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时光如白驹过隙，一转眼，
入职已十年有余，十年里，经历
了天安的点点滴滴。也见证了公
司诸多重大事件和发展历程，熟
悉的日子恍如昨日，公司逐年发
展壮大，我也亲身体验了成功与
喜悦，困难与艰辛。在这十年
里，我的人生也发生了很大变
化，一路走来，有辛酸、有付
出、有收获。每一天，每一年，
由当初的新员工，到现在的老员
工，我都秉承一个原则，对公司
负责，对自己负责。

十年是一个轮回，我也从单
身到现在有了自己的家庭，有可
爱的女儿，是天安的稳健发展给
了我一个安定的幸福生活。如何

让自己的人生过得更有意义，让
未来不留遗憾，这是许多人所向
往的。从业十年，学习十年。企
业提供给我工作的机会，给了我
很好的学习平台。使我能够在工
作中继续学习、锻炼、成长。在工
作中，身边的同事教会我很多东
西，在天安这个大家庭里，不知不
觉在学习中培养了我工作的乐
趣。只要付出了努力，必定会有
所回报。

回望走过的十年，仿佛只是
一瞬间，对于企业的大多数员工
来说，都是默默无闻的普通人，没
有 惊 人 的 业 绩 ，没 有 耀 眼 的 光
环。但就是在我们这些普通员工
身上却有着一种敬业奉献的执着

追求。当我们这些平凡人肩膀上
的责任凝聚起来的时候，就汇集
成整个企业的责任，沉浮十年，是
学习进步的十年。十年的磨剑给
了我更多的坚强，给了我更多的
阅历，我们有理由相信自己，蓄势
待发，在今后前行的道路上，我们
的人生舞台会因为我们自己的努

力奋斗而更美好，更绚丽多彩。
多年来，公司各方面迅猛发

展，但始终不变的是坚持以人为
本的管理理念，我将紧跟企业发
展的步伐，在人生的下一个十年
仍与企业共同成长，我相信我的
人生也将会随着企业的辉煌而更
加绚烂多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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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年

守住职工“温度”标注幸福“时刻”

平安喜乐
得偿所愿

十二月的坐标里，单薄的树
枝在风中嶙峋抖动，天空寂寥又
高远。在这个寒冷的季节里，丝
毫没有降低刚搬入新宿舍的阿康
公司维修组员工心中的温度。这
个冬天，保障阿康公司大后勤的
人员不再受冷挨冻，他们自公司
2015年第三次搬迁办公地以来一
直居住在热源厂彩钢房，在这里
度过了每一个春夏秋冬，夏天的
雨季他们的地板被大雨淹没过，
冬天的雪季他们的被子被冻成
块，艰苦的条件没有让他们退缩，
更没有让他们放弃。常言道：“民
之所盼，是居有常，业无变；民之

所愿，是岁月静好，朝夕相伴。”是
的，虽然中途公司对宿舍进行了
几次改造和完善，但因租赁场地
彩钢房本身材质的原因，保温防
寒的效果也未得到根本改善。

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
今年，经公司与总部领导多次对
接协调，同意为后勤人员重新租
赁新宿舍，为此，后勤组的人员在
搬迁后的第一天，就迫不及待的
将屋子打造的特别温馨，并向总
公司及领导递上了一份“暖意十
足”的感谢信。“见微知著”出实
招、求实效，切实解决身边急难愁
盼的问题，看起来解决的是事情，

但让职工感受到的确是入人心扉
的暖流。就像维修组组长王峰在
感谢信中写到的一样：“公司领导
始终把我们一线的职工放在心
上，想职工之所想，急职工之所
急，谋职工之所需，使我们一线的
工作人员真正共享了企业发展的
成果。公司领导点点滴滴的关
怀，使我们感受到了家的温暖。”

上下同欲者胜，同舟共济者
赢。企业在发展过程中，靠的是
基层每一位员工的坚守和付出，
才能让前进的基石越来越高、越
来越厚，才能让前进的步伐越来
越远、越来越稳。职工在一线用

