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东胜公司召开了安全例会，
会后我感触很深。为了让每位驾驶员
从思想上认识到工作情绪化给行车安
全带来的影响，公司副经理宋建文为全
体驾驶员培训了《反思15篇：工作情绪
化》。通过观看视频，了解了情绪因素

所引发的交通事故，危害极大。
对于公交驾驶员来讲，因情绪引发

的行为后果十分可怕，危害造成的人生、
经济损失惨烈。必须警惕情绪化驾驶的
危害性。宋经理详细解析驾驶员因情绪
因素对行车安全造成的影响，驾驶员们

也共同研究探讨了主观方面的情绪化，
此次培训对保障道路交通安全、防止交
通事故发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作为公交驾驶员，因心理素质给安
全行车带来的影响非同小可，所以驾驶
员需要具备较高的心理素质，及时注意

调整各种不佳状态下的心理因素，以保
持优良的驾驶情绪，不悲不喜，不急不
怒，不惊不慌等，时刻都要保持一颗平
常心状态，正确面对一切事物，保障安
全行车，高高兴兴出车，安安全全回家!
为公司赢造一个安全行车的良好氛围。

当海外疫情的数据仍在不断飙升

而我们的国家却捷报频传

此刻无数的爱国者

都想对世界呐喊：我是中国人

然后无比自豪地对伟大的祖国说一声

“感恩有你我的国”

当我们在新闻里看到无知和暴乱

不禁会想到疫情时候的我们

举国上下居家隔离

这是多么团结的社会和人民

请由衷地对祖国的每一个人说一声

“感恩有你我的同胞”

当疫情让无数人失业而没有了收入

我们却依然坚守在工作岗位

看着那些停产和破产的企业

我们应该感到知足懂得感恩

请发自内心地对公司说一声

“感恩有你我的天安”

当多少人眼看着与亲人永别却无能为力

我们应该庆幸还有父母妻儿的陪伴

请不要再为柴米油盐闹得不可开交

比起那些流落街头无家可归的人

请幸福满满地对亲人说一声

“感恩有你我的家”

此时此刻有多少人正与病魔战斗

而我们依然健康地生活

因为我们知道敬畏生命保护自己

也懂得爱国爱家爱他人

请坚强自信地对健壮的自己说一声

“感恩有你”

不知不觉中秋天已经来临，随之而
来的便是秋雨了。几日来，秋雨不歇，
绵绵不断，像极了三月间阴雨绵绵，润
泽大地，唤醒沉睡的万物，注入生长的
血液，让万物拱破泥土的压迫，在朦胧

惺忪里诞生。眼前的秋雨，小如针尖细
如牛毛，淅淅沥沥，悠闲的飘洒。只可
惜春早早地去了，现已是浅秋了。

然后，整整一个夏季，日复一日的
烈日炎炎，流光似火，高温炙热，千蒸万

烧般的桎梏。多想能下一场澈入心底
凉到心扉的大雨。然而天空瓦蓝无云，
不敢出门，盼望着大雨浇灭天之欲火，
洗涤尘世污垢，洗去高温炙热。

渐渐地，雨停了，只残留着一些滴

滴答答的雨声，我的思绪也只剩下丝丝
缕缕！在雨中，我知道“不以物喜，不以
己悲”。听一种声音，秋雨淅淅沥沥，将
烦恼散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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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绪行车影响大 安全反思要记牢

东胜公司备用驾驶员 马富生

感谢有你感谢有你

文·阿康公司 高宇

文·东康公司 苏梅

某一天，在睡梦中惊醒，细细回
味。朦胧中我是一株植物，陷入一片漆
黑，蜷缩着丝毫动弹不得，不知时日不
知年岁，静静的聆听虫鸣鸟叫、电闪雷
鸣的声音，渴望光明也好奇外面的世
界，所以突破外壳突破泥土。

我是一株玉米苗，身边有很多和我

长的一样的植物，我们一起长高，但是
需要的土地也越来越多，我们之间产生
了竞争，希望可以得到更多的养分。尤
其是我左边的“坏苗苗”总是踩我脚，都
给我踩麻了还抢我的营养，为了生存，
我只有越发的努力扎根！不出意外，我
最终获得了收获，不仅仅是因为自己的

