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逸趣园

聚焦稳增长、稳市场主体、保就业，今年以
来，我市多措并举，全力确保各项相关工作落到
实处，保持全市经济平稳有序运行。

“上半年工行黄石分行各项贷款比年初
增加26.22亿元，增量位居全市首位……展现
了责任担当，树立了良好形象，为我市经济社
会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7月初，中国工商银
行湖北省分行收到了黄石市人民政府发出的
感谢信，对于工行黄石分行认真贯彻落实党中
央“两稳一保”决策部署和省市工作要求，充分
发挥金融服务主力军作用，扛起稳住经济大盘
政治责任的突出表现，给予了充分肯定，并致
以衷心的感谢。

据工行黄石分行方面介绍，2022年上半
年，该行全力支持实体经济，积极践行“金融为
民”，用心优化客户服务，在全力助推黄石经济
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同时，也在着力推动自身业
务实现高质量发展。

为争当全市服务实体的领头羊，工行黄石
分行以加强信贷投放支持实体经济为主线，责
无旁贷地扛起了使命担当。上半年，该行各项
贷款比年初增加26.22亿元，增量位居全市首
位，比去年同期增加 33 亿元，同比增幅达
16.96%。

该行积极支持全市上市公司及先进制造
业企业高质量发展，重点支持大冶有色、东贝、
劲牌公司等企业，累计提供各类融资19.76亿
元，制造业贷款较年初增加12.95亿元；精准对
接全市重点项目及重点客户发展，累计发放省
市重点项目贷款5个，金额合计7.41亿元，完
成审批待投放10个，金额合计20亿元，为重点
产业集群客户提供融资23.44亿元，以实际行
动服务支持中部崛起战略；坚持以绿色金融服
务美丽黄石建设，积极引导信贷资金流向绿色
经济领域，截至6月末，纳入人行绿色信贷口
径的贷款32.55亿，比年初增加4.52亿；创新信

贷产品，拓宽服务渠道，在全省系统内率先突
破2笔500万“跨境贷”业务投放，房地产开发
贷款实现突破，一季度实现投放1.5亿，完成审
批8亿元。

为争当服务民生的主力军，工行黄石分行
积极发挥金融力量，践行“金融为民，金融利
民”的服务宗旨，全力改善服务民生，助力乡村
振兴。

截至2022年6月末，该行个人贷款较年初
净增4.51亿元，余额在全市国有四行中排名第
一。该行坚持个人住房贷款业务的主体地位，
促进非按揭贷款和公积金贷款协同发展，合理
满足人民群众住房信贷需求；持续开展“工享消
费季，爱购黄石”等信用卡消费优惠活动，搭建
起了涵盖吃、住、玩、乐、购行等多种惠民场景，
同时携手支付宝、云闪付等第三方平台积极开
展“湖北消费券”发放，带动2022年上半年全市
商户收单额35.7亿元、信用卡消费额9.1亿元，

切实以金融助力全市消费提升；该行深入贯彻
乡村振兴和普惠金融国家战略，已完成整村授
信农户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信用建档评级810
户，正持续将更多金融资源配置到乡村振兴领
域，有效推动农村产业升级。

为争当贴近民心的暖心人，工行黄石分行
坚持“服务有温度，办事有速度”，通过不断优化
网点服务设施，丰富客户服务渠道，加强群众服
务宣教，提升社区服务能力，持续推出惠民利民
便民服务新措施，以优质服务助推全市经济高
质量发展。

该行持续改善网点服务环境、巩固网点“三
化”治理成果，提升老年客群服务质量，增强惠
民服务供给，增配了放大镜、轮椅、医药箱等服
务设施，持续做好特殊客户群体“特事特办”服
务工作；通过科技赋能，加强线上线下一体化服
务，为客户提供“线上申请、线下邮寄（领取）”一
站式服务，减少客户往返次数，并利用“工行服

务”微信小程序提供附近网点导航、线上预约取
号等服务，减少客户排队等候时间；积极开展金
融知识进校园主题宣传，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
价值观和消费观，并与社区、村委会等加强合
作，开展金融知识进社区、村组活动，提升老年
群体识假防骗能力；2022年以来，该行积极组
织开展各类党建共建活动，对湖滨路社区和市
创文办安排的志愿服务活动，也积极配合，认真
落实，截至目前，已安排200余人次参加志愿服
务日活动。