力、在一线用情、在一线尽职，
企业发展才能再突破、再创新、
再提升。

凝心聚力，知重负重。企业
文化的氛围是什么？是工作中的
认可和支持，是生活中的关怀和
呵护，是制度在执行和落地时的

“软着陆”，是岗位人员工作时面
对乘客自觉展现的每一次微笑和
耐心的解答......正是这些看似微
不足道的“小事”，让职工知道了
自我价值的意义是什么，明白了
企业发展的方向在哪里。携手并
进中大家更坚信：浓浓天安情，牵
手一路行。

安全工作重于泰山，习近平总
书记曾对安全生产作出重要指示，
要加强安全生产监管，分区分类加
强安全监管执法，强化企业主体责
任落实，牢牢守住安全生产底线，切
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每一次的安全监管过程都是
一次细致排查，坚决杜绝安全隐患
的过程。通过出台文件、召开会议、
专项检查等措施，将安全管理工作
落到实处。

作为一名公交行业的工作人

员，对此有着深深地感触。做好安
全生产工作，除了需要企业自身的
努力，还需要主管部门的监管以及
广泛的社会监督，群策群力，才能共
同筑牢安全生产防线。安全工作是
一切工作的前提，只有时刻绷紧安
全生产这根弦，落实企业安全生产
主体责任，严抓细管，严密防范，克
服麻痹、大意心理，严防各类事故的
发生，才能确保员工生命安全、保持
企业效益。

12月7日夜，一场冬雪不期而
至，雪花飘飘洒洒的落了下来，覆
盖了房屋、覆盖了地面，覆盖住了
楼下停放的车辆。让人最头疼的
不是下雪，而是下雪后经过北方
冬夜的洗礼，第二天，你会惊讶的
发现，车辆的门冻住了、玻璃结冰
了，挡风玻璃视线也模糊了，由此

带来用车不便还可能引发各类交
通事故。

为保障天安大厦内工作人
员、公寓住户及车辆出行安全，
12 月 8 日清早，物业中心主任吉
亚组织一线后勤人员不顾严寒，
使用除雪专用工具“吹雪机”，
对场站院内及天安大厦南门停放

的私家车辆的挡风玻璃及车身积
雪进行清除，此项工作已列入物
业中心常态化工作当中，同时，
组织其他后勤人员对场站地面积
雪进行清除。

风雪无阻保平安，这一暖心
举动，不仅方便了办公人员及公
寓业主出行，更增加了后勤队伍

对服务的认知，提升服务意识，从
小事做起，慢慢的让大家形成“有
一种物业是我们家的”感觉。正
如董事长关于“过程与结果并重，
绩效为主的评价哲学”企业文化
宣讲中提到的“不求一夜暴富，但
求年年进步，平稳有序上升”，每
天进步一点点，成长足迹看得见。

一晃来综合服务公司已经三
个月了，回想过去，天安由最初的
几十人发展到现在拥有上千员工
的大企业，这不断发展壮大的背
后离不开管理者们的正确领导，
离不开一线员工的辛勤劳作，离
不开大家的共同努力。然而还有

一些人，或许他们没有一线驾驶
员那么多的辛劳，但是为了车辆
的正常运行，为了能及时提供车
辆检修所需的配件，他们每天都
在不断努力、不断改进，他们就是
综合服务公司的报修兼库管员。

他们不论严寒酷暑都在24小

时坚守岗位。别小看那一排排的
零件，哪种型号的配件放在哪个
货架、哪个仓位，要想记住绝非易
事。然而我们的库管员，在平日
的工作中早已熟记于心，每次都
能第一时间找出驾驶员所需的配
件材料。他们不仅将零配件实物

