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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到最好的你们
□ 曹埠小学 601班 顾高兴

春风化雨，滋润万物。我们每个人的成长都离不开脚下
土地的滋养，当我回望这一路的历程，心中充满无限感激，这
就是如东农商银行给予我们的舞台。

农商银行，历经百年，在中国金融史上扮演着十分重要
的角色，她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是中国国际化和多元化
程度最高的银行，在海内外为客户提供全面的金融服务。

她的厚重，赋予了时代精神；她的智慧，坚定了前进方
向，这是一种宝贵的精神财富，一代代的农商行人发扬传承，
创新发展。

多年前，我们家在掘港买了一套新房子，可家中东凑凑
西凑凑，也就少 30万。妈妈向农商银行申请了，每月初在手
机上还贷款，后来慢慢地就还清了。

还记得上一次妈妈去曹埠农商银行查看余额，那里的工
作人员都十分亲切，个个面带着微笑。一位年轻的阿姨扎着
高高马尾辫，看上去格外的和蔼可亲，只见她仔细地询问了
妈妈的手机号码，及其它的什么，并输入进了电脑，那个细缝
口就出来了一张小纸条。那时我只有八九岁，觉得什么都很
神奇，便好奇地问她：“阿姨，这个机器居然还会出来小纸条
耶，好神奇哦！”那个阿姨冲我笑了笑，询问我妈妈：“孩子几
岁了，挺机灵的。”妈妈低下头看了看我圆润的小脸儿，又轻
轻地抚摸了一下我的额头：“九岁了，上三年级，是挺机灵的，
就是有些调皮。”说完他俩又聊起了别的事情，而我则与爸爸
一起享受着农商行给顾客提供的夏日饮料。

走在那条狭窄的小石子路上，我突然感觉那个阿姨好亲
切，待客同亲人一般，我好奇，妈妈说过每个人的心中都藏着
一个邪恶的念头，可他们却是那么的友好，心灵又是那么的
美好。

太阳已经渐渐偏西了，所剩无几的余光洒在大地上，如
同铺上了一层银装，四周开始渐渐起雾，开始变得模糊了，但
最好的他们已经永远地驻在了我的心中了。

（指导老师：杨俊生）

捧一杯浓郁的香茗，让情感在馨
香中溢满；看一本精彩的好书，任心灵
在页码间流动；赏一曲悦耳的音乐，任
思绪在旋律中徜徉。世事变迁，一切
看淡，唯有那抹淡淡的微笑永驻我的
心间。

那次，妈妈带着我到农商银行里去
往消费卡里存钱，我就像一只闲不住的
小狗，东瞅瞅，西看看，什么都是如此新
鲜。现在的银行越来越高级了，装备都
是焕然一新，一个个智能设备摆在里

面，一排排椅子摆在大厅一隅。现在都
分几号窗口，每个窗口前都排成一字长
龙阵，妈妈正排在 5号窗口呢。闲来无
事，我便在一个小书柜里翻出几本杂志
来看看。嗬，连杂志都是科普性的，我
也只会随便翻翻，因为根本就什么也看
不懂。“儿子，别乱跑，快过来。”妈妈在
叫我了，我一溜烟地从人群中钻了过
去，到我们了。只见服务员是一位年轻
漂亮的阿姨，她微笑地看着我们：“您
好，请问您要办理什么业务。”不等老妈

开口，我立马抢着说“我们是来存钱
的。”阿姨依就笑着：“请问您要存多
少？”“这个吗？”我脑子发昏了，“存…
哎，妈妈，存多少啊？”“一千。”“嚯？”我
差点儿没吐血，“这次怎么存这么多？”

“老是几百几百的充太麻烦，直接存一
千吧。”“那就存一千吧！”“好，请您稍
等。”还是一抹淡淡的微笑。说罢，阿姨
接过妈妈手中10张厚厚的100元，开始
忙碌起来。过了一会儿，阿姨再次微笑
着说：“您的钱已经存好。”“好，谢谢