当前，黄石正在积极贯彻省党代会精神，
加速融圈入群，着力打造武汉都市圈核心城
市。工行黄石分行将进一步深入贯彻落实国
家助企纾困解难、稳住经济一揽子政策措施，
全力助推黄石再续“全年精彩”，实现绿色崛
起、促进共同富裕，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二十
大胜利召开。

(王璐 张翔)

争当金融服务主力军 助力黄石高质量发展

建军节来临之际，我的兰花开了。这盆兰花
名字叫“朱德素”。说来也巧，八一建军节，也是纪
念朱德等老一辈革命家的节日，这盆兰花在八月
一日开放正是人们的期望。

这枚兰花花苞微微泛着青绿，花瓣晶莹洁白，
花瓣较大，兰香浓郁扑鼻。叶深绿色，叶长30~45
厘米，宽1.2~2厘米，叶尾圆钝，叶缘有不明显的细
锯齿，叶质肉质感强，柔滑细糯而富光泽。

这枚兰花是我于15年前从兰友处购买的。朋
友说，这盆兰花之所以叫“朱德素”是因为花大花
香，开花在6至11月，开花时间长，所以又称“阔叶
仁化大花素”，是传统素心兰。我问他，为什么把
兰花取个将军的名字呢？朋友于是介绍了朱德素
花名的来历。

1962年朱德派两名警卫员会同当时韶关公
园一名花卉工程师来仁化寻找兰花，在仁化县扶
溪镇某村委会书记家寻得其家传几代的大荷素而
得名。

据说，就是在战争年代的戎马倥偬间，他也要
遣兴培植欣赏兰花。解放后，朱德来到四川，总是要
在繁忙紧张的工作之中抽出时间到杜甫草堂、文殊
院、人民公园、灌县青城山、离堆公园等处观赏兰花。

“清风摇翠环，凉露滴苍玉。”这句诗写了兰叶
细长，倒挂下来，形成圆环状，故有“翠环”的说
法。“翠”，既写出兰叶的颜色，又写出兰叶的柔
嫩。这样的兰叶在春风的摇曳之下，自然体态袅
娜，舞姿优美。“苍”，深绿色。这是唐朝唐彦谦对
兰花的描写，自宋代开始，兰则单指兰科植物的地
生兰，兰是一种气味芬芳的香草。兰之所以长久
地成为君子爱重的品格之花，是因为它被赋予了

人性化的道德形象，使得兰花具有了独特的文化
意义——兰花不只是花，更成为一种人格魅力、品
格和崇高精神象征。

“幽兰出谷弱袅袅，移到草堂愿折腰”，这是
l963年朱德在杜甫草堂留下的诗句。他望着弱袅
袅的兰花，想起来了他的妻子伍若兰。

上世纪二十年代，一位名叫伍若兰的知识女
性与朱德相识相爱并结为夫妻。随后，他们一同
上了井冈山。在朱德、毛泽东率部转战赣南途中，
遭敌伏击。为掩护“朱毛”突围，伍若兰向相反方
向鸣枪引开敌人，不幸受伤被捕遇害。

朱德痛失爱妻和战友，寻兰、养兰成了朱德一
生的爱好。1962年，朱德重上井冈山。临走时，他
什么也不带，只带走一盆井冈兰。朱总司令带走
的不仅仅是一盆兰花，而是带走对革命先烈永久
的忆念。

当我了解了朱德素兰花的来由后，心里升腾
起来对兰花爱慕的敬意，因此我更加细心养护。

首先用土讲究，我选用腐殖土加上自然腐熟
的松树皮、花生壳和松针，除了能让土透气不易结
块外，这些营养土也会逐渐分解出来一些氮磷钾
类的养分和微量元素，以利兰花生长的营养。

平常浇水也很重要。我用泡过小米的淘米水
用作平时浇水。这样的含有矿物质的水，浇过之后，
一月余，这盆兰花都萌发了小小的芽。再就是让其
尽量通风，冬天气温低，我把兰花移入我自制的温棚
中。夏天气温高，我则将其移至室内空调房内。

功夫不负有心人。我的努力，使兰花得以在
今年这高温高湿天气开花。在建军节来临之际，
我用这盆花表达对军人的敬意。

兰花盛开迎八一
○ 周杏林

少时因家贫，我没有读过多少书，但我爱书却
是发自心底的。在那个物质和精神生活都困乏的
年代里，能寻到一本书看，无疑是快乐的。尽管那
时的书大都没有书封或污渍不堪，甚至前后丢页
残破，但说实在的，有胜于无，能有幸读到那些温
暖的文字，我就感到快乐无比。

