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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东康公司 郭军

五月是劳动者的节日，我们应
该致敬五月，致敬众多奋斗在一线
辛勤付出的劳动者。作为综合服
务公司的一员，我们的职责就是服
务于一线人员（驾驶员），让他们能
更好的服务百姓，方便市民出行。

“提升服务、不断完善服务”是综合
服务公司每位员工的基本职责。
在这个特殊的月份里，我们在杨家
渠场站设置了驾驶员休息室，在条

件有限的前提下增设了沙发、茶几
等，让驾驶员在等待车辆维修的过
程中可以有一口热水喝并有个休
息的地方。随着各方面条件的逐
步完善，今后我们将在休息室增设
更多的设施设备，让驾驶员同仁们
在这里能够享受到更多细节化的
服务。

综合服务公司今后也将在提
供后勤保障服务的同时，逐步完善

和提升公司的人文关怀服务功能。
再者，注重细节化服务也是我们综
合服务公司始终贯彻的一项具体
工作举措。例如，增设场站太阳能
限速标志就是我们基于“注重安全
隐患 防患于未然”而在五月份展
开的一项细节化服务工作。太阳
能限速标志的设置可以有效提醒
辛勤劳累一天的驾驶员同仁们在
收车进入场站时降低行车速度，避

免给场站内的人员和车辆造成安
全隐患。

五月是特殊的，也是忙碌的，
作为公交人，我们只有不断的提升
服务，完善服务细节，才能更好更
优的做好我们的本职工作，这也是
我们综合服务公司致敬五月的一
种别样方式。

5月22日微博热搜突然被“袁隆
平逝世”、“袁隆平因病去世”的噩耗
承包，网上热议不止，甚至各大外媒
也纷纷表示悼念，人们一边痛骂新
闻媒体胡乱报道，不相信袁老已经
陨落，一边全网哀悼、惋惜。袁隆平
究竟有什么魔力？他的逝世竟让世
界瞩目、全民扼腕叹息。

曾有人说“除了袁隆平爷爷没
人能说我胖，因为我吃他的大米
了。”这句话可不全是玩笑话，他研
究的杂交水稻解决了世界1/5人口
的温饱问题，可以毫不夸张的说正
是袁隆平院士的杂交水稻养活了
中国人，帮中国人把饭碗牢牢的掌

握在自己手中。
袁隆平院士是杂交水稻研究

领域的开创者与领头人，他毕业于
西南农学院农学系，当时新中国刚
成立，百废待兴，而需要攻克的第
一道难关便是“饥荒”，他立志用农
业科学技术击败饥饿威胁，开始从
事杂交水稻的试验，开始了他“杂
交水稻之父”的成长之路。

1960 年 7 月，他在农校试验田
中意外发现一株特殊性状的水
稻。他利用该株水稻试种，尝试产
生杂交品种，结果证明了那个"鹤
立鸡群"的植株，是"天然杂交稻"。
经过自然灾害与人为破坏的洗礼，

终究满载而归，2020年底杂交水稻
双季亩产突破1500公斤。

这位从稻田里走出的院士、当
代农神，60多年来始终扎根农业的
第一线辛勤耕耘，在他热爱的这边
土地上上交着一份满意的答卷，他
运用自己所学的知识击败了饥饿，
为人民带来了金色的收获。他的
成就不仅让中国人民填饱了肚子，
更让世界瞩目，他被联合国粮农组
织聘请为国际上发展杂交水稻的
首席顾问，30次赴国际水稻所开展
合作研究和技术交流，10多次赴印
度、越南、缅甸、菲律宾、孟加拉等
国指导发展杂交水稻。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先后在境内外举办了50
余期杂交水稻国际培训班，培训了
来自 40 多个发展中国家约 2000 名
政府官员和农技专家。

袁隆平院士留给我们的不仅
是杂交水稻的技术，更是不断创
新、永不懈怠的工作热忱与爱国情
怀，他始终牢记自己“让所有人远
离饥饿”的奋斗目标，年过九旬依
然扎根田间，钻研杂交水稻技术，
让我们把饭碗牢牢把握在自己手
中，向我们诠释了国士的责任和担
当，谢谢你曾经来过。