啊！”我还是一如即往的调皮。“小朋友，
今年多大了？”“12了。”这回是妈妈，我
可没插嘴。“那他的语文一定很好。”天
哪，现在人出门都这样吗？有带这么夸
人的？其实我心里在偷着乐。

一个平淡又不起眼的嘴上动作，在
我的心中留下了深深的印记。是啊，正
是因为那抹微笑，才会给农商行带来今
天的辉煌成就，也给我们带来了生活的
便捷、生活的美好……

（指导老师：杨俊生）

她可以存钱、取钱，她可以辨别真
假币，她还是理财的“高手”。她是谁？
她就是学校旁的曹埠农商行，今天，我
和爸爸一起来这里存钱。

一声甜甜的“欢迎光临”立即让我
心底涌起阵阵畅意。在大堂保安的
指导下，我们先去取了号。爸爸说要
给我办一张自己的银行卡，这令我兴
奋不已，我们坐在大厅里等待着叫
号。“请 043顾客到二号窗口！”我看了
看自己的号码，轮到我了，我连蹦带

跳地跑向二号窗口。只见那位阿姨
满脸微笑着对我说:“你好呀，小朋
友！请问你要办理什么业务？”我有
点害羞，还是让经验丰富的爸爸来
吧。爸爸也面对微笑:“我要办一张银
行卡。”“好的，请出示您的身份证。”
爸爸从钱包里掏出身份证，递给了阿
姨。阿姨带着甜甜的微笑端正双手
接过身份证，用娴熟的手法在电脑上
操作着。不过一会儿，身份证与一张
崭新的银行卡被归还到我们手里：

“您好，这是您的银行卡和身份证，请
收好！”爸爸微笑着接过，我则在一旁
兴奋得忘乎所以。

接下来，我们来到自助存款机
前。阿姨告诉我，把卡插入卡口，芯片
朝上，按照屏幕上显示输入我刚刚设
置的密码。——嘘！你们不准看，因
为阿姨说密码是要保密的。存钱口开
了，我把我所有的压岁钱放进口里。
看，CRS正在清点钞票呢。不一会儿，
我所有的零花钱都被那清点了一遍后

就放进了它的肚子里，最后点击结束
放钞，取出银行卡。在阿姨的帮助下，
我把我的压岁钱妥妥当当地存进银行
卡中，好神奇啊！

存好了钱，我们要离开了。阿姨面
带微笑地站在门口，挥动着自己的手，
向我们道别:“欢迎下次再来。”就这样，
我和阿姨一直挥手道着别，她的那抹
笑容笑了好久好久，也让我心动了好
久好久……

（指导老师：杨俊生）

如东农商行 便捷千万家
□ 曹埠小学 601班 张爽

虽然现在已经时值寒冬，凛冽的寒风迎面扑来，但是如
东农商银行工作人员周到的服务和她带给人们的便利，能给
人们送去温暖，给千千万万的家庭带来便捷。

每次我跟着爸爸去农商行办理业务时，银行的大门一检
测到有人来，便立刻向我们敞开。银行内，温度适宜，地也扫
得干干净净。工作人员站在里面，面带微笑地欢迎着我们。
办理业务的工作人员迅速而又没有差错地办理好了业务。

农商银行不仅环境好，工作人员服务周到，还给我们带
来了不少的便捷。就拿我来说说吧！以前，我上学交学费，
还得从爸爸妈妈那儿拿了现金，带到学校去，再亲手交给老
师，或是爸爸妈妈替我交好。老师还要准备好零钱。这样，
我既怕把钱弄丢，又怕耽搁了父母的工作，让他们特地为我
请假交钱，这真是太不方便了。而现在有了农商行的协助，
可是方便了许多。我的爸爸妈妈只要开通“代缴学费”服务，
农商行就会替我们缴好学费，再在银行卡上扣钱就行了。这
样做就不要将现金带到学校，避免了不必要的麻烦，也不要
让父母为我们操心学费的事。