后来，我有机会，从家乡出来当兵，有了津贴
费，加之改革的春天到来，文化气象更新，文学事
业繁荣发展，我从部队到地方也慢慢地积攒了一
些书。为节省钱，常常会逛一些旧书摊和旧书店，
买一些打折或降价的旧书和报刊。淘书久了，自
然会遇到淘书奇遇，至今道来还是怪有意思的。

记得二十多年前的一天，我在武昌司门口长
江大桥下一小巷子里的一家旧书摊上，曾淘得一
本1959年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诗人梁上泉的
诗集《红云崖》，当时吸引我的是此书封面设计得简
雅素洁，封面仅设计为一小块红色的山水图，内文里
还配有几幅黑色版画插图。其时，我正在做着诗人
梦，忘记花了多少钱，当即将诗集买了下来。

晚上，在妻儿入睡后，我就着夜灯翻阅，却意
外地发现枯黄的书页里竟然夹着两张印刷粗糙、
色彩艳丽的上世纪50年代洪山礼堂的粉红和蓝色
的电影票。尽管时间已过去多年，但电影票的票
面上放映时间和座位号还清晰明了。

当时，我想这或许是一对年轻情侣浪漫的印
证。他们在看电影时，入场后，遂将电影票夹到随
身带来的诗集内了。没有想到，他们的无意之举，
最后被我收到了。我猜测，他们现在应该有七十
多岁了，在心里默默祝愿他们最后能爱情如一，白
头偕老，相伴终生，将爱情进行到底。

《痛悼我们的导师——伟大的斯大林同志》其
实谈不上是一本书，或许是斯大林逝世后，人们为
纪念和学习他，而匆匆印制的一个黑白版式的小
册子。

小册子是我在汉口崇文路收藏市场淘得的。
虽然小册子纸张和印刷不算精致高档，但庄重有
加，封面书名大黑粗体字标题，外加黑色方框，让
人视之感到凝重肃穆。内文小楷字排版，所收内
容为当时报章评论员文字和几篇纪念文章。之所
以买这个小册子，当时感觉它设计特殊，且封面标
题下的印章，竟然是我们单位一位已故老领导
的。展开书的内页，只见他在内文“天头地脚”处，
同样以工整的小楷写满了自己的学习体会，在一
些重点文字下面，他还画了一些波浪线标示。但
我至今不明白，如此小书，是怎么从武昌“飞”到汉
口旧书铺的，最后，又被我花了50元钱购来珍藏至
今，也算我与老领导有此书缘。

韩石山先生是著名的作家，其文章和书法都

非常了得，一直为我所敬仰。没有想到，前些年在
武汉大学附近一家旧书店，我淘得一本书。由于
时间紧，当时没有细看，而是在晚上回家后于夜灯
下翻看，才发现书中竟然夹有一张四方形的小纸
条，上有5个韩石山的签名，不知是大作家韩石山
先生的珍贵的墨迹，还是同名同姓者的笔迹。

很长时间，我一直不能确定。直到今年春天
我有缘加了韩石山先生的微信好友后，才将此纸
条签名拍照通过微信发给他，经韩老仔细辨认字
是他的真迹。如此一来，韩老的签名真迹之谜终
得解决，但如此小纸条怎么会夹到一本书里，从遥
远的山西太原流到湖北武汉，最后又被我有幸珍
藏，却是另一个未解之谜。我诚望将来有缘人能
为我破解。

盛夏之时，外加疫情反复无常，虽然是周末，
我也不敢出门远走，只好安静地在家整理旧书。
《斯大林之歌》歌单就是我理书的意外所获。鲜红
油印的歌单，放在我眼前，仿佛是上世纪50年代初
中苏友好的见证物一般。

这张红色的歌单，是夹在1953年5月由中国
青年出版社第一次出版、第一次印刷的著名无产
阶级作家尼古拉·阿列克谢耶维奇·奥斯特洛夫斯
基的长篇传记体小说《暴风雨所诞生的》书里。

