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很喜欢一句话，再长的路
一步步也能走完，再短的路不迈
开双脚永远也无法到达。

生活总不可能是一帆风顺
的，再平静的海面也会有大风大
浪；再平坦的大道也会有山路险
峻；再明媚的天气也会有磅礴大
雨；再温暖的片段也会转瞬即逝。

自生命降生以来，我们便在
大人的搀扶下学会了走路，在此

之前不知摔了多少次，在一次次
的摔倒后终于自己能站立起来
了，从此我们学会了行走，也学
会了奔跑。当我们出生哭出了
生命的第一声时，我们就能感受
到，人生的道路上必定交织着矛
盾与痛苦、快乐与悲伤。这些都
是我们成长的痕迹。

春去秋来，四季变换。在浩
瀚的宇宙中，我们只是一颗微不

足道的粒子，却拥有自己崭新的
个性和独特的自我，生命本来就
是一种美丽。生活也不可能一帆
风顺，总要经历种种磨炼，各种酸
甜苦辣，才能造就我们的一生。

雨正大，路也正长。只有经
受住狂风暴雨的洗礼，才能练就
波澜不惊的淡定。真正让你倒下
的，不是对手，而是你失落的内
心。当清晨来临时，我们伴着阳

光上路，清新的空气纯净着灵魂，
满天的云霞变换着色彩。我们应
该给自己一个微笑，告诉自己今
天会更美好，脚下的路我们也慢
慢走。未来的每一天都会有新的
冒险，也有新的体验。要记住，明
天的太阳会比今天的更明亮。雨
不管下多大，路有多么长，我坚信
都会被我们一步步走完。

文/阿康公司 王乐

马背民族的壮阔史诗，跨
越时间，源远流长，古老的大
地上民族精神代代相传，历史
的车轮渐行渐远，永不言弃的
信念却不会凭空消失，影响着
一代又一代的后世子孙，

斡难河
斡难河也称鄂伦河鄂诺河

或敖嫩河。古称黑水为黑龙江
上游之一。发源于蒙古小肯特
山东麓。是蒙古部族的发祥
地。1162 年 （宋高宗绍兴三十
二年，金世宗大定二年），成吉
思汗出生在漠北草原斡难河上
游地区 （今蒙古国肯特省），
1206年成吉思汗即位于此。

不儿罕山
不儿罕山是蒙古国境内肯

特山脉的最高峰。据历史记
载，不儿罕山与成吉思汗的一
生以及蒙古民族的历史关系源
远流长。蒙古民族现存最早的
编年体历史文献 《蒙古秘史》
在开卷中就提到“位于斡难河
源头的不儿罕山……”成吉思
汗统一蒙古各部落、建立蒙古
汗国的过程中，无数跌宕起伏
的重大历史事件都与不儿罕山
相关，并在其周围上演。不儿
罕山也因此成为世界各地蒙古
学家和游客探访的“圣地” 20
世纪 90 年代，蒙古国恢复了对

不儿罕山的国祭。图片
呼伦贝尔
呼伦贝尔大草原额尔古纳

河、呼伦湖、贝尔湖一带，曾
经生活着草原游牧民族部落弘
吉剌部，这是一个聪明能干，
高雅富贵的部落，以盛产美女
而闻名，蒙古部落的男子都以
娶到弘吉剌部落的美女为荣。

《蒙古秘史》 写到：“铁木真九
岁时，也速该把阿秃儿自其舅
族之诃额仑母家，斡勒忽讷兀
惕百姓处聘女，携铁木真以
赴，行至扯克彻儿、赤忽儿古
二(山)间，与翁吉剌歹，德薛禅
相遇焉。”有资料考证，扯克彻

儿和赤忽儿古山之间就位于今
乌尔逊河西畔呼伦湖和贝尔湖
之间。

成吉思汗陵
成吉思汗陵位于鄂尔多斯

高原南部，鄂尔多斯市伊金霍
洛旗境内的甘德利敖包之上。
1219 年和 1226 年，成吉思汗两
次西征。当他率部路过此地
时，深为这里的秀丽景色所吸
引，曾在马上赋诗加以赞美，
并把这里选作自己的葬身之地。
气壮山河，跃马横空；铁马金
帐，绘出旷世出征；亚欧版
图，奏响草原帝国的文明统一。

历史的车轮与印记

文/阿康公司 高宇

作为城市公交行业的“培
育者”，公交司机是城市文明形
象的“传播者”。他们开着大巴，
走在大街小巷，无论是冷还是
热，白天还是黑夜，他们都没有
怨言。尤其是防疫方面，他们坚
守岗位，认真核对每位乘客的行
程码和实名登记，对不合格乘客
进行耐心讲解，严格执行措施。
消毒通风等防疫工作。责任与
担当，真诚与爱心，默默奉献，用
汗水和辛勤劳动谱写劳动颂
歌。安全、准时、优质的服务是

他们的工作原则，乐于助人是他
们的职业道德。同时，社会各界
公交车司机的关注和关心，也让
他们充满信心，全身心投入工
作。衷心希望大家继续关心、关
爱和支持公交车司机的辛勤工
作。借此“5.20 公交司机关怀
日”，我们要宣传以下几点：