整理的井井有条，而且电子账务
同样记的清清楚楚。

公司领导曾多次在会上对他
们在工作中所取得的成绩进行表
扬。倡导公司全员向他们学习，
他们确实是我们值得学习的可敬
可佩的后勤兵。

为增强员工的归属感，营造丰
富、有仪式感的工作氛围，同时激
发员工对生活和工作的热情，值此
年末之际，东康公司K21路自发展
开了"送平安果，传递温暖祝福"的
活动。

当一个个饱含真诚的“平安果”
递给每一位辛勤奋战在一线的驾驶
员师傅们手中时，一张张饱含感谢
的笑脸绽放开来;当一句句"辛苦
了，愿你平平安安"的祝福语说出
口，刹那间感觉这个冬季不再寒冷，
每个人的心是快乐且温暖的!“平安
果”接过的瞬间，不仅是对驾驶员师
傅们平安的祝福，还是对他们在

2021年平安出行的感谢。安全来自
警惕，事故源于麻痹，正是由于管理
人员、驾驶员师傅们齐心协力朝着
共同的“安全目标”前进，才保障了
我们东康公司全年运营工作安全、
有序的正常开展。

千人同心，则得千人之力；万人
异心，则无一人所用。一个人的力
量微不足道，一个团队的力量不容
忽视。融洽的工作氛围，会更利于
员工积极、主动的开展工作，彼此间
互相协助，相辅相成，积沙成塔，相
信这样的团队在日后的工作中会表
现的越来越出彩!

文/东康公司 侯程耀

群策群力
筑牢安全防线

文/阿康公司 高宇

“有一种物业是我们家的”

文/综合服务公司 钱宇

可敬可佩的后勤兵

文/综合服务公司 李永林

一个人的工作态度折射出人
生态度，而人生态度决定一个人
职场的成就。也许有的人觉得工
作职位并不如你所愿，也许有的
人觉得自己被大材小用，也许有
的人觉得自己的岗位太过于平
庸，但是，从本质上说，工作不仅
仅是我们为了谋生才去做，而是
实现自我的重要途径。在实现自
我的道路上，作为芸芸众生之中
的我们，做的大多是平凡的事，但
是为什么有的人会做得很精彩，
有的人做得却很失败呢？每一个
职位都是展示才华的舞台，不论
从舞台上看到的是一个平凡的

你，还是一个出色的你，最根本是
由你对工作的态度决定。如果你
对工作是认真负责的、积极主动
的、有责任心的，那么，即使岗位
无比平凡，你依然会做出成绩，成
为一个对公司有用的人，成为一
名优秀的出色的员工，实现自我
价值，获得职场成功。就像希尔
顿说的：“世界上没有卑微的职
业，只有卑微的人。”

明白了这个道理，重新审视
我们的工作，平凡工作就不再成
为一种负担，即使是最不起眼的
工作也会变得意义非凡。在各种
各样的工作中，当我们发现那些

需要做的事情，哪怕只是最平凡
的工作，也就意味着我们发现了
超越他人的机会。

平凡，是工作的开始，是生活
的本色，在漫漫的工作历程中，大
多数人都是在平凡的岗位中度过
的。然而，有的人在平凡的岗位
上做出了许许多多不平凡的事；
有的人在平凡中碌碌无为地消磨
着时光。别抱怨自己平凡的起
点，那不是一生平庸的借口，也不
是工作中平淡无奇的理由；平庸
人可以为自己找到千万条理由，
但是，想成功的人永远不会歧视
平凡的工作。任何工作都是从平

凡中开始的，平凡的起点是迈向
成功的第一步，我们把每一件平
凡的工作做好就是不平凡，这就
是我们的梦，是一个职场人应该
具备的素质。珍惜目前的平凡工
作机会，它是成功的必经之路。
其实，再平凡的岗位，再平凡的员
工，只要每天用心多一点儿，就可
以在许多平凡的工作中做出许多
不平凡的成绩，就可以成长为不
平凡的人、富有的人、成功的人、
你希望成为的人。

做好一份平凡的工作不代表
永远平凡，而是未知的精彩！

平凡工作不平凡

文/综合服务公司 夏巧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