文/综合服务公司 王磊

从明天开始，做一个幸福的
人。把心中积郁的烦闷统统碾碎，
我不需要面具和虚伪。无论对或
者不对，都不再沉湎黑暗。那些被
风吹起的日子里，我可以裙袂飘
飘，松开如丝长发，让它如月光轻
洒，只是为了完成与自己的对话，
因着风而轻扬。

幸福的明天就是，一觉醒来，
旁边有一杯暖暖的油茶水，泥土的
清香夹杂着淡淡的鸟语花香，扑面

而来。然后，当夏天从我的身边呼
啸而过的时候，我那些无知的年纪
也与我背道而驰，这样就可以享受
炽烈的、热情的秋天了。我们可以
跟树说早安，可以跟蚂蚁问好，也
可以和狗狗一起锻炼，多惬意呀！
从明天起，仔细聆听一朵花开的声
音，驻足欣赏落叶飘雪的倩影；从
明天起，每天多给父母一个拥抱，
多给朋友一个微笑；从明天起，为
每一个小小的梦想迈开步子，因每

一份浅浅的快乐心存感恩；从明天
起，不再等待幸福降临，而是擦亮
发现幸福的眼睛。

从明天起，不再莫名悲伤，不
再莫名哭泣。把每一份感动看的
更深些；把每一份伤痛看的更浅
些；把每一份幸福看的更大些；把
每一份挫折看的更小些，也许，我
改变不了世界上那些让我不如意
的一些人和一些事，但我却可以改
变我对这些人和这些事的态度。

于是，从 明天起，我便会更幸福。
从明天起，做一个幸福的人，也把
幸福给爱我的人，我爱的人。

从明天起，我要做一个真正幸
福的人，这个决定似乎无关世界、
无关国家、无关周围的人，但却离
不开他们，我决定从每秒，每分，每
个季节，从每一个笑容，每一个举
手投足之间，感受幸福。从明天开
始，做一个幸福的人。

文/广告公司 王慧

从明天开始，做个幸福的人

文/综合服务公司 王悦

国士无双

致敬五月

感恩父母

文/综合办 燕慧敏

在同一个世界里，生活的无聊
或有趣其实大抵相同，同样的一日
三餐，同样的工作忙碌，同样为各
种鸡毛蒜皮、柴米油盐的小事而苦
恼，同样有对当下的焦虑和对未来
的迷茫。唯一不同的是有一个有
趣的灵魂和一颗纯洁无瑕的心。
林语堂在《生活的艺术》中说：“一
般人不能领略这个尘世生活的乐
趣，那是因为他们不深爱人生，把
生活弄得平凡、刻板，而无聊。”当
我们对眼下的生活不满意，觉得生
活一成不变、枯燥乏味时，我们就
要想方设法改变现状，通过自己不
懈的努力，去创造理想的生活，到

那时会发现原来生活是如此的绚
丽多彩。因为生活让你变得如此
有趣，一个从来不会做饭的人学会
了做饭并且爱上了做饭，这就是乐
趣；挑战了以前不敢做的事，突然
发现原来并不难，久而久之，你会
发现，找到了自己真正热爱的，也
过上了自己喜欢的生活。

做喜欢的事，过有趣的生活。
喜欢之所以称之为喜欢，是因为它
能够让我们变得身心愉悦，就好比
一个喜欢花草的人来说，他们向往
的就是大自然那种春意盎然的感
觉，一天的快节奏工作结束后，回
到家看着院子里那些生机勃勃的

花儿在对他点头微笑，顿时卸下了
一天的疲惫，置身于大自然的怀抱
中，这便是热爱生活，对生活充满
了热情。

2021年5月22日13时07分，袁
隆平爷爷永远的离开了我们，而他
一直有两个梦，一个是禾下乘凉梦，
一个是杂交水稻覆盖全球梦。为了
这两个梦，袁隆平爷爷毕生都投身
杂交水稻事业。因为喜欢，所以热
爱，因为热爱，所以坚持。正是袁爷
爷的这份喜欢、这份坚持让粮食不
在短缺，让每个人都能吃饱饭。一
位网友说过，“西沉就不再升起，划
过天幕就不在回来，我们无法抵御

浪潮，但会永远记得灯塔。”我们要
节约粮食，让所有人远离饥饿，要感
恩现在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带着
袁爷爷的梦想继续奋斗。

