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明交通，安全出行。创建美
丽文明城市，需要大家共同参与到
其中，文明出行从我做起，自觉遵
守交通法规，做文明交通倡议者、
践行者、宣传者、参与者。在创城
的队伍中，我们也看到了公交人的
身影，他们正在用行动为创城增光
添彩、加分助力。

平旦之时，天空边际处微微露
出了第一缕破晓的晨光，人们还在
梦乡，这个稍事休息的城市即将醒
来，开启全新的一天。此刻，在公交
停车场站的院子里，保安师傅正手
持手电筒，从一高一低闪现的光束
中巡视着场站内的安全状况，以确
保早晨每一辆公交车能正常发出。

日出之时，在公园慢行道上已
有人们开始晨练，太阳刚刚挂起，
光芒懒散的普照着大地，偶有晨起
觅食的鸟鸣声。这时，第一班出车
的驾驶员师傅们便已起床，开始准
备早餐，简单就餐之后便乘坐公司
通勤车到达停车场，发车前第一件
事情就是绕着车辆转两圈，这是他
们发车前对车辆的车容车貌、转
向、制动、灯光等技术状况进行的
自检检查，以确保车辆无异常。同
时调度室的调度员们也将在发车
前半小时到达岗位，查看发车记
录，检查行车轨迹，确认每一台车
辆都能按照预定计划到达指定站
点做好发车准备。

朝食之时，人们陆陆续续进出
着餐厅，为上午“充电补给能量”，沉
寂了一夜的马路又变的热闹了起
来，车水马龙。街道上早出上班的
人们步履匆匆，道路上的车辆急速
行驶着，繁忙景象唤起了这座城市
的勃勃生机，早高峰的街道上，公交
车司机师傅们显的更加忙碌。此
刻，他们已经驾驶着车辆准点行驶

在了街头巷语，走走停停、来来往
往，等候着学生和上早班的人们。
车厢内他们提醒着乘客带好口罩，
对背较大背包的人员进行“三品”检
查，叮嘱孩子们和老人扶好坐稳
……，文明出行的一天，需要每一位
交通参与者的理解和配合。

隅中之时，阳光普照，光芒裹
挟着越来越滚烫的气流，让劳动者
们汗流浃背。公交师傅们依然坚
守在岗位，阳光透过车窗直落他们
的身上，他们总会笑着调侃说“两
个胳膊两种色，这是太阳对我们的
偏爱”。每一趟终点站休息时他们
都要特别针对乘客接触较多的扶
手、座椅、投币箱等部位进行重点
消毒，做好通风；公交管理人员也
正在线路车辆、站牌站点抽查着运
营车辆是否运行正常；保安师傅指
挥着停车场站里临时下线回场进
行补电的车辆。此刻，大家各司其
职，井条有序，“坚守”便是每一位
工作者最美的状态。

日中之时，阳光正烈，人们忙
碌了一上午后开启了午餐时间。
此刻，伴随着放学的学生和下班的
人们，第二次交通高峰也将到来，
公交师傅们在线路终点站的十米
车厢内快速的吃完午饭，便又重新
回到线路；公司的志愿者们此刻已
在公交集中交汇站点处为途经的
公交师傅们准备好了消暑的绿豆
汤和冰镇矿泉水；在这个夏天，他
们成为了创城保障工作中不可缺
少的中坚力量，在后方保障着车辆
运营，让在这个城市中工作的人们
心中倍感温暖。

未时之时，上午班的驾驶员们
交接班陆续完成，下午班的驾驶员
们开始了公交运营“下半场”，起起
停停，日复一日，“复制”着上午的

工作流程，但他们不敢有一丝马
虎，检查三品、疫情防控检查、终点
站车辆自检自查，提醒特需人群坐
稳扶好、安顿着孩子们不要拥挤、
叮嘱着老人们慢行……上学和上
班的人们也陆续在站点等候着车
辆，迎来了第三次交通高峰期。
晡时之时，公司的停车场站内，保
障队的维修人员们正对调配下线
的车辆进行着保养维护，后勤食堂
内厨师们也忙碌着摘菜备菜料，为
晚收车后公交师傅们能吃到可口
美味的饭菜而准备着；库房管理员
清点着配件、提交出库单、上报报
修表、查看车辆里程……，为车辆
维保提供“大后方”保障。

日落之时，热浪逐渐褪去，让
人们邂逅了另一面康城的温婉，人
们陆陆续续下班准备着回家，对于
大部分上班族来说一天中最轻松
的时刻便是此刻，而对于公交师傅
们来说下班晚高峰也将到来，一个
路口有时需等两三次才能通过，放
学的孩子们朝家的方向奔跑着，学
校门口停满了接送的车辆，这个时
候司机师傅们要启动身体各个机
能，眼观六路耳听八方，要时刻避
让着行人还要观察着通行的车辆，
监督着乘客投票及防疫措施还要
提醒他们不要拥挤。

