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次近距离的接触了阴山，从
前都只是在旅途中远观，惊叹于它的
拔地而起，悠远与苍茫，而这一次的入
山、登顶却成为了我生命中浓墨重彩
的一笔。

当同行的小伙伴儿说起阴山里的
阿贵庙时，我脑子里并没有什么概念，
只是一个劲儿的在胡思乱想。到底是
一个什么样的寺庙呢？是“曲径通幽
处，禅房花木深”，还是“弄石临溪坐，
寻花绕寺行”呢？内心还在浮想联翩，
却在不知不觉中一点靠近，蜿蜒曲折
的小路与巍峨高耸的山脉形成了鲜明
的对比。只知道山高路远，到头来却
是山重水复、柳暗花明，渐渐驶入阴山
深处，才开始慢慢的与世隔绝。

千呼万唤始出来，这座深山里的
的庙宇并没有想象中的恢弘，年代久

远的寺庙随着时间的流逝，越发的像
一个垂垂暮年的老者，就静静的坐在
那里，等待着一众善男信女来瞻仰其
尊容。阿贵庙为藏传佛教宁玛派（红
教）佛寺，宗教为这座阴山古刹披上了
一层神秘的面纱。

到时已经是黄昏时分，日暮斜阳，
白塔身后的光芒万丈温暖却不刺眼，
落落余晖散落在各处，照耀着芸芸众
生，无处不在的菩萨，在山谷里洒满了
六字真言。山体上镌刻的经文不知道
诉说着谁的过往，迎风飞舞的经幡又
在不经意间倾听了多少的无可奈何。

“阿贵”为蒙语意为“山洞”，寺庙
后山的半山腰上就有一个喇嘛洞，我
惊异于信仰的力量，何以能支撑人跨
过一切艰难险阻，摒弃一切杂念潜心
修行。现如今，通往山洞的路上早已

修好了整齐的台阶，假如时光倒退，只
有山峦崎岖，荆棘遍野，根本没有路通
往这里，那么，第一个在此修行的僧
人，该是有着多么崇高坚定的信仰才
能做到如此心无挂碍、步步生莲呢？

每走一步，我都要回头望一望，看
看身后的风景和前仆后继的众人。闭
上双眼，深吸一口气，自由像风一样，
人心洁净安详。梵音，白云，藏香，红
衣，梦魇。静修止，动修观。跏趺一
座，入禅出定，早已是千山万水，千年
万年。

来之前，我经历了很多风波，总有
一些琐事萦绕于心，不停的在寻找答
案和是非对错。来到这里，想要寻找
答案，在内心叩问这里的一草一木、一
砖一瓦，最后却发现人生并没有什么
正解，心胸豁然开朗，他强由他强，清

风拂山岗；他横由他横，明月照大江。
慢慢地也开始理解那么多古刹为

何建于深山之中，虽说大隐隐于市，可
置身“市”外，远离颠倒梦想，放下执
念，又何尝不是一种超脱。尘世间有
太多的不可说，可是除了生死，又有哪
一件不是闲事呢？

探寻阿贵庙的旅程就这样结束，
所有的问题都有了答案，似乎又都没
有，谁知道呢。

第二天到来的时候，只知道即将
开始的旅程是徒步，但没想到是登山，
攀登阴山，主办方选择了一条相对安
全的路线，可事后想想还是觉得后
怕。这里的登山没有一级一级的台
阶，没有轿夫，只有石头，除了石头还
是石头，需要攀爬，需要体力，需要勇
气，这或许才是真正的登山。

第一次近距离的接触阴山，所有
的一切的一切，都是那么的与众不同，
历经了千百年的雨雪风霜的打磨，阴
山显得愈发刚毅，不怒自威，仿佛每一
块石头上都写着刚正不阿。我无法想
象千百年前的游牧与农耕在这里上演
着怎样的恩怨纠葛，也不愿意去评判
功过是非。

开始攀登的时候，脑子里一片空
白，每走一步，都是小心翼翼，生怕一
个不小心就会跌倒，通往山顶，看似有
路，其实无路，只能摸索着前进，这一
刻还在庆幸这个地方好走，下一刻就
要鼓足勇气跨过所有的障碍。