做喜欢的事，过有趣的生活。
生活都是平淡无味的，就看我们每
个人如何操控它，快乐是一天，难
过也是一天，人生不如意十有八
九，但是我们放平心态，笑一笑也
没什么大不了。如果能把不喜欢的
事化为喜欢，并投身于这份喜欢，那
我们的生活将会多姿多彩。生活在
于人的一念之间，跟着自己的心走，
做自己想做的事，成为一个有趣的
人，过属于自己的有趣生活。

绘画《海纳百川》 作者：阿康公司 王乐

感恩是千年传承的民族文化
美德，是一种文明,是一种品德，是
幸福之道。拥有一颗感恩的心,我
们才懂得去孝敬父母。

人们常说父母在哪，家就在哪
里。在家庭里不论贫穷还是富有，
父母都倾其所有给子女。不要抱
怨，父母应该这样，应该那样，我们
都是站在他们的肩膀上看到了他
们没有看到的景色，因此也别忘
了，是父母给了我们生命与爱，把
我们哺育长大已经耗费了他们太

多太多的生命与精力。
时代不同，思想不同，接受的

教育不同，各自的经历不同，所以
我们与父母之间总有观点、想法不
同的地方。但是我们也好感恩父
母，不要嫌弃他们落后，埋怨他们
老土，多一些尊重、理解和沟通，再
多一些谦让与感恩。“谁言寸草心,
报得三春晖”，不少人受不了父母
的唠叨，甚至因为唠叨责怪父母，
其实这种唠叨又何尝不是爱。叮
嘱我们回家吃饭，唠叨我们天寒添

衣，只有真正爱你的人才会唠叨
你，父母绝不会去唠叨一个于让他
们无关的人。“羊有跪乳之恩，鸦有
反哺之义”，何况我们是有思想的
人类。

我们在城里生活，有好多为
了孝敬父母，把父母从农村接到
城里住，有部分儿媳关系紧张，
其实一个温馨的家庭，需要一颗
爱与感恩的心去创造。孝顺，就
是对父母好好说话。能够站在他
们的角度考虑，理解他们的不

安，安抚他们的焦虑。与父母说
话不要抱怨，不要意气用事给父
母添堵，要心平气和，言语上多
些体贴与感恩。有了理解就有了
感恩，有了感恩就会很好的相
处，那么幸福就在眼前。

“人能感动,就能幸福”,其实快
乐就在你的心田。从感谢父母做
起。在感恩父母的基础上,我们更
应该将感恩扩大为对朋友,社会及
单位的感恩!

做喜欢的事，过有趣的生活

幸福感是什么？或者说拥
有什么会感到幸福，金钱？财
富？健康？美貌？可能在不同
人的眼里答案也不尽相同。当
今社会每个人的幸福感来源都
是不同的，不同阶段都会有不一
样的幸福感，首先就像是从穷人
和富人，他们虽然生活差异特别
大，总有让自己幸福的事情，富
人会因为买到自己喜欢的东西
就会觉得特别幸福了，但同样也
会有很多烦心的事情，而穷人虽
然买不起这些东西，可一些很小
的事情就能够让他们拥有幸福
感。一个无法拥有健康的人，会
觉得如果健康一点就会感到幸
福。或是一个常年无休离家奋
斗的人，偶有机会可以回家陪伴
家人几天。又或是留守的年迈
父母见到了因工作久久不能归
家的儿女。

在当下，绝大多数人可能
会觉得幸福感是奢侈的。可在
我看来幸福感也是很容易得到
的。真正的幸福感是可以自己
给予自己的，而不是寄托在别

人身上。
幸福感如何自给自足有两

点，第一，知足的人一定是比较
幸福的，这样的人没有什么缺
失感，内心没有匮乏心态，都是
富足心态。可能他家里不富裕
可每天还是乐呵呵的对待生
活。第二，不较劲的人，不钻牛
角尖。一个豁达的人，他很容
易把一件事情看通透，就不会
感到纠结。

其实我们应该尝试去降低
自己的幸福标准，通过身边的
任何事情都能够从中获取到快
乐，不要总是压力越来越大，要
求也越来越多，那样不管怎么
去生活，就算能够挣到再多的
钱，也是会觉得不幸福。其实
幸福就在身边，比如说劳累了
一天，坐公交车回家的时候，虽
然很疲倦了，但在车上能够看
到窗外的风景，就会觉得特别
减压，回到家能够吃上一口热
腾腾的饭，而且有人在等你回
家，就会是件特别幸福的事情。

幸福感

文/财务部 尹艺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