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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平顶山银行的故事”
征文

作为一个和平顶山银行相识5
年的男人来说，仿佛是和一个姑娘
谈了5年恋爱，久处之后越来越心动。

初印象：服务贴心，言语舒心
认识她纯属巧合。那一年刚

回平顶山，在一家国企上班，临近
年关，家中老母电联告知春节期间
需要兑换点新币做“压岁钱”。可
我平常没有时间去银行，只能等到
周日。那天，我沿着市区开源路和
建设路一路寻来，有的银行说现金
都兑换完了，有的说今天的现金没
法兑换，一家家的银行走来，我的
心情越发低落。

当走到电子时代广场时，在对
面看到一家平顶山银行，不甘心的
我决定再去尝试一下。到了银行，
我害怕他们嫌少不兑换，张嘴就说

了大额。大堂经理去核实了一下，
跟我解释说：“新币今天已经兑换
不少了，目前只剩下几百元，还有
一些零币，五元十元的多一些，您
看用零币如何？”

没想到这家银行服务如此贴
心，为客户考虑周全，我瞬间觉得
不好意思了，我轻声问，我兑换不
了那么多，我不是你们银行客户也
能兑换吗？大堂经理说没问题，兑
换多少都可以，并亲自带我去窗口
兑换。我拿着一叠新币，走出大
厅，对她的初印象相当棒！

再印象：真心为民，关心客户
“姨，您这真不行，您还是跟家

里商量一下吧！”“我的钱，我想咋
使就咋使，你管我咋用……”

一个周末，我在一家平顶山银
行办理现金业务，听到一个穿着工
装的女士和一个上年龄阿姨的对
话，细听之后才知道，原来这个阿
姨要从银行取10万元钱，说最近小
区有人在卖一种效果特别好的药，
她要赶快去买，晚了人家就走了。
女士细问之后赶快劝阻，谁知阿姨
并不领情。

女士依然在劝阻阿姨和家人
商量，药如果真好用，再买也不
迟。最后阿姨想了想，也理解了这
位姑娘的好意，没取钱走了。这样

一个对客户负责任的员工又一次
让我刮目相看。

终印象：银行如家，温暖有爱
听说平顶山银行能代缴电费，

那天我去缴了100元电费。来到银
行，取号、排队、查余额、验钞、签字
等业务一气呵成，平顶山银行柜员
规范的操作动作，严谨的工作态
度，热情的服务，对我办理的小额

业务没有丝毫的厌烦。随后，大堂
经理指导我下载了手机银行客户
端，并反复教我。

平顶山银行用细节和贴心的
服务一点一滴打动着鹰城人民的
心，她不仅仅只是一家商业银行，
她更是一家有温度、有爱心，让客
户如沐春风的银行！

(杨佳佳)

我 眼 里 的 她

●谈经历：
小时候喜爱看书

记者：您是如何喜欢上儿童文
学创作的？

秦文君：我在小时候就很喜爱
看书，一有空就跑到附近的少儿图
书馆借书，一次只能借一本。借了
书就跑到不远处的小公园看，看完
马上又跑到图书馆借。阅读对我
很有帮助，我不仅学到了许多课本
外的知识，作文水平也大有提高。
小学四年级时，我开始投稿，不过
都被退了回来。

记者：被退稿会影响到你写作
的劲头吗？

秦文君：没有。当时退稿时编
辑老师还给我写了信，鼓励我要继
续写作。

记者：当时您初中毕业就没再
继续读书了，为什么？

秦文君：那时候正赶上知青上
山下乡，我初中毕业就下乡到黑
龙江当了林业工人。因为当地缺
老师，我就被派去当老师了。我
发现自己越来越喜欢这份工作，
喜欢孩子的纯真与无邪，我就把
这些孩子的生活学习写进日记。
那时我也常常投稿，可收到的只有
退稿信。

1979年，我回到上海上班。当
时每天上下班要经过一所学校，看
到孩子们放学离开，我觉得心里像
失去了什么似的。我把自己的感
受写成一篇文章投了稿，没想到发
表了，编辑还夸奖我：“你的这篇儿
童文学稿子写得很好！”

那是我第一次感觉儿童文学
离自己那么近，就开始写想象中的
儿童文学。我第二次投稿是给上
海少儿出版社，没想到发表了，我
也正式调入出版社工作，走上了写
作的道路。

●谈阅读和写作：
阅读是写作之母

记者：在您看来，阅读对孩子
意味着什么？

秦文君：阅读对一个人的心灵
成长非常重要。我曾经说过，爱阅
读的孩子潜力是不可估量的。现
在的孩子很聪明，但是缺少一种能
安静下来、沉下心来的毅力，大多
数比较浮躁、坐不住。他们所接触
的视听方面的内容可能更多一点，
但是对于要通过思考，用文字表达
出来会有畏难情绪。现在电子产
品丰富，娱乐项目众多，要想让孩
子自发地去喜欢阅读比较难，因此
孩子的阅读习惯必须要经过培
养。家长和老师要让孩子对书产
生情感，然后再慢慢养成阅读习
惯。阅读能让孩子从浮躁中静下
心来，内心更有定力。