农商行不光带给我许多方便，也给我家出行带去便捷。
你知道“ETC”是什么吗？

它其实是“电子不停车收费”。在高速公路上，每每遇到
收费站，我便不开心了：从收费站这儿过去可太慢了！瞧瞧

“ETC”站台，汽车一下子便通过了，不知要节省几倍时间呢！
于是，父母也去农商行办理“ETC”业务，农商行可帮了我们大
忙呢！我本以为这要花很多时间，谁知银行工作人员办事麻
利，手续也不麻烦，快捷便利，没过一会儿便搞定了，以后上
高速公路去外地可方便多了！

爷爷奶奶以前去交水费、电费，必须先去银行取钱，过程可
麻烦了！接着，他们还得去用电站交电费，回家再将水费交给
自来水厂的员工，够折腾了！现在，农商行的“一折通”，大大帮
助了爷爷奶奶。银行会替爷爷奶奶交水费、电费，再在“一折
通”上扣钱就行了。此外，国家“惠民政策”补贴还会将钱打到
爷爷奶奶的“一折通”上。这样的事儿，全赖上了农商行。

家乡的农商银行带给人们的不仅仅是方便快捷，还有全
程的温暖。如东农商行，真是便捷了千千万万的家庭！

（指导老师：杨俊生）

温暖是写在脸上的笑影，
温暖是一丝不苟的配合，温暖
是人与人之间的关怀，温暖是
彼此间的信任。

关于农商银行，说实话我
根本就毫无接触。但是直到去
年，在我身边却真真实实发生
了两件事情，让我对她彻彻底
底有了印象。

许阿姨是邻居周奶奶的孙
女，那天她急匆匆跑去农商行
为她 80多岁的奶奶办理挂失
业务。她对银行的人说，她奶
奶卧床在家行动不便，不能亲
自过来挂失，问里面的人能不
能通融下由她代办。考虑到周
奶奶家的特殊情况，他们工作
人员本着以人为本的原则，准
备好了相关材料，居然提供了

上门服务。当天下班后，就有
两名工作人员立即赶到了周奶
奶家。在核实完身份后，顺利
地办妥了挂失业务。对于银行
提供的如此周到的服务，周奶
奶连声道谢，感动得差点热泪
盈眶。

还有一次，妈妈由于换了
手机号要去银行重新绑卡，我
出于好奇也跟着她一起过去
了。因为无聊我就坐椅子上等
她，这时跑来一位老年男子，手
里还拎着一个大包。刚进大厅
就大声喊着：“姑娘，快点给我
腾个地方，我要存钱！”经询问
得知，原来他是在菜市场专门
卖自家种植的水果蔬菜的，这
是他辛苦一年存下来的钱。然
后农商行大堂工作人员立马就

跑过来，把他带到了应该叫工
作台的地方，一股脑儿倒出了
所有的钱。听他们在说，大多
都是 5元 10元之类的小钱，还
有许多 1 元硬币。我不禁心
里感慨：这么多可要点到什么
时候啊，真够给人添麻烦的。
可是银行里面的人却一点也
没有不耐烦的样子，反而先给
他倒了一杯水 让他坐旁边
等。然后，就开始小心地整理
起来……看到此情景，我心里
也感到暖暖的。

服务是银行立行之本。共
建和谐社会，服务社会人民一
直是农商银行的宗旨。只要你
来到农商行，就能享受到处处
充满的温暖！

（指导老师：杨俊生）

冬日，四处寂静，树木凋零，街边零
散的叫卖声还在不停地叫唤，马路边形
形色色的人群行走着，抬眼就能看见一
棵光秃秃的树干上照耀下来的暖阳。

时过境迁,小镇上的农商行有了很大
的变化，全自动的取款机、热心服务的工
作人员。其实于我而言，农商行这几个
字是陌生的。直到这两年，真真切切发
生在我身边的一件事才让我对农商行这
三个字有了更多的了解。