戌时之时，夜幕降临，人们匆
忙的脚步放慢行走在了公园或者
街景的小路。此刻，运营一天的公
交车，开始陆陆续续收车返回场
站，收款车已提前停在了停车场入
口处，接款员戴好手套做好了为每
辆车接款的准备；保安师傅在场站
门口指挥着车辆有序进场确保安
全停靠；安全管理人员们在场站内
对返场的车辆及人员进行晚收车
检查；挪车员将停靠好的车辆一台

台的挪到充电位为夜间车辆充电
做好准备工作。

人定之时，有的人还漫步在灯
火阑珊下，也的人畅谈于夜市中。
此刻，还有夜公交的司机师傅们在
线路上运行服务接送着夜归人，他
们的任务就是安全的将乘客送达到
距家最近的站点，让他们早点回到
家的港湾，“安全”是他们的使命。

夜半之时，人们都已酣然入
睡，安静的停车场站，只能听到充
电桩给停靠的公交车充电时发出
的嗡嗡充电声，为了确保第二天每
台公交车能准时准点发出，充电工
们需要在整个晚上给全部车辆完
成充电，逐一检查车辆，不能出现
任何疏忽，车辆充电期间他们随时
检查以避免突发异常，“认真”是他
们对待工作的写照。

鸡鸣之时，白天里喧嚣的城市
此刻已安然停下了脚步，路口的信
号灯也变成了黄色闪烁的星辰。
此刻，星月兼疲，唯有值班室里亮
着的柔和的灯光，保安师傅在场站
内进行着第二次场站巡视，守护着
宁静与安全，此刻“负责”是他对工
作的诠释。

世间情动，不过从日出到日
暮，朝阳映在脸上，我们在你们的
眼里看到了最美的心房。在十二
时辰里，我们看到了很多和公交人
一样坚守岗位的工作者，每个时辰
里都刻录着他们的初心和坚守，每
幅画面里都演绎着他们的责任和
担当。古时“日落、戌时、人定、夜
半、鸡鸣”这些寂静的时辰，因你们
的坚守，赋予了每个寂静夜晚里别
样的风景。也正是这无数个平凡
岗位上最美的坚守者，让城市的老
百姓出行更加便捷畅通，让城市的
文明之光分外绚烂耀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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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阿康公司 王乐

十二时辰里公交人都在岗

小城南边的小溪

远离城市的喧嚣

安静的仰卧在

蓝蓝的天空下

清亮的溪水

把天空中的白云

轻轻的映在了怀抱

微风拂过

水面荡漾起无数波浪

轻轻的拍着溪边的石头

弹出一首首悦耳的乐曲

似熟睡的婴儿在梦呓

似林间的鸟儿在歌唱

坐在溪边的碎石上

聆听溪水的声音

遨游在书的世界

一簇簇芦苇

随风摇曳

恣意摇摆着曼妙身姿

一抹夕阳

醉了小溪

也醉了溪边读书的姑娘

文/东康公司 陈子真

文/广告公司 高边鹏

时间是一味良药，能让人
自渡，再难忘的人或事，在时间
面前终将释怀。黑夜到临的时
候，没有人能把阳光继续保
留。陶渊明说过：盛年不重来，
一日难再晨。及时当勉励，岁
月不待人。也许他在写这些话
时，内心不知有多少无奈和伤
感。人们常在它逝去后，才渐
渐发觉，留给自己的时间已经
所剩无几。不得不承认，我们
只可以追寻它，可它总是那么
遥不可及，正应了那句话：逝水
不会有重归，时间不会有重复。

年少的我们无忧无虑的成
长着。在明媚的春光里，在小
小的书桌旁，坐着妈妈，她在织
着毛衣，而我在认真写着作
业。无忧无虑中，走我们的路，
唱我们的歌，爱我们爱的人，生
活就这样歌吟向前。蓦然回
首，时光流逝中，总有一些遥远
的气息，穿越时光的尘埃，闪烁
到我们眼前，萦绕在我们心

间。一缕温暖，加一味感慨，然
后是我们更加奋然前进。“母爱
是不求回报的”。她总是在劳
累了一天之后，不忘记督促我
学习。一举手一投足，时光匆
匆，慢慢的，我们悄然长大。

如今稚嫩已经被磨练，懦
弱已经被风化。此刻已经懂得
该怎么做。而时间流逝意味着
什么？它意味着我们长大啦、
意味着昨天不在了、意味着花
开等来年了。

时间流逝的无影无综。而
能否把握时间，做时间的主人
往往决定着一个人一生的命
运。人生短短数十秋，想要在
如此短的时间内，取得成功，
登上人生的顶峰，谈何容易。
也正因为如此，珍惜时间就显
得异常的重要。无论你干什么
事情都要珍惜时间，充分利用
时间给我们的每一分钟。不要
成为时间的奴隶，要做时间的
主人。

