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这一生，遇见的人很多，能留下的很少，
能够深交的就更少了。得良友，遇至交。应该
是人生最大的幸事吧，我常常想人与人的交往
到底什么样才会长长久久？随着岁月的成长，
我渐渐明白，人与人最长久的关系，是人与人
互相彼此尊重、信任和珍惜。

人与人之间相处，尊重是最基本的前提。
只有懂得尊重别人，才能为自己赢来尊重。文
学家梭罗说：“我们的生活太拥挤，相互干扰，
彼此牵扯到一起，因此我认为，我们之间太缺
乏相互尊重了。”不管是同事还是朋友或爱人
之间，都需要自己的空间，彼此尊重，谁都不想
被他人左右，这样的关系才能长久。真正的尊
重，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也有人还补充
说：“我们应该记住，己所欲未必是人所欲，同
样不可施于人。”人总是一厢情愿，觉得自己喜
欢什么别人也一定喜欢，自己不喜欢的别人也
不应该喜欢。不会倾听别人的想法，不懂如何

去换位思考。最近，在网上看到了这样一件
事。女生说，自己和朋友去了一家评分很高的
西餐厅，那里的意面和鳕鱼排特别好吃。没想
到，这样一件再平常不过的小事，竟被男友讽
刺“能装”、“令人无语”，甚至说：“吃那玩意还
不如吃楼下麻辣烫呢。”好好的情侣俩人聚餐，
最终不欢而散。人常说，萝卜青菜各有所爱，
你不喜欢的事情，也许正是别人所爱好的。有
时候太过固执己见，不会倾听别人的想法，不
懂如何去换位思考。真的会在无形中带给自
己身边的人不少的伤害，遇事懂得换位思考，
互相尊重才能长久的和别人相处下去。

人与人之间相处，只有用诚信才能换取长
久合作，只有用信任才能让人们之间的相处变
的牢固而稳定。信任一个人，并与之真诚相
待。信任是人和人相处的关键，弄丢了信任，
也就失去了人心，毁掉了信任，也就没有了真
情。没有了信任，再深的感情也会淡去，再好

的关系也会疏远。爱情如此，友情亦是。古时
候有这样一个故事：一个年轻人被判死刑，他
在临死前想再见母亲一面。于是他请求好友
替他坐牢，让他在刑前能回家再看一眼老母
亲。好友应允。众人都认为他傻，如果那个年
轻人跑掉，那么死的人必然就是他了。在行刑
之日，当众人都以为那个年轻人溜之大吉时，
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他回来受刑了。此事传到
皇帝的耳朵里，皇帝被他们之间的情意感动，
最后赦免了这个年轻人。相互信任的人，是以
生命相交的。

尊重别人的不同，两个人，只有互相尊
重，关系才能长久。人与人相识于缘分，相
交于情分，相惜于人品，我认为这世上，能
有一段长久的关系，是一辈子的福气。相互
信任、彼此尊重、懂得感恩、愿意用自己一
生的时间陪在你的身边的人，如果遇到了就
一定要好好珍惜下去。

10 月 22 日是天安集团职工运
动会最后一天，学习强企项目办在

“三人四足”项目中获得了第一名，
对于第一次参赛的我，是一种莫大
的鼓舞。

学习强企项目办是一个全新的
部室，而我更是天安的一名新人，所
有参赛的选手都是我们的“前辈”，
比赛报名时我和搭档犹豫不决，战
战兢兢，生怕输的太惨给部门丢脸，
最后我们还是鼓起勇气报了“三人
四足”项目。

为了提升我们团队的默契度，
我们利用下班时间去休息区偷偷练
习，甚至请来同事帮忙计时，测试哪
种方式速度最快……

为了熟悉场地，我和搭档在比赛
前一天去了场馆，提前了解了竞赛规
则。我们在比赛场地反复练习，速度
从5秒，提升至4秒6、4秒5、4秒1，我

们不断刷新自己的记录。
功夫不负有心人，在比赛当天，

参赛选手共计 10 组，我们被安排到
了第一组。我们临危不乱，沉着冷
静，以4秒16的绝对优势，轻松收获
了这枚金牌。

赛场仅仅是一个舞台，是展示
自我、展示团队的舞台，其意义不在
于名次，而在于比赛的过程中，全体
队员团结一心，努力拼搏的精神；在
于一种对待事情的态度，全体队员
积极进取，阳光心态，事半功倍；在
于一种品质、一种永不服输、敢于挑
战的品质。

通过比赛让我们深刻认识到了
团队默契的重要性，也让我们认识到
工作中更需要有团结拼搏的精神、需
要有积极进取的态度、更需要永不服
输、敢于挑战，敢于担当的品质。

努力就有回报
人人都能成功

文/学习强企项目办 崔美叶

2021年10月31日

·激情 创新 执行·

8 文 苑

义利兼顾 诚实守信

天安公交集团
微信公众号二维码

天安公交集团
掌上公交二维码

邮箱：tasjjcb@163.com
电话：13847768013（微信同号）

天安集团审计监察部门联系方式

文/营运部 郭培

工作感悟

文/东康公司 杨娜

有些人面对生活总是散发出一种低迷内
敛的生活气息，而有些人却对生活充满活力，
为人处世八面玲珑。一个人的内心活动总会
有一些或轻微的表情或动作表现出来，而这些
无意间的动作会造成一系列无意识的后果；看
过一些关于磁场学的文章，其中介绍：“思想吸
引你要的东西，你的思想是积极向上的，那你