那天我随妈妈去银行存钱，经过农
商行门口。一旁的取款间里，自动的取
款机在取款人的操作下运行得十分流
畅，随着一阵仪器的响声，没有多久，取
款的人就从全自动的门离开了。

进入了农商行大厅，眼前就是一块
玻璃，分成了几块。玻璃后坐着银行的
工作人员。他们的声音通过玻璃上那个
小小的传声器传了出来。玻璃前则坐着
来存钱的人，人有点多，一时间，点钞机
发出的哗哗声在大厅里弥漫开来。

我新奇地看着周围的一切。妈妈坐
在长椅上等待，我则在大厅里走来走去，
没过多久就轮到我们了。广播里报了我
们的号码，妈妈便带着我应声来到工作
台前。

柜台人员柔和地询问声响起：“请出
示您的证件。”存钱有条不紊地进行着。
对于那些手续我什么都不懂，只是觉得
很严谨，也很流畅。我坐在玻璃前的椅
子上，晃荡着腿。一旁的工作台前，一位
老太太拿着皱皱巴巴的100块钱，我只觉
得心里挺不是滋味儿。或许是上了年
纪，对存钱的流程不太了解，进行得磕磕
巴巴的，脸上也浮现出一丝茫然。以至
于她在我们前面存钱，但进行得却远比
我们慢。我在一旁看着都有些急切，恨
不得上去帮忙：把钱放到那个槽里就好
了。到是签名呀。出人意料的是，工作
人员也不急躁：“老太太，你把钱放到那个槽里就好了。”
两个人一个说一个照着做，配合得倒也挺默契，还时不
时的唠两句家常话。妈妈拍拍我的肩膀，带着我走了。
出了银行，妈妈说：“我觉得挺心酸的……”

时至今日，那件事给我留下的印象依旧挺深刻，不
仅仅是老太太令人心酸的举动，更是银行工作人员的耐
心与亲切。

（指导老师：杨俊生）

感动往往是一件不经意的小事，
恰好这些却又让我永远的记得。

——题记
银行在我们身边并不少见，各种

各样，五花八门。可唯独那农商银行
让我情有独钟，印象深刻。

我作为一个小学生，和农商银行
打交道的次数不多，只不过去凑个热
闹罢了，但自从我那次之后，就打心底
里喜欢这家银行。

妈妈刚来到食品店工作，每到发
工资时，老板娘总让妈妈去办银行卡，
好打工资。于是，妈妈带我一起去农商
银行办卡，说让我见识见识。当时银行
不太大，也不太豪华，但工作人员却很
热心。刚进门，大堂经理就急急忙忙地
赶了过来，一边和妈妈握手，一边为我
们引路。我们一大早就去了，算是“人
烟稀少”，很快就到了我们。大堂经理

热情地问妈妈要办什么业务，妈妈说要
办一张银行卡，便拿出一张单子让妈妈
填。也许担心妈妈会填错，所以他一直
在旁边指导。妈妈让大堂经理去忙，但
他还是时不时地盯着。

听着大堂经理的教导，妈妈没过
一会儿就办好了银行卡，这还不够，大
堂经理又让妈妈安装手机银行，手把手
地教妈妈如何运用手机银行。回到家
后，妈妈又打开应用练习，但还是不太
熟练，在许多功能还不敢操作的情况
下。终于，妈妈还是回到了银行，又虚
心地请教。在大堂经理的热心帮助和
辅导下，妈妈学会了。确认无误后，大
堂经理又提醒妈妈，千万不要把卡上的
隐私轻易告诉别人，妈妈点了点头。