经我查询，红色歌单上抄录油印的《斯大林之
歌》，实际上就是当时名闻苏联时代的著名的红色
歌曲《斯大林颂》。此歌作于1938年，由M·伊纽
什金作词、亚·亚历山德罗夫作曲的一首歌颂斯大
林的苏联歌曲。只是不同翻译版本下，歌名和歌
词有一些出入，其他都是源自于此。

事后，我试着分析，斯大林逝世后，为了纪念
这位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当时，各单位相继
组织和开展了一系列歌颂和纪念斯大林的活动。
正是在这种大氛围下，某个单位通过手抄油印方
式赶出来一批《斯大林之歌》歌单，供大家演唱和
合唱时使用，歌单上明显用蓝色钢笔水勾勒修改
的痕迹，似可以说明。再后来，就被人夹藏到《暴
风雨所诞生的》书中，最后，彻底被人遗忘不知多
少年了，最后，竟被我从汉口武胜路一巷子旧书摊
上“打捞”回来。没有想到今日无事在家翻闲书时
才被我发现。

相逢是缘，真是有缘，不在早晚，终会相逢，只
是需要时间沉淀。现在人们多崇尚时尚之物，而
耻于收藏旧物故件，更不屑说，带不来任何快感，
甚至泛着霉气残卷的旧书刊了。我之所以还爱恋
着这些旧书，一如人们视我为早步入老年世界了，
而他们却不知往日的旧书报，记录了多少岁月的
沧桑，散发着曾经浓郁的书香，真的值得我们去珍
藏啊。

淘书奇遇
○ 莫之军

前几天，朋友说《半生缘》是部好剧，值
得一看。我一般是不看电视的，一想到由张
爱玲的长篇小说改编，还是来了兴致。这部
电视剧最精彩的当然是沈世钧和顾曼桢的
爱情故事。古往今来，最经典的爱情往往是
悲剧，《半生缘》也不例外。正因为是悲剧，
才更让人惊心动魄，荡气回肠。

曼桢对世钧的爱情也许是从整理箱子
开始的。那时候，世钧寄住在叔惠家里，准
备回南京看望母亲。曼桢以送点心的名义
来到叔惠家里，还被叔惠母亲误认为是叔惠
的女朋友。曼桢看到世钧箱子里面乱七八糟
的，便笑道：“我来给你理一理。不要让你家
里人说你连箱子都不会理，更不放心让你一
个人在外面了。”看着他的衬衫领带和袜子一
样一样经过她的手，他有一种异样的感觉。

从南京回来，世钧第一时间是想回到厂
里去，这样可以早一点看到曼桢。街道上，
两人一边走一边说着话，世钧忽然站住了，
道一声：“曼桢！”眼神里现出为难的样子。
曼桢忙问：“怎么了？世钧又不作声了。一
连串的各种灾难在她脑子里一闪：他家里出
了什么事了，他要辞职不干了，家里给他订
了婚了，他爱上一个什么人了？担心之情溢
于言表。

有时候，爱情就是这样，既让人尴尬，又
让人担心。

面对曼桢的着急，世钧顿了一顿：“曼
桢，我有话对你说。”虽没说出来，但答案他
们彼此是知道的，彼此是开心快乐的。然后

便是到曼桢家里，两人一起逛马路，爱情在
两个年轻人心中天高云淡地扩展开来。

如果世钧没有因家庭变故而辞职回南
京，如果没有曼璐的自私和疯狂，世钧和曼
桢也许可以在一起。偏偏造化弄人，世钧为
了父母，不得不从上海辞职，回家经营父亲
的生意。母亲为曼璐传“妈妈经”，希望借别
人的肚子生个孩子，好拴住祝鸿才的心。曼
璐想到了自己的妹妹，一来是鸿才看中的，
二来到底是自己的妹妹，容易控制。摊上这
样一个姐姐，注定了曼桢一生的悲剧命运，
注定了曼桢和世钧只有半生缘。

电视剧刚过半，结局就已经出来了，一
个情感正常的人是不忍再看下去的。不忍
看着一个聪明漂亮、勤奋工作、坚强独立、眷
顾家庭的好女子在姐姐和母亲等人的合谋
下让一个好色、低俗、无聊的投机商人糟蹋。

