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农 行 内 蒙
古分行客户经
理，长途跋涉，
深入沙漠深处，
为出行不便的
农牧民上门办
理贷款业务。

爱国奋斗是中华民族世世代代
自强不息的精神财富和力量源泉。
新中国成立以来，千千万万中华儿
女立足本职岗位，弘扬爱国奋斗精
神，不讲条件、不求回报、不惜代价，
甘愿付出汗水、心血乃至生命，把祖
国建设得日益繁荣昌盛。经过新中
国成立近70年特别是改革开放40
年的不断积累，我们的祖国迈上新
台阶，迎来了新时代。欢欣鼓舞之
余，我不禁扪心自问，拿什么来爱
你，我的祖国！建功新时代、担当新
使命，同样需要的是爱国奋斗精
神。今天，我们这一代只有融入“中
国梦”的伟大事业中，才会更有价
值。

要做一个有信仰的人。信仰是
一个人灵魂和精神上的支柱，同时
也是一个人行为上的准则。一个真
正有信仰的人是强大的，任何时候
信仰都在他心中，并永远不会倒
塌。钱学森、邓稼先、郭永怀放弃外
国优越的工作生活环境，投入一穷
二白的祖国的怀抱，用毕生的追求
和全部心血为我们祖国的国防事业
作出了巨大贡献。在历史长河中，
最璀璨夺目的也正是那些为了信仰
而奋斗的人们。老一辈科学家们用
他们的实际行动有力地表达出了他
们坚定的信仰——爱国奋斗，也正
是有无数个钱学森、邓稼先、郭永
怀，他们用生命和热血阐释了信仰
的真实含义，使人们看到信仰于个
人、于国家、于民族是有着怎样强大
的力量。

要做一个敢担当的人。一代又
一代人承接使命，勇于担当，实现中
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是需要我们勇
敢承担起时代重任。同时我们也必
须看到，我们的祖国发展越壮大，遇
到的压力和阻力就会越大，面临的
外部风险就会越多。这是我们的祖
国由大向强发展进程中无法回避的
挑战、绕不过去的门槛。我们要自
觉做担当使命的一代，就是要站在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
度，从复杂严峻的国家形势中感悟
动力，从迅猛发展的世界经济中感
悟压力，从维护国家发展利益的迫
切要求中感悟责任，以舍我其谁、时
不我待的使命责任和历史担当，扎
实做好各项工作。“中国天眼”之父
南仁东22年间坚持做中国500米口
径球面射电望远镜，从选址、立项、
设计到建设，克服重重困难，期间走
遍贵州大小山区，跑遍工程角角落
落，正是靠着这种勇于担当的精神
建成了“中国天眼”。

要做一个能干事的人。落实就

是干具体事，从理论走向实践，变抽
象思维为具体行动。不干事，再超
前的理念、宏伟的蓝图、缜密的计划
也是白纸一张；不干事，再崇高的理
想、美丽的愿望、伟大的构想也只是
易碎的泡沫；不干事，再强的能力、
再高的水平也只是镜中花、水中
月。纵观古今中外，遍阅典籍史册，
那些有大成就、大功德、大名声、大
造化的成功人士，哪一个不是吃尽
千辛万苦，受尽百般磨难，最后才修
成正果的？也正是有了“衣带渐宽
终不悔”的百折不挠，有了“为伊消
得人憔悴”的矢志不渝，才会有最后

“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
却在灯火阑珊处”的喜出望外。“太
行山上新愚公”李保国教授响应国
家号召，扎根太行山进行山区开发
研究，一扎就是 34年，先后完成山
区开发研究成果28项，在他的带领
下，太行山10万群众脱贫奔小康。

从“两弹一星”精神，到“天眼”
精神，再到“新愚公”精神，这些宝贵
的精神财富，是推动祖国改革事业
不断向前发展的强大精神动力。这
样的家国情怀，同样也让我想到了
农行内蒙古分行和奋斗的农行人。
从1955年首次成立至今，农行内蒙
古分行先后经历了两次撤并，三次
成立，在曲折中发展，在探索中前
进，承接使命，传承创新。从马背上
的信贷员到掌上银行、网捷贷、惠农
E贷，承载着一代代农行人用青春和
奉献书写的农行梦。从服务“三
农”、金融扶贫，到小微信贷、支持民
企，各个领域持续加大减费让利力
度，突出惠农惠民服务能力提升，处
处彰显大行的社会责任担当，踏踏
实实践行着农行梦。志不求易者
成，事不避难者进。当下，扶贫攻坚
任务重、时间紧，农行内蒙古分行扎
实研究，推进“乡村振兴”和“精准扶
贫”融合发展，切实把中央和总行脱
贫攻坚要求“落细、落小、落实”，成
功启动“金融支持妇女发展行动计
划”“金融支持青年创业行动计划”，
并创新推出了“兴农贷”“旺农贷”

“普惠医捷贷”等专属贷款产品，助
力自治区有梦有志有为者脱贫圆
梦。

作为一名普通的农行员工，我
身处新中国的新时代，深刻体会爱
国奋斗的意义。百年征途谋新篇，
雄心壮志启新程。今天，历史的责
任落在了我们肩上，我们就要传承
好爱国奋斗精神，立足本职岗位，努
力工作，让奋斗在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事业中闪光。