问世间是否此山最高，却道一山
更比一山高，这里容不下凄凄惨惨戚
戚，所有的矫情都化为了泡影。前路
越是凶险征服的欲望就越是强烈，就

越是坚定了前行的信心。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我像一个

傻子一样对着天地、对着远方呐喊，那
一刻我只想发泄，直到所有的愤怒和
怨气都化为了汗水随风而去，终于觉
得轻松了许多。每走一步都在试探，
乱石的阻隔，荒草的羁绊，都为登顶之
路埋下了伏笔，似乎没有了蜿蜒曲折
也就没有了前行的意义。走走停停，
总以为快要登顶，到头来却发现永远
都和山顶差着不远的距离，汗流浃背，
凌乱的发型，险些被刮破的衣服.......被
自己弄得啼笑皆非，沉思过后继续前
行，即便已经到了高处却依然觉得心
有不甘，所有的一切就在这一刻戛然
而止，留一些遗憾在此。上山容易下
山难，穿越阴山之旅就这样结束，在这
里留下了烦恼，收获了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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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熟知，公交运营管理体
系中，安全为最重要，为提升驾
驶员安全驾车意识，保证乘客的
生命安全，保障公交公司的运营
工作有序平稳运行，我公司不定
期对驾驶员进行深入的安全培
训以及广泛的安全教育宣传，要
求驾驶员在运行中做好“三稳”
工作，熟练掌握运行“三稳”的操
作要领，要做到有预见性的采取

制动，不踩急刹车，注意油离配
合，转弯时要控制车速，不能猛
打方向，把“三稳”这项工作在运
行中当成重点工作来抓，平时在
各站点、路口和主要路段进行检
查指导。

1.起步稳：要求驾驶员起步
时，通过后视镜仔细观察周围运
行环境，慢加油门，使车辆平稳
起步，避免因观察不仔细而使用

急刹车。
2.停靠稳：进站前 20 米，要

求驾驶员对周围运行环境仔细
观察，并减速到 15KM/H 以下，
提前开启转向灯，依次变更车
道，不允许连续变更两条车道，
使用制动时应轻抬缓踩，避免进
站车速快而使用急刹车。

3.运行稳：要求驾驶员在运
行中要匀速行驶，特别是在市区

运行时，不能猛转弯，随意变更
车道，过路口要提前减速慢行，
速度控制在40KM/H以下，并按
照交通信号灯通行，避免驾驶员
因赶、抢信号灯而使用急刹车，
行驶中要与前车保持大于 6 米
的安全车距，避免因车距保持不
当而使用急刹车，运行中严禁驾
驶员开野蛮车、斗气车，更不允
许超速行驶。

所谓“安全”，按照《辞海》的
解释，就是平安、保全，它既包含
了人的生命财产不受威胁的客
观状态，也包含着认为维持这种
状态所做的主观努力。

日常生活中，保护自己是一
种意识，安全更是要牢记在心，
才能落实到行动上，把生活中的
好像、大概、几乎、将近、可能等
差不多的思想都杜绝掉。所谓
安全无小事，只有在每一次选择

时选择更安全更稳定的方式才
能逐渐习惯这种思维方式。

以我们公司的主营项目来
说，便是最好的例子，我们的驾驶
员在日常生活中，开着私家车带
着家人时和开我们的公交车时就
应该保持着一样的心态和状态。
保障好身边的每一个人，不管乘
车的是亲人还是客人都拿出最好
的驾驶技术，变道时的多一个眼
神，停车时的多一份稳重都能将

自己的“安全”分享给他人。
同时，安全也来自责任，所谓

责任就是做好自己份内应做的
事，履行好自己的职责和义务，将
自己的工作做好、干好，不论是社
会的工作岗位，还是在家中所承
担的角色都要让责任落实到细节
之中，尽职尽责完成任务。

安全规章是用血的教训编
写的，不论什么样的安全事故，
深究其责都是在做事过程中没

有严格要求自己，或违规违纪所
致，每项工作都有它固有的工作
程序，不按规章制度办事，就必
然要出乱子。我们不缺乏聪明
才智，也不缺乏规章制度，缺的
就是对规章制度“精细”的执着
和执行力！安全是一种经验，所
经历的每一件事都能总结出不
同的教训，日积月累下来变成我
们的制度，用制度保障安全，用
经验告诫后人。