努力，还有人工的灌溉与施肥。
然后不可思议的事情就是我又变

成了一株狗尾草，周围有很多的声音，
告诉我应该做什么怎么做，只有这样才
能得到他人的夸奖与肯定，也只有这样
才能实现自我的价值。紧紧跟随他人
的声音，生怕自己掉队，到最后仿佛我

已经不是狗尾草了，这时我同时梦见了
两个结局：第一种是我丢失了自我，第
二种是我蜕变了自我。

玉米或是狗尾草自己决定不了，可
以肯定的是我们要努力，努力的方向才
是决定自我价值的灯塔。

礼 物

文·天然气公司 李忠

在加入东胜公司之前，我对于公交
行业完全是一张白纸，所了解的东西很
浅显。但是经过这三个月的学习，尤其
是在线路上的学习，我才明白了四五百
名驾驶员管理方面的困难。我的业务
导师是分管安全的宋建文经理，要做好
一名安全主管，首要目标就是安全方面
的管控，如何能做到让事故发生的可能
性变小甚至为零。这就需要一定的社
会经验，首先要有一双慧眼，能够一眼
看出来哪个路段存在安全隐患，能够在
事故发生前将其扼杀在摇篮中。其次
要有一颗沉得住的心，从历年发生的事

故中找寻规律，找到驾驶员习惯性行
为，分析出事故发生的原因。最后，处
理事故的能力也必不可少，如何能让事
故赔偿降到最低，使公司整体的绩效提
升到最高。

在学习方面，这三个月，我无时
无刻不在督促自己要不断努力，不断
进取，努力完成自己手头的工作。我
深知：自己做的越多，就能成长的越
快。工作三个月时间，接触了不少人
和事，在为自己的成长欢呼鼓舞的同
时，我也明白自己尚有许多缺点需要
改正。尤其是自己对于事故这方面的

内容还没有很深的挖掘，找不到事故
分析的关键点。

最后，说说自己思想方面的成长和
未来的工作计划。来到天安集团，我所
体会到的不仅仅是成长，也有工作上的
压力。以管培生的身份进入公司的我，
愿意也应该去接受挑战，扛起这份压力
去发展自己。在未来一年的时间里，我
要先做好每个岗位的学习，尽量做到能
够在每个方面都独当一面，最终再根据
公司要求和自我的发展规划选择一个
契合自己的岗位。而目前面临的挑战
就是自己经验不足，知识储备量少，为

了尽快的成长，储备专业知识的同时我
不断翻阅记忆《道路交通安全法》、《驾
驶员星级考评细则》、《驾驶员星级管理
实施方案》等有关于安全方面的内容，
尽最大可能提升自己。

总而言之，作为一个尚入职不久的
新人，我只有踏踏实实做事，努力学习
行业知识，向同事们学习经验技巧，继
续以朝气蓬勃的精神发挥自己的聪明
才智，才能做到尽快独立完成一份工
作，为集团的发展建设添砖加瓦，贡献
自己的一份力量。