(分行财务会计部 田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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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中央“弘扬爱国奋斗精神、
建功立业新时代”活动的深入开展，

“太行愚公”李保国、“科研疯子”黄大
年、“天眼之父”南仁东的事迹也逐渐
为人所熟知，这些人牺牲小我、赤诚
报国，将个人的理想与追求融入在国
家和民族的事业中，他们是“航天之
父”钱学森、“两弹元勋”邓稼先等先
辈光辉精神的继承者，是新时代爱国
奋斗精神的承载者。

有人说，爱国与奋斗离普通人太
遥远，弄潮时代、热血许国、名留青
史，这些都不是普通人的故事。我想
说的是，每一个楷模都是普通人，每
一个普通人都可以是楷模，每一个人
身上都流淌着爱国与奋斗的血液。

18年前，我寄宿在中学语文老师
家，这位老师颇有传奇色彩，连同他
的家庭。老师家三代人都毕业于国

内顶尖名校，在那个时代实属凤毛麟
角，无论在国内甚至在国外，若是要
谋求更好的发展都并非难事。然而，
他们祖孙都选择了回到家乡教授中
学语文。

老师家里的陈设总是简朴得一
尘不染，穿着也总是整洁到偏执，讲
课风格旁征博引、挥洒自如。当时
只觉得崇敬，很多年后才知道，这是
一种“风骨”，这份“本色”也出现在
曾经爆红的“草鞋教授”李小文身
上。每当我面临人生决策与欲望挣
扎时，老师的身影总会浮现在眼前，
使我头脑瞬时清醒。文学作品中曾
讲：“年轻的时候，我领略过一种高
尚的情操，至今不能忘掉，这是我的
烦恼”，这句话最能概括我对老师的
情愫。老师予我，授业、解惑三年，
传道却至一生。

他的爱国与奋斗，是不忘初心，
坚守传承。

10年前，我第一次去往苍天般的
阿拉善出差，结识了当地行的一位老
员工，他一直与我聊的都是贷款清收
的故事。

正值夏日的阿拉善，那个被戈壁
与沙漠围绕的城市，风沙肆虐、炎热
干燥，为了清收工作的职责，他与同
事，开着没有空调的老旧皮卡车，穿
越延绵起伏的贺兰山脉，驱车千里，
两次进入甘肃清收贷款。他说的充
满画面感，让坐在空调车里都觉燥热
的我，深感震撼。

时至今日，我依然记得那位老哥
的样子，大约50岁的光景，皮肤黝黑，
面容布满了深如老树的纹痕，总带着
憨厚、谦逊的笑容。

他的爱国与奋斗，是忠于职守，

不计回报。
8年前，我结识了一位金融行业

的精英，她是风格颇为硬朗的女人。
闲谈间，她聊起了自己的故事。

她的职场起步很早，10年前已经
就职于较高职位，却因为某起责任事
件的影响，被免除职务。然而，她从
来没有怨天尤人，归零后，依然干劲
十足，在新的岗位上继续兢兢业业、
任劳任怨。她相信，公允的评价，虽
然有早有晚，但是终将会到来。后
来，她凭借自己的努力，收获了更高
的职位，也是得益于这段经历。

前进的道路，本就不是一帆风
顺，人总会遇到很多难事，不要气馁，
要执着向前。

她的爱国与奋斗，是越挫越强，
积极进取。

我所在的单位，农行内蒙古分

行，是一家商业金融机构，在大行担
当与商业盈利之间，她一直在“义利
之辨”中兼顾彼此，响应党中央号召，
始终将业务经营聚焦于投资较大、周
期较长、回报较慢的精准扶贫、“三农
三牧”、固边兴边等工作中。

我所在的单位，人们对她的认
同，既因她精妙便捷的产品设计，也
因她较强的行业影响力，更因为她

“行大德、办大事”的企业文化，以及
与客户“相伴成长，不离不弃”的经营
风格。

她的爱国与奋斗，是践行社会责
任。

楷模的事迹里，最初吸引我们
眼球的是卫星上天、氢弹坠地、天眼
启用，继续追索，爱国奋斗精神就像
钻木取火，最终令我们神往的是那
源源不断的光华，反复钻木的精神

更令人崇敬，更值得学习。国家每
一项伟大的成果，每一次伟大的进
步，都是南仁东们日复一日在普通
生活中克己与勤奋的积累。国家和
民族是由一个个具体的人构成的，
她由这些人创造，并且决定，每一个
人的爱国与奋斗，也最终会汇聚为
国家与民族的强盛。