无 题

文/营运部 郭培

小 溪

文/东康公司 高兰英

创城时刻：

安全带是我们一个老生常谈
的话题，行车一定要系上安全带，
相信大家都已经是耳熟能详了。
但在实际生活中，您都做到了吗？
国内外研究表明，在一次可能导致
死亡的交通事故中，规范使用安全
带可使车内人员生还几率提高
60%。为进一步贯彻落实党中央、
国务院关于加强道路交通安全工

作的决策部署，应上级主管部门要
求，汲取事故教训，提前进行预警，
规范驾驶员系好安全带，引导乘客
系好安全带，做到安全、文明乘车，
把安全隐患消灭在萌芽状态，东康
公司深入扎实开展“安全带—生命
带”专项行动。

7 月份开始东康公司首先制
作了“安全带—生命带”宣传视频

（视频内容有2分23秒），在所有东
康公司车辆的车载电视上进行了
安全带视频宣传，其次安排安全员
分别在汽车南站和天骄公园站点
上车提醒、引导乘客系安全带，要
求各线路车辆驾驶员在驶离城区
最后一站，站立并大声宣传“各位
乘客，请系好安全带”。

古人云：有防则安，无防则

危。安全就是效益，是我们企业发
展的基本保证。安全无处不在，小
到我们家庭人人讲安全，大到我们
企业人人讲安全，“安全”，一个永
恒的话题。通过此次广泛开展形
式多样的宣传教育，使宣传教育深
入到每一位驾驶员、乘客心中，引
导大家在客车行驶过程中自觉使
用、佩戴安全带。

默默无闻、细心付出，这是一
个公交司机的故事，由一位广告传
媒人讲述。这是一件小事，却有人
为之感动，并留言感谢。二〇二一
年七月十四日上午九点，工作人员
像往常一样打开公众号查看留言，
回复大家关于公交时间或扫码乘
车的问题，与往常不一样的是一则
感谢被人特地写在了这里，感谢高

新区 3 路公交车师傅，刚刚我的车
门没有关，就回家了，之后接到
一位公交师傅的电话，提醒我没
有锁车。感谢年轻的师傅！十三
号晚上九点二十九的留言，深夜能
回应他的只能是系统的自动回
复。然而这并没有阻挡住留言者
的热情“公交车师傅素质爱心兼
得，天安把好人好事宣传宣传！”公

交司机作为一线服务人员，除了需
要高强度，高注意力驾驶车辆，还
需要实时解答乘客的咨询。然而
这并没有磨灭公交司机的耐心和
微笑，这并不能阻挡公交司机默默
付出的心。

这是一件小事，小到除了当事
人外没有人会记得。但天安公交
给每一位司机强调的正是细节决

定一切。正是这些公交一线的司
机，用一颗善良的心，默默付出。
虽寂寂无名，但感动着身边的每一
个人。此时此刻这位高新区3路公
交车年轻的师傅，可能还在高温天
气里在自己的岗位坚持工作，纵然
没有特别的宣传，但是被帮助的人
会记得他，记得这位默默无闻，细
心付出的司机。

如果说春天是百花盛开最灿
烂的时刻，那么青春就是人生中最
美好的一段时光。青春拥有执着
的追求，拥有敢于尝试的勇气。青
春是一首歌，唱着岁月的流逝；青
春是一碗酒，沉浸着梦想与心愿；
青春是一只船，飘荡着热情和活
力。青春，无畏。

青春无畏，因为青春拥有激
情；青春无畏，因为青春拥有自
信。年少时的我们满怀激情，做任
何事情都充满了热血，精神百倍，
奋战到底。年少时的我们又无比

自信，对未来世界充满好奇与希
望。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无所
畏惧，这便是青春。

孟子曰：“天将降大任于斯人
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
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
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正是
这种能经受磨难，享受挫折，永远
保持乐观向上的精神，才能彰显青
春无畏。

青春转瞬即逝。有一天在微
信朋友圈看到初中班主任转发的
一篇文章，内容是“东胜区教体系

统优秀党员候选人事迹材料”，点
进去一看，原来是教我们化学的许
老师，她当时给我们任课的时候是
刚毕业，现在已经在教学一线任教
十一年了。那时候的我们正处于
叛逆期，上课不认真听讲，总是和
许老师反着来，许老师没少为我们
操心。其实长大后明白，老师是最
无私奉献的，把最宝贵的知识传授
给了我们。青春一去不复返，我们
也不可能让许老师再为我们上一
堂化学课了。青春需要我们去珍
惜，去把握，要敬畏每一个不平凡

的青春。
青春无畏，不管山有多么高大

崎岖，我们都应该做不畏艰难的攀
登者；不管水有多么湍急汹涌，我
们都应该做劈波斩浪的从容舵
手。经历挫折与失败，我们应该勇
往直前，坚强面对困难，这才是青
春无畏的标志。时间在慢慢流去，
我们在悄悄长大，青春在偷偷溜
走，不要让青春因畏惧而一无所
获，因懊恼而充满叹息。要记得青
春，无畏无悔。

安全带—生命带

记一件小事

文/综合服务公司 王悦

青春无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