的磁场也就是积极向上的；你的思想是消极负
面的，你的磁场也一定是消极负面的，同时这
种磁场会吸引消极负面的人和事”，这也就是
我们常说的“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做成一件
事情的源动力全部取决于思想上的认知以及
行为上的动作。

生活需要我们活得热烈些，面对工作，多

一些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少一些消极负面的
思想，开心面对每一天，强化积极向上的磁场，
结识更多志趣相投的伙伴，在不远的将来，你
会发现，因为你的态度、思想，可以供你选择的
余地将会更多，未来的道路也会更加宽广，所
以让我们笑对生活，来给生活比个“耶”。

历史中李世民是一位知人善任的帝王，正
因为如此才开创了“贞观之治”的盛世。他在

《帝范》一书中告诫后人：“明主之任人，如巧匠
之制木。直者以为辕，曲者以为轮，长者以为
栋梁，短者以为拱角，无曲直长短，各有所施。
明主之任人亦由是也。智者取其谋，愚者取其
力，勇者取其威，怯者取其慎，无智愚勇怯兼而
用之，故良将无弃才，明主无弃士。”就是说，在
善于用人的领导那里，是无所谓曲直长短的，

运用得法，短处也能变成长处。
“金无足赤，人无完人”，有的人身上既有突出的闪光

点，也有缺点，而有些缺点是天生的，无论怎么努力都无法
改变，还有一些缺点虽然可以改正，但需要很长的时间，公
司领导不能苛求一个人耗费巨大的精力去改变自己的缺
点，只能找到更好的方式去弥补缺陷，找一个可以弥补缺点
的人与之合作，世界上虽没有完美的个人，但是有着完美的
团队，任何事物没有绝对性，当然这里的完美也是相对的，
完美的团队只是展现了一个基本事实，我们可以认为这个

团队里的人都选对了，但人员的组合搭配出了问题，那团队
的战斗力也会大打折扣。

团队领头人需要了解每个人的情况，培养团
队成员拥有共同的价值观，所谓道不同不相为
谋，但“道”相同才能同舟共济，大家找准自己的
位置，能力特长能够相互弥补，明白在一个团队
里重点不是提升自己的短处，而是借助搭档的优
势弥补自己的短板，从而提升整个团队的作战能
力，团队才能在和谐的氛围中快速发展。

用人搭配,取其所长补其所短

文/综合服务公司 张月春

人与人之间最长久的关系

文/综合服务公司 冯雅军

来给生活比个“耶”

路是走出来的，可你是否知
道，路是土地的伤痕，哪怕再好
走，我们每前进一步，都会觉察
到一种人生的隐痛。走在别人走
过的路上，演绎的是熟视无睹的
痛，工作也同样，于是便有了这
些感悟。

共享共担，平凡人做非凡事
每个人必须积极融入团队，

乐于接受同事的帮助，配合团队
完成工作中的各项决策，会议中
积极发表建议性意见，充分参与
团队讨论、决策等业务上的相关
问题，无论公司的决议是否准确，
我们必须从言行上完全予以支
持，积极主动分享业务知识和经
验，主动给予同事必要的帮助，善
于利用团队的力量解决公司问题

和困难，善于帮助有需求的同事，
不将个人喜好带入工作，充分体
现"对事不对人"的原则，有主人翁
意识，积极正面地影响团队，改善
团队士气和氛围。

迎接变化，勇于创新
适应公司的日常变化，不能

因为公司的思路变革、制度更新
等抱怨他人，埋怨公司，面对变
化，理性对待，充分沟通，诚意配
合，对变化产生的困难和挫折，能
自我调整，并正面影响和带动同
事，在工作中有前瞻意识，建立新
方法、新思路，创造变化，并带来
绩效突破性地提高。

诚实正直，言出必践
诚实正直，言行一致，不受利

益和压力的影响，通过正确的渠

道和流程，准确表达自己的观点;
表达批评意见的同时能提出相应
建议，直言有讳，不传播未经证实
的消息，不背后不负责任地议论
事和人，并能正面引导身边思想
有滑坡的同事，勇于承认错误，敢
于承担责任，客观反映问题，对损
害公司利益的不诚信行为严厉制
止，尊重他人建议，随时维护公司
形象。

乐观向上，永不言弃
喜欢自己的工作，认同公司

企业文化，顾全大局，不计较个人
得失，以积极乐观的心态面对日
常工作，不断自我激励，努力提升
业绩，碰到困难和挫折的时候永
不放弃 ，不断寻求突破，并获得成
功，不断设定更高的目标，今天的