爱国与奋斗，不是响彻天空的呐
喊，也并非束之高阁的神祇，而是每
一个人都可以做到的，工作与生活。

爱国与奋斗，
请从尽职履责始，
请从坚守传承始，
请从积极进取始，
请从践行责任始。

（分行法律事务部 黄黎）

每一个人的爱国与奋斗

东方红，太阳升，雄鸡长鸣，
金光万丈。欧亚大陆东缘，太平
洋西岸，晨练的我奔跑于大地之
上，迎着喷薄而出的旭日，聆听
着自己的脚步和心跳。多么熟
悉的声音，铿锵有力，宛如钟鼓
的交响！脚步坚实，一如既往，
心声没有欺骗，汹涌澎湃。在这
片神圣的土地上，从来不需要想
起，永远也不会忘记！我伟大的
祖国，天空高远，俯瞰历史的风
狂雨落，大地厚重，承载先驱的
耕耘开拓，街衢纵横，任我们挺
直脊梁，往来不辍。

跑过幼儿园，孩子们正在观
看升国旗，专注的目光中，寄托
着他们最美好的想象和最纯真
的祝福。

我伟大的祖国，爱你于牙牙
学语之初。

人之初，性本善。爱与生俱
来，爱哺育我们的甘甜乳汁，爱
亲人温暖的怀抱，爱生于兹长于
兹的美丽家园。最先发出的声
音是“妈妈”，最先认读的汉字是

“中国”。是啊，没有天，哪有
地？没有国，哪有家？没有家，
哪有你？没有你，哪有我？陪伴
我多少年风和雨！

跑过英雄纪念碑，松柏苍
翠，雕塑巍峨，火炬长明。

我伟大的祖国，爱你于峥嵘
岁月与和平年代。

北海荒原之上，嘴唇龟裂，
两鬓斑白的苏武持节伫立，望断
南飞雁，是啊，那是家国的方
向！“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
多艰难”，“路漫漫其修远兮，吾
将上下而求索。”汨罗江畔，低头
沉思的屈原，脚步沉重，因为爱
的深沉，爱的悲壮，爱的无私无
悔。

“国破山河在”的浩叹之下
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信念和
担当。光阴似箭，时不我待，闻
鸡而起舞，怎可“白了少年头，空
悲切”，此生唯恨“心在天山，身
老沧州”。

“世间无物抵春愁，合向沧
冥一哭休。四万万人齐下泪，天
涯何处是神州？”中华民族到了
最危险的时候，“起来，不愿做奴
隶的人们”，昂起不屈的头颅，去
为自身的命运和民族的前途抗
争吧，哪怕一开始是赤手空拳！

“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去了，
去的义无反顾。“苟利国家生死

以，岂因祸福避趋之”，“为中华
之崛起而读书”，鞠躬尽瘁，死而
后已！

生死同盟从此建立，祖国与
个人休戚与共。“血沃中原肥劲
草”“我以我血荐轩辕”“捐躯赴
国难，视死忽如归”“待从头，收
拾旧山河”，舍我其谁？

烈士纪念碑前的长明灯，火
种采自泰山之巅，人民英雄之死
重于泰山。长明灯前的铜牌上
镌刻着“我们和我们的子孙会常
来这里”。传递，是生命最热烈
的燃烧，一位革命者写过一句诗

“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这是
对生命传递的最好的诠释。民
族精神之火需要传递下去，爱国
奉献精神之火也需要传递下去，
传递下去，便是我们对它的责
任，必要时以生命为柴薪，而火
生生不息。正是这火，照亮了我
们个人乃至整个民族的前进之
路！

铁人王进喜之于大庆油田，
两弹元勋邓稼先之于东方巨响，
学术带头人黄大年之于资源探
测……他们都用生命不息、奋斗
不止的奉献精神，诠释了什么是
一脉相承的爱国情怀。

跑过军区大院，站岗哨兵持
枪肃立，那刚毅的目光和夺目的
帽徽昭示着荣誉和责任。跑过
建设工地，巨型起重机将砖瓦高
高吊起，那成型的钢架直插云霄
……

我伟大的祖国，爱你于筑梦
圆梦的路上。

我想起了圆明园烧焦的废
墟，想起了邓世昌的致远舰，想
起了1949年10月1日的天安门
广场，想起了2008年之夏的北
京奥运会赛场，想起了党的十九
大会场……我知道，我自豪：历
尽磨难的祖国没有沉沦，在世界
的东方，用宽厚的臂膀挽起高山
大海，将炎黄子孙揽于怀中，用
勤劳的双手修复那残缺的岁
月。习近平，在“一带一路”的建
设中，为祖国插上腾飞的翅膀。
树立民族自信，重回世界之巅，
复兴梦如此真切而感人！

“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
雄竞折腰”，“俱往矣，数风流人
物，还看今朝”。我知道要跑向
何方，因为我的血液里流淌着召
唤。

（分行内控合规部 靳建忠)

2018 年 2 月，
农行内蒙古分行

“金融支持妇女发
展行动计划”现场
启动仪式。

2018 年 3 月
30 日，农行内蒙
古分行与乌兰察
布市政府签署乡
村振兴及精准扶
贫框架协议。

2018 年 10 月
23 日，农行内蒙
古 分 行“ 金 融 支
持青年创业行动
计 划 ”启 动 会 签
约仪式现场。

农 行 阿 拉
善左旗支行三
农客户经理在
沙漠上搭起帐
篷银行，为当地
百姓服务。

使命的召唤

（本版图片由农行内蒙古分行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