秋 雨

成长的心路历程

文·东胜公司 王宣

成 长

文·技术部 张萌

愿你的眼里有星辰大海也有芳草连天
愿你的心里有阳春白雪也有山花烂漫
愿你的梦里有诗和远方也有柴米油盐

如同天上的鸟儿，能够翱翔天际，也能饱经风霜
如同水里的鱼儿，能够波澜不惊，也能逆流而上
如同地上的花儿，能够沐浴阳光，也能扎根荒原

初秋一抹依然热烈的阳光，透过窗
帘的缝隙，在她脸上折射出别样的光
影，高挑的马尾，微闭的双眼，浓密的睫
毛似抖动的蝶翅，耳麦里应该是一首单

曲循环，车窗外掠过依然浓烈的风景，
天已经是那种很高远的蓝......望着公交
车上美丽的邻座女孩你微微一笑。

生活其实就是这样，让人产生巨

大动力的，往往是些细微的小事。被
雨敲湿的肩膀，熨烫平整的衬衣，阳
光打亮的微笑，凌晨六点的空气，母
亲说再见时的哽咽，爱人的一声叮

嘱。因为生活就是这些一件又一件的
小事，因为在乎，所以动容！因为热
爱，所以精彩！

一个合格的管理者应该有的四大
品质是：能看到问题，又能解决问题；有
理想；充满正能量；有担当！

首先，我们来说第一个管理者品
质：能看到问题，又能解决问题。这个
品质对于绝大部分人们来说是罕见的，
因为只有拥有了这个品质的人才可以
成为真正的管理者，是成为管理者必备
的关键因素。在日常工作中，我们可能
会面临这样那样的问题，有关于安全
的、有关于人的思想意识的、有关于操
作规程方面的、也有关于生活起居方面
的等等，我觉得这个品质应用在任何时
间节点和事件上都是可以的，能第一时
间发现存在的问题，并将问题处理的妥
当有条，这真是大部分从事管理或即将
开始从事管理行业的人们该去学习的，
即拥有了这个品质可以成就管理。

其次，我们来说第二个管理者品
质：有理想。我们每个人都会为自己设
定一个切合实际的目标，对，这个目标
基本可以看作是我们的理想，有一句话
说得好“为理想而奋斗终生”，不光光是

为了工作也为了未来的生活，作为 80
后的一代青年，生活在上有老下有小的
黄金时期，倍感工作带来的乐趣和薪水
回报，让我由衷的对企业的未来充满了
信心，因此，唯有我们始终坚持自己的
理想，一直走下去，不念过往不畏将来
的持续下去，我们才会源源不断的拥有
继续前进的动力。时代更新迭代地在
发展，我们必须坚持自己的理想和远大
抱负，为小家争光也为大国添彩。

再次，我们来说第三个管理者品
质：充满正能量。试想一下我们一大早
来上班的时候，被一个负能量的人指手
画脚，那么一天的心情也会相当糟糕，
从而影响工作成效。再者，人们常说

“人以类聚、物以群分”，人们还说“近朱
者赤、近墨者黑”，这些道理大家的心里
都懂，也明白的透彻。可随着工作环境
和周边一些人的影响，人的内心和思维
是会被潜移默化的，接下来人的肢体行
为会受大脑所左右，逐渐的被周边的环
境所感染，慢慢地将一个理性的人变得
不知所措，甚至是犯错。因此，我觉得

择友不光是要看清表面现象，更关键的
是要看清一个人内心的真实想法，再者
就是特别要关注这个人是否是具有正
能量的人，如果是请深交。同样，如果
是具有负能量的人每天与你斤斤计较，
故意找茬，那你的心情也会被他的负能
量所影响，带来的却是一堆垃圾破事
儿、一堆自相矛盾的问题，这样的工作
效率绝对是低下的。

最后，我们来说第四个管理者品
质：有担当。作为一名卓越的管理者，
在任何时候尤其是在遇到棘手问题的
时刻，更应该挺身而出、敢作敢为，为自
己尽责也为员工担当。作为公司的一
名中层管理者，我深知公司将员工交给
了我，不仅仅是资源的供给，更是在赋
予责任，责任就是对别人和自己负责。
因此，在日常工作中对待困难的时候，
最好的办法不是躲避，而是迎难而上。
很多的人在困难面前容易游移不定，他
们总是对别人说自己在思考解决的办
法，其实是在左右徘徊，优柔寡断，不敢
向前迈步，不断地纠结要不要换个方向

考虑一下，这样的领导风格无疑是一种
对工作的懈怠，对于下属执行层来说更
是不知所措，一头雾水，这样的工作状
况何谈业绩。其实，我们不必为困难纠
结太多的时间和精力，凡事都有困难之
时，与其坐以待毙，不如当个赤手空拳
的勇者，去打开僵局。生命只有一次，
每一天都是现场直播，只有敢于担当，
困难就不再是困难，同时也能够塑造成
一个合格的管理者。

也许，跑马拉松的人最能体会坚持
的重要，他们知道一旦选择开始，就不能
够轻易放弃，现实并不是马拉松，马拉松
有明确的终点，现实没有。每个人的人
生里都有遗憾、都有缺陷，这样才配叫完
美的人生。人生辛苦，困境重重，谁都有
过放弃的念头，谁都想换一种更轻松的
生活，但要明白换来的未必轻松，放弃的
可能是最好的。想要放弃的时候，想想
自己当初选择的理由，永不言败，不要轻
言放弃，当鸣锣开场的戏剧，你身在其
中，就算不是主角，也要演到最后！

浅谈管理

文·服务公司 刘欢

随 笔

文·东康公司 高兰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