最好表现是明天的最低要求。
专业执着，精益求精
上班时间只做与工作有关的

事情;没有因工作失职而造成的重
复错误，今天的事不推到明天，遵
循必要的工作流程，持续学习，自
我完善，做事情充分体现以结果
为导向，能根据轻重缓急来正确
安排工作优先级，做正确的事，遵
循但不拘泥于工作流程，化繁为
简，用较小的投入获得较大的工
作成果。

人生在世，要安身立命，惟有
学习最重要。我们牢固树立终身
学习的观点，也时刻把学习作为
提高自身政治业务素质的头等大
事来抓。

每年 10 月，遍地洒金、层林
尽染的胡杨林都会迎来她的高光
时刻。地处边陲大漠的额济纳
旗，也开启了一年中短暂的旅游
旺季。今年 10 月，和往年一样的
热闹景象正在迎来高潮之际，新
冠肺炎疫情突如其来，突然按下
了暂停键。在人们的印象中，景
色奇特和地广人稀是这里的代名
词。用当地老百姓的话讲：“从没
想到这里会发生疫情。”

在这个没有硝烟的战场上，
内蒙古广大人民群众成为抗击疫
情的“硬核”力量。最美逆行者主

动请缨，迎险而上；社区网格员、
志愿者彻夜坚守，温情服务；居民
积极配合，进行核酸检测。

正如历史所一再呈现的，人
民群众是抗疫斗争的最大底气，
是我们力量的源泉。从爱心便
签、爱心餐支援一线到胡杨林里
的温情传递，从医疗生活物资星
夜驰援到千里接力为滞留旅客送
药，从“我想捐一头牛和一峰骆
驼”的爱心捐赠到“疫情不退，我
们不退”的坚守决心，无数群众的
平凡善举，所有的正能量汇聚在
一起，就是信心和力量。正所谓，

人心齐、泰山移。
疫情当前，没有局外人、旁观

者，大家是守护生命、命运与共的
共同体，每个人都是责任人、主力
军。降低感染率、切断传播链，靠
的是每个人的高度警觉和自觉行
动。继续保持戴口罩、勤洗手、常
通风、一米线、分餐制等文明健康
的生活习惯。同时，还应该做到
不扎堆不聚集、不传谣不信谣，以
更清醒、更理性、更积极的态度和
实际行动筑牢疫情防控的“末端
防线”，保护自己、惠及他人。

疫情就是命令，内蒙各地团

结带领各族人民凝心聚力，攻坚
克难，全力抗击疫情。防控就是
责任，作为后方的广大人民群
众，更是要团结协作，同舟共
济，以实际行动，为疫情积极出
力，不为抗战一线添“堵”，不
为抗击疫情添“乱"。

乌云终将散去，天空必定晴
朗。我们需要坚定信心，万众一
心 ，构 筑 起 抵 御 疫 情 的 严 密 防
线。相信在人民群众的共同努力
下，一定能向抗击“非典"那样打
赢这场疫情防控阻击战。

迎风播种
阳春布德
兰泽多芳
折条可荣
绿叶华茂
遗忘所思

次第降落
冰雷雹雨
尚在樊笼
复得自然
时变物易
榆柳荫后

也可追风
也可乘月
花不可舞
路还相识

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
周末正要下楼，在走廊内看到一

个同事端着一盆衣服进了一个房间，
我无意识的回头看过去，发现房间里
面放着洗衣机，原来这是洗衣房，我
好奇的跟着同事进去，见同事把衣服
放进洗衣机扫了码，洗衣机自动开启
洗涤功能。同事看到我好奇，于是给
我介绍了洗衣整个扫码、洗涤、烘干
的过程。不一会儿又来了一位同事，
也是端着一盆衣服来洗，心里不由自
主的泛起了好多感想。

回想 1998 年我刚入职，那个时
候我们都是在社区租房住，公司办
公场所也是租的，哪有现在公司自
己的办公大楼，更没有现在的宿舍
和这样的洗衣房。1999年我调回包
头，工作了 12 年，2011 年又调回公
司在工程部工作，当时虽然公司有
了自己的办公场所和宿舍，但与现

在的条件比起来，却不是一个水
平。现工龄十年以上的员工都记得
铜川那一栋一栋的彩钢房宿舍、维
修车间和库房，夏天热、冬天冷，根
本没有现在宽敞的维修车间和明亮
整洁的库房。2012 年我又调回包
头，直至上个月调回到综合服务公
司，看到矗立在院内的天安大厦及
平整宽阔的水泥地面停车场，看到
夜间一辆一辆整齐停放的公交车，
楼内安静舒适的办公室，还有干净
自助式的餐厅，天安壮大了，雄狮崛
起了。这段时间，公司内部组织了
行政例会、安全例会、天安商学院的
在线学习及线下培训，目睹了品学
兼优新一代年轻的天安人，正如天
安之歌“我们聚在天安的旗下正在
开拓辉煌的新时期”，作为一名天安
人，我骄傲、我自豪！

天安人

文/综合服务公司 李永林

迎风

文/财务部 刘惠

文/综合服务公司 钱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