

记得有一次，一位耄耋老人，
步履蹒跚。慢慢悠悠地推开银行
的大门，颤颤巍巍地从机器上取
了号。他前面还有好多号，等候

区的座位上坐满了人。老爷爷的
腿已经快要支撑不住身体，他不
知所措，在原地徘徊。

这时那位大堂经理发现了
他。“大爷！您站在这儿也怪累
了，这里没位置了，您到我这儿
来坐坐吧！”“不不不，我衣服太
脏了，会弄脏了你的椅子。”“没
事，没事。脏了就擦擦嘛，多大
点儿事！只有你们广大人民群众
开心，我们才会开心！”她甜甜地
笑着。

大爷不好意思地坐下，千恩
万谢。大堂经理不住地冲大爷
摆手，然后看了一眼他的号，对
大爷说：“大爷！您坐着，等会儿
到了你的号，我来叫你，你不要

担心！”说着，便走开，去帮助别
人了。

“A672号请到 2号窗口。”报
号声还没结束，只见大堂经理便
快步来到大爷跟前，轻轻搀扶起
他，带他来到相应的窗口，扶他坐
下……

时至今日，我还记得这位大
堂经理，记得她的笑容，她的举
动。其实在这家农商银行，像她
一样的人很多，不管是大堂经
理，柜员，还是行长……他们每一
个人都把老百姓放在心间，一心
一意为广大人民群众着想。所
以，这座农商银行处处充满了爱
的气息。

（指导老师：张喆）

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的生
活质量越来越高，可支配的收入
也越来越多。哈哈，别看我小，我
的收入也不少。压岁钱、干家务
挣的钱，考到好成绩换的钱等等，
把我荷包塞得鼓鼓的。我觉得，
钱放家里不安全，所以我选择存
银行。

记得有一次，妈妈带我去农
商行里帮我存钱，办理业务的人
太多，我便到处瞎逛，这儿点
点，那儿看看。正当我倒退时，
不小心撞上了一个穿一身黑色
制服的阿姨，我向她道歉，但她
只是摆摆手，微微一笑。她昂首
挺胸地站在大门口，眼盯着门外
一个行动鬼鬼祟祟的大叔，一动
也不动，像一座高大威猛的大山
一样。

我悄咪咪地走过去，禁不住
问道：“阿姨，你一直站这儿干什
么呀？为什么不坐下来歇歇呀？”
她没有回答，仍紧盯着门外。我
以为她自己没有听到，又问了一
遍，还是没有回答，我觉得无趣，
就走开了。

终于存好钱了，我们可以打
道回府了。走到门口时，那位穿
着黑色制服的阿姨向我挥挥手，
她一边笑着，一边语重心长地对
我说：“小朋友，刚才我不是有
意不理你的，那会儿门外有个人
鬼鬼祟祟，如果一不小心，让心
怀不轨的人进来了，那就不好
了！”“哦，原来是这样啊！阿
姨，没事没事！”我挠了挠头笑
着说。

没想到这位阿姨这么敬业

呢！咱们的身边，有很多像她一
样的人，虽然他们没有鲜艳华丽
的服饰，没有高大帅气的外形，也
没有什么丰功伟绩。他们拿着微
薄的工资，却尽心尽力保护着我
们，他们是一群勤劳善良而又值
得我们钦佩的普通人。

（指导老师：张喆）

为你们点赞
岔北小学 301班 沈雪臻

在营业大厅，一群身着红马甲、头戴小红帽的农商志愿
者们在人群中穿梭，帮助指导客户办理业务，显得格外醒
目。2019年 12月 28日的早上，岔北农商银行营业大厅里
人来人往，业务繁忙。距离过年只有三四天时间了，老百姓
们都忙着将一年的劳动所得存入自己的账户中，还有的忙
着跑银行交农保。而这些人，大部分都是上了年纪的中老
年人，他们还不会用智能手机。

那天我第一次跟着爷爷去农商行办理业务，首先映
入眼帘的是温馨整洁的环境，一进去就有工作人员帮助
老年人排号。终于到了爷爷办理业务，可爷爷不会这些
高科技设备，我也只是个小学生，压根就没有经验。正当
爷爷十分焦急时，一位穿着红马甲的叔叔面带微笑的向
我们走来，只见他低下头、弯下腰、屈着身子询问我们遇
到的问题，以家人般的细致、细心、亲切地为老爷爷交代
业务办理事项。其实农商行还有无数像这位叔叔一样无
私奉献的的志愿者们，他们总是不求回报，细致耐心地服
务于每一个客户。

让我们为这些敬业、赤诚、投入的农商青年点赞，为无
数个服务在一线，默默奉献在一线的农信员工点赞，是他们
的无私奉献给予了我们温暖。 （指导老师：严鑫怡）

我与如东农商行的故事
岔北小学 301班 盛开

家门口的农商行
岔北小学 501班 洪天琪

真情服务撒芬芳，老人点赞农商行
岔北小学 401班 朱智睿

充满爱的银行
岔北小学 601班 徐张成

让我印象深刻的农商行阿姨
岔北小学 601班 徐曹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