记者：您小时候喜欢读什么
书？

秦文君：那时候我爱读的是当
时上海的工人作家胡万春的小说
《骨肉》《过年》，很多段落都能背
诵。有一次，我问胡万春：“我能
不能成为作家？”胡万春告诉我：

“只要努力学习，多思考、勤练
习，你也可以成为作家。”胡万春
的书主要是写关于小孩子的事，
那些书中的内容也与我的经历
有关。

记者：对孩子们来说，是否只
适合读童书？

秦文君：孩子未必只适合读童
书，童书也未必只适合孩子们来
读。

有些人可能认为儿童作品很
简单，因为书中的主人公一般都是
动物、小孩子，看上去很简单，但实
际上并不简单，只是童书的表达方
式让人感觉单纯有趣而已。童书
书写的是全人类的情感、人性的感
受，是来自于作者内心深处的声
音。儿童文学也是一部百科全
书。就孩子来说，一般的孩子一岁
开始听故事看图画书，三五岁开始
复述故事，六七岁开始自主阅读。
但是有的孩子阅读能力特别强，三
四岁就能看故事书，六七岁就开始
看长篇小说。不过，我认为，孩子
一开始还是要看点童话类有趣的
东西，然后慢慢升级。

阅读是一场马拉松，不一定第

一个开跑就一定跑在最前面，它贵
在坚持，不断的升级深化，总有一
天会达到理想的状态。

记者：阅读和写作之间是什么
样的关系？

秦文君：在我的眼里，写作像
造房子，需要打基础，阅读就是打
基础。有了大量的阅读作基础，才
可能根据生活的经历、想象力和创
造力，去盖好写作这座大房子。可
以说阅读是写作之母。

记者：您出了那么多书，这些
书也陪伴了几代人的成长。应该
说，您对读者的口味变化应该是非
常了解的，在您看来，80后、90后、
00后读者，他们对童书的阅读需求
有什么变化？

秦文君：作品要写得多姿多
彩，是多数儿童作家需要面对的难
题，为了吸引住孩子，作家的确需
要在文本上多作探索。但是，我们
也要看到，就算是同样一本书，不
同的孩子接收到的信息差别也很
大，关注的点也不一样。但是，一
代代孩子之间，是有共性存在的。
孩子在成长过程中，需要被认可，
需要文学作品中有他们的生活、他
们的幻想，有关于爱、勇敢、道义、
趣味、想象力，这都是儿童作品里
不可或缺的元素。

一部好的作品应该具有广泛
涵义，能够满足不同年龄、不同人
群的需求。不同时代的文学作品
的确会有改变，但它们的改变不会
像科技一样日新月异，而是一个缓
慢的过程。

记者：您写了那么多的儿童文
学方面的书，有没有觉得累或者烦
的时候？

秦文君：不会的，我现在是专
业的作家了。我的第一本书写了
8年，当时心里有画面，但写出来
并不满意。创作一开始都是很难
的，是通过勤学苦练才走出来的。
你所创作的东西必须是最能表达
你艺术追求的东西，不然每天写，
你也会没兴趣的。我曾经在一个
多月的时间里写过一部十多万字
的长篇小说，当时整天待在房间里
不出来，也不觉得累和苦，反倒觉
得挺快乐的。

●支招写作文：
要走心地去阅读

记者：对于大多数学生来说，
写作文是很头疼的一件事，这方面
您有什么建议和秘诀吗？

秦文君：这确实是很多学生
和家长关注的问题。一个孩子作
文写得好很重要，这说明他心里
有东西，看事物能抓住主要的方
面。

我的女儿在刚开始写作文时
也写不好，主要还是读书太少了。
她三年级开始写作文，一次老师让
写300字的春游，可她当时只写了
100多字。于是她想了一个办法，
凑字，故意把一句话拉长，像“今天
春游真快乐啊”这句话，她写成“今
天春游真快乐啊，真啊真快乐”。
发现这种情况后，我用了很多办法

让她爱上阅读。后来她慢慢地从
阅读中找到了乐趣，这非常重要。
孩子读书时一定要找到阅读的
乐趣，有了乐趣才能坚持继续读
下去。后来我女儿到小学毕业
时读了 200 本书，中学继续大量
阅读，老师都叫她“会移动的图书
馆”。

阅读的好处太多了。阅读能
让一个孩子学会安静，而静能生智
慧。阅读会让语言更丰富，语言丰
富了，孩子写作起来就不会再头疼
了。好的书里有很多哲理和艺术
的光芒，会让孩子从书中发现美，
能锻炼孩子的思考、思维等方面的
能力。

写作文其实是有门道的，但这
些门道如果不靠大量阅读和琢磨，
你可能进不去，最主要的捷径之
一，就是要走心地去大量阅读。

当然，在关键的时候，也需要
老师来指点一下，但要注意，启蒙
老师一定要选好，如果老师要求很
高，不了解孩子的内心，会把孩子
吓住。有这样一个例子：一个小朋
友想写爸爸抽烟不好，于是写了一
个句子：“回家之后，看见家里烟雾
腾腾、伸手不见五指，一支香烟要
害死人。”如果放在我这里，我会觉
得，孩子开始写作用夸张的手法没
什么。但是他的老师说：“一支香
烟要害死人，你爸害死人啦？伸手
不见五指，你爸抽烟着火啦？”从
此，孩子写作就有了惧怕心理，老
师说是什么就是什么，完全失去了
自己的想象与表达能力。

秦文君：爱阅读的孩子有潜力
秦文君，女，1954年出生于上海，儿童文学作家、上海作协副主席，

出版作品600多万字。秦文君创作的《贾里贾梅》大系包括《男生贾里全
传》《贾里日记》《小鬼鲁智胜》《属于少年刘格诗的自白》《女生贾梅全传》

《贾梅日记》《小丫林晓梅》《花彩少女的事儿》等作品广受青少年读者喜
爱。其作品先后50余次获得国内外大奖、10余次被改编成影视剧，10多
篇作品被收入中小学语文课本，还有10多部作品发行到海外。

5月11日下午，秦文君应邀到我市新华区香山街小学举办阅读和写
作专题讲座。在繁忙之余，秦文君接受了本报记者的专访，讲述了她如
何从事文学创作及阅读、写作等方面的心得和感受。

□本报记者 王春生

秦文君（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