无独有偶。还有一件事让我印象
深刻，我跟妈妈一起去银行取钱，又遇
到了那位大堂经理。一位家乡老太太

也来取钱，听到外面车上传来卖好货的
声音，老太太一下又取了好几千元。大
堂经理好心相劝：“老人家，您一下子可
以少取些钱，我们这里可以随到随办
理！”可老太太却不以为然：“我取我自
己的钱，又没用你的，要你管？”又一位
工作人员劝道：“老人家，现在骗子多，
专门卖假货欺骗老人，需要购买物品还
是和家人一起吧！”老太太生气了，甚至
还口吐脏言，拿钱就走。我不知道老太

太后来怎么样，但我认为善良的大堂经
理和工作人员一定用自己的方式，让老
人不受骗。可歌可颂！

这些就是我跟农商银行之间的故
事。是农商行员工热情的服务和熟练
的业务水平让我印象深刻。如今，步
履不停，奉献不止的农商行人正在不
断打造新的理念、新的承诺，更好地服
务于家乡的人民。

（指导老师：杨俊生）

在众家银行中，你虽然扮演者着
一个小角色，但你默默无闻地为人们
做出贡献。尽管你一声不吭，还是解
决了我家的燃眉之急。在这里，我要
对你说一声谢谢！

几年前，爸爸妈妈经营着一家小型
手套厂，生意十分兴隆。在当时的曹埠
镇手套行业也是小有名气，结果可算是
日进斗金。可恨的是，自从那些骗子走
进我家的生活后，一切都变了。爸爸上
了骗子的当，一笔巨款不翼而飞。我的
幸福生活立即灰飞烟灭，妈妈离婚后离
家出走，失去母爱的我如过街老鼠一般，
孤苦伶仃又承受那些流言蜚语。那些债
主如那些猫一样，隔三差五地跑到我家
来讨回了那些拖欠的钱，连晚上也不消
停。爸爸迫不得已，卖了织手套的机器，

因此满足了些人。其他的债主呢？自然
更不消停了。甚至大晚上跑来对我家破
口大骂。这又能怎么办呢？只能隐忍。

正当全家心灰意冷时，是你！是
农商行帮助我们家。起初，农商行的
主任来到我家，说服爸爸办理扶农助
农低息贷款业务，至于还款时间可以
办理分期分批。让每一个农民都能享
受到国家的惠农政策。这样的业务也
只有家乡的农商银行，通过这样的办
理活动，我家可以得到农商行的鼎力
帮助，贷出一大笔钱出来解。我是半
信半疑，爸爸在走投无路之下，抱着破
罐子破摔，死马当活马医的姿态接受
了农商行经理的帮助。不曾想，业务
很快办理下来。我家的账号上突然多
了许多钱。用它们来偿还了一部分的

债务后，还能重新买回来手套机器。
我家之所以还了债务，都是有农商行
的帮助，若没有农商行带来的资助，我
们一定还在干着急。农商行带来了一
缕缕耀眼的光芒，照耀了我家阴暗的
世界，净化了我家的心灵。如今我家
的手套行业蒸蒸日上，爸爸又找到一
位新妈妈，一家人其乐融融。

农商行能够帮助困苦人家也经历了
不少的风雨，不知挺过了多少风吹雨打，
全体农商行人的热心服务、奋力拼搏，跨
过了多少坎坷，才换来今天的荣耀。

农商行，是你资助我们家渡过难
关，是你雪中送炭，才换来我们家现在
的幸福生活。你帮助我们家的所作所
为，让我情不自禁地说上一句：“谢谢
你，农商行！” （指导老师：杨俊生）

那抹淡淡的微笑
曹埠小学 601班 张钰晨

那 抹 微 笑
曹埠小学 601班 姜王静

我眼里的农商行
□ 曹埠小学 601班 陈珺豪

谢 谢 你 ，农 商 行
□ 曹埠小学 601班 王溪玥

农商行里温暖多
□ 曹埠小学 601班 沈 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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