扬沙天，早晨起来，家里就
有一股让人难以呼吸的感觉，从
窗外望去，灰蒙蒙一片，好像没
有天亮一样。

当吃完早饭走出家门，鼻子
中吸入的不再是那清新的空气，

而是让人难以忍受的味道，我加
快了去单位的步伐。

平日我留恋的公园，美丽不
再，被披上了一件灰大衣，天空
中叽叽喳喳报晓的鸟儿失去了
踪影，道路两旁的大树也失去了

活力，不再迎风舞动，路上行驶
的小汽车，也是点点瘢痕，街上
的人们明显少了很多，有的也都
带起了口罩。

一个人走在路上，不经意
间想，如果世界一直这个样子，

那生活就失去了色彩，生活多么
暗淡。所以我们还是要重视环
境保护，增强环保意识从我们每
一个人做起，我们才会有阳光灿
烂的每一天。我呼吁：“保护环
境，从我做起”

他（她）们总是开着车重复着同一条路线
风吹雨打，寒冬酷暑

有谁？可以和他（她）们一样！
请不要埋怨他（她）们不和你交谈

尤其是开车的时候
因为你的一句攀谈有可能会导致一车人发生意外

请不要埋怨他（她）们的沉默
试问：你是一名公交车驾驶员，你会在开车的情况下让自己分心么？

答案是不会，因为你的一个不留神也许都会导致恶劣的后果
请不要埋怨他（她）们的“无情”

不可能为了你一个乘客离车有段距离就停在站牌那里等你
车上坐的人都在赶时间

请不要埋怨他（她）们给你“白眼”
难道你不知道这是无人售票车？要主动给老弱病残及孕妇让座？

玩世不恭的态度不会换来人们对你的赞许！
请不要埋怨他（她）们对你的训斥

难道你能穿得起名牌翻遍所有口袋就找不出一张车票钱？
让他（她）们回去被领导批评？

试问：就算你喜欢干这行，但时间长了难免会厌烦吧？
难道他（她）们就不想回家陪陪家人？

他（她）们起早摸黑不就是想挣点钱养家糊口嘛？
他（她）们高尚的品德令人敬仰
他（她）们无畏的精神令人敬佩

他（她）无私的灵魂更受万人瞩目
这一生，难免会有值得我们称赞的人，

我敢说，
公交车驾驶员肯定是其中的佼佼者，在此献上我深深的敬意。

向全体驾驶员致敬！

运行“三稳”管理措施

文/东康公司 陈子真

平凡岗位的坚守与奉献

让安全走进生活

一个企业的良性发展，离
不开安全生产，为什么说一岗双
责，明确主体责任制，很多时候，
我们的企业或个人在固性思维
中有一个很大的误区，安全是一
个组织、部门又或者是一个人的
事情，人有穷尽时，单靠组织或
个人很难做到面面俱到。

安全生产在基础，在一线，
许多的风险隐患是看不到的，只

有在实际操作过程中才能发现，
要说消除人的不安全因素和物
的不安全状态，就要全员共同努
力，做到齐抓共管，一岗双责，在
生产过程当中注重安全，了解隐
患风险点，对存在的隐患及时进
行整改，避免事故发生。

国务院批转劳动部《关于认
真落实生产责任制的意见》一文
中明确提出：“管生产必须管安

全 谁主管谁负责”，责任层层分
解，明确细化到人；这一要求阐
述了“金字塔结构”的原理，将总
体目标或任务经过逐层分解、细
化，直至明确到个人。南京是六
朝古都，其著名景点有个明代城
墙，城墙上的每块砖，都是有刻
字的，还会把烧砖人的名字刻上
去。刻上去的作用，就是风险和
责任对等，如果你烧的砖的质量

不行，最后可以追溯到烧砖人，
就要对其进行处罚。

所以说安全关乎每个人，化
解重大风险的重点在基层，我们
必须要认识到基层就是一线，是
实施者、操作者，坚持层级环抓，
实现层层落实，夯实基础，为我
们共同的安全目标添砖加瓦。

生产你我他 安全靠大家

文/服务公司 钱宇

扬 沙

文/广告公司 袁丽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