世钧到上海去找曼桢，却被告知曼桢和
张豫瑾已经结婚。在痛苦和失望中，世钧娶了
彼此并不相爱的翠芝。就这样，一个人的痛苦
变成了两个人的痛苦，甚至是三个人的痛苦。

在上海碰到豫瑾后，曼桢又想到了世
钧。原以为痛苦久已钝化，其实那痛苦已经是
她身体里面唯一有生命力的东西，永远是新鲜
强烈的，一发作起来就不给她片刻的休息。

在她心中，除了世钧，还能装下谁？
有一次，弟弟杰民告诉曼桢，世钧到他

们银行去了。她又想起了世钧。想到他，就
使她想起她自己年轻的时候。那时候她天
天晚上去教书，世钧送她去，也就是这样在

马路上走着。那两个人仿佛离她这样近，只
要伸出手去就可以碰到，有时候觉得那风吹
着他们的衣角，就飘拂到她身上来。仿佛就
在她身边，但是中间已经隔着一重山了。

伴着缓慢的背景音乐，看着上海滩的人
来人往，让人不知不觉泪流满面。

张爱玲是残忍的，编剧是残忍的，导演也
是残忍的，两个相爱的人只能再次擦肩而过。

有情人即使不能成为眷属，终有见面的
一天。这一天，是在初次认识十八年后。

重逢的情景不知想过多少回，等到真发
生了，跟想的完全不一样，说不上来的不是
味儿，心里老是恍恍惚惚的。在饭馆里，世
钧眼睛里一阵刺痛，似有眼泪，喉咙也堵住
了。他不由自主地盯着她看。她的嘴唇在
颤抖，声音也在颤抖。半晌方道：“世钧，我
们回不去了。”

简简单单一句话，饱含多少辛酸和无
奈。相爱本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幸福，搁在
这，却只剩无奈和怅惘。再次重逢，早已物
是人非，即使相爱又如何？也许真的应验了
那句相见不如怀念。

张爱玲用冷峻的文字告诉人们，这就是
现实，这就是宿命。即便如此，世钧和曼桢
彼此的爱意依然弥漫在彼此心中。

还是来回味一下曼桢那封未完的情书
吧，“世钧，我要你知道，这世界上有一个人
是永远等着你的，不管是什么时候，不管在
什么地方，反正你知道，总有这么个人。”短
短几句话，注定了他们一生的彼此思念。

半生缘一世情
——观看电视剧《半生缘》有感

○ 张学华

8月 1日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纪念
日。在我的藏品中，和军人有关的有 2
件：军用水壶和子弹壳坦克。它们曾经是
我父亲和侄儿的心爱之物，现在均被我悉
心收藏。

有八一标志的军用水壶。父亲出生于
1942年，18岁参军，扛过枪、修过路、运过
粮。退伍后回到我们当地供销社工作。从
我记事起，这把带有八一标志的绿色军用水
壶就跟父亲形影不离。小时候我家人口多，
经济拮据，父亲工作之余还会去找点零工
做，一般都是做苦力活。每次去做事之前，
父亲都会把水壶灌满凉开水，拧紧盖，颈上

搭条毛巾，背起水壶就出门了。
父亲很爱惜水壶，经常擦拭，轻拿轻放，

用了几十年，水壶还完好无损，除了表面的
漆有些脱落。这把水壶为铝质，高 20厘
米，宽13厘米，木塞式盖，壶身上配有帆布
带，可以背在身上。壶的正面绘制一黄色
的五角星，中间红底上有金黄色的“八一”
字样。水壶质朴，结实，它陪伴着父亲走过
了青壮年、中年、老年，父亲去世后，我把水
壶收藏了起来，看到水壶，就像看到了父
亲，倍感亲切。

子弹壳焊接的坦克。侄儿大学毕业后，
于2013年当了兵。爱好文学的他，在紧张

的训练之余，还拿起笔写起了消息、通讯，并
发给我看。他按照我的建议进行修改后，稿
件很快见报了，侄儿很高兴，写作的积极性
高涨。回来探亲的时候，送了一个子弹壳坦
克给我。这个"坦克"色泽金黄，车体、履带、
坦克炮等都是用子弹壳做的，非常精致。侄
儿说，子弹壳是他从打靶场上捡的，由于没
有现成的坦克样品做模型，做时遇到了很多
困难，用什么胶水，如何粘连焊接都让他绞
尽脑汁，反复试验了十几次才成功。

我收藏的这几件藏品都很普通，值不了
多少钱，但意义非凡。它们是亲人的军旅见
证，值得我永远收藏。

藏品见证军旅情
○ 刘桂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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