尊重和理解公交司机的辛
勤工作和奉献精神，尊重支持
他们的工作，宽容、谦逊、有
礼貌，尊守交通规则，主动投
币、刷卡，有礼貌，公交车上

不乱扔垃圾，一起文明交通。
在规范的疫情防控中，自觉常
态化佩戴口罩，自觉扫描“行
程码”、展示健康码等，严格执
行相关疫情防控规定。

积极制止影响和危及运行
安全的交通安全行为，维护行
车安全，做安全“监督者”和

“倡导者”。同时，要尊重司机
的工作成果，保持车内清洁，
共同营造尊重、理解公交车司
机的良好氛围。

家用车和非机动车驾驶人

自觉遵守交通法规，不占用公交
停车位、公交站台等公共设施，
让公交运行更加流畅，市民出行
更加高效。

我们衷心希望社会各界和
广大群众为公共交通发展提供
大力支持、关爱关怀，共同营造
理解和尊重公交司机的良好氛
围。平凡的工作，平凡的人，不
平凡是一种热情和奉献。在平
凡中创造美好生活，虽然没有辉
煌的成就，但也有拼搏的奉献精
神和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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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五月的坏心情卷进六月的羊肉里，
伴着滚烫的火锅底料和可口的麻酱一口吃掉。

我不是喜欢六月一号，
我是喜欢每个月的一号，

好像一切都可以重新开始。

六月的风是伴随着浓浓的烧烤味的。

六月的风分外柔和，
衬托着细雨随意挥洒。

六月杨絮漫天飞舞，
淘气而任性。

六月的起始是儿童节，
但离我们并不遥远。

五月野餐露营，
六月围桌夜谈。

你的六月正在派件，
请保持好心情！

我
们
需
要
一
场
旅
行

文/综合服务公司 李忠

公交驾驶员关爱日有感

文/东康公司 杨娜

你好 六月

我们需要一场旅行。

从四月的忙碌出发，

走进闲适的五月，

风给小麦染上黄色，

油菜花将阳光开遍山岗，

绿皮车不紧不慢行在旷野，

偶尔跨过几条小河，

横着曲儿，欢脱着奔向远方。

我们需要一场旅行。

天亮时就出发，

天黑时就能到达，

用一整天来追随太阳，

直至太阳躲进大地，

夜国自虚无中降临，

抓住一缕从白天溜进来的风，

惩罚它将完整的月光，

燃一堆篝火，

侵入夜之国的浪漫。

直到光芒从地平线升起，

我们需要这样一场旅行。

文/综合服务公司 夏巧梅

文/综合服务公司 王悦

雨正大，路也正长

生 活 中 有 不 期 而 遇 的 温
暖，工作中有不言而喻的快
乐，为了给新入职的职工营造
更加温馨的环境氛围，5月6日
下午，阿康公司组织今年新入
职职工开展了欢迎仪式。活动
中首先通过自我介绍让大家彼
此更加了解对方，紧接着从大
屏幕上看到了各自入职后不经
意间被带教师傅们“偷偷”为
他们拍下的工作瞬间，以及带
教师傅为每位新入职员工送上
的志诚祝福话语，从滚动的屏
幕中大家看到的不只是自己从
开始“手忙脚乱”的慌张到后
期能独当一面开展工作后的喜
悦，更让大家看到了自己在天
安的大家庭中得到的关心和关
爱，因为有了带教师傅的无私
教授，才有了我们这支越来越
强的队伍。接着在分享座谈中
让各岗位人员相互了解了各自

工作职责内容，随后经理致欢
迎词，最后为新入职人员颁发
暖心入职礼物作为留念。

活动中，阵阵不断的掌声时
而让活动氛围高涨，为大家的相
遇而响起，为入职后的暖心点滴
而响起，为带教师傅热诚的祝福
而响起......新入职的人员中有
一线驾驶员和监控员，也有管理
员和乘务员，虽然大家岗位不
同，但入职的初衷却是相同的。
面对大家，公司想对你们说：

“欢迎你们的加入，天安未来因
有你们才更精彩”。

如果说公共交通是一座城
市的文明窗口，那么作为每台车
的驾驶员来说，他们更像是窗户
上的窗花，一言一行，彰显着城
市文明之花的绚美，欢迎你们
——公交驾驶员。

在公交系统中，有这样一个
群体，她们的工作时间与公交司

机相差无几，虽然乘客看不到她
们，但她们的工作地点遍及整个
公交线路，她们所从事的工作是
一些琐碎小事。然而，正是这些
小事，保障着公交线路有序运
行，她们就是公交调度员。多少
个朝阳未起的清晨，多少个明月
已升的夜晚，是她们陪伴着公交
车，走过那些不经意的岁月轮
回，欢迎你们——调度员。

“看，这个师傅开着车居然
还敢打电话，太危险了。”，是
的，她们是每天盯着监控画面，
练就“挑错”火眼金睛的，让驾
驶员师傅们“爱恨交加”的监控
查员，在她们的监督下我们的服
务更加规范了，我们的安全更有
保障了，欢迎你们——监控员。

相对于一线岗位，他们的工
作也许是苦轻的，但决不清闲也
不轻松，付出的脑力劳动更多，
他们是敬业的，需要他们跟驾驶

员一样起早贪黑检查收发车情
况，他们是乐业的，时刻在线，
解决一线驾驶员师傅提出的各
种问题和困难，统计报送各类报
表，他们是敬业的，需要对人、
车、线路、场站逐个检查，发现
问题，解决问题，欢迎你们——
管理人员。

当清早人们还赖在床上不
愿意起床时，她们已经在各条
线路的首发车上工作了；当人
们吃完晚饭惬意地在小区散步
甚至进入梦乡时她们还在灯火
通明的城市道路上继续工作，
默默坚守着岗位，无论是严寒
还是酷暑，风里来雨里去，颠
簸在路上，用笑容接待着八方
来客，欢迎你们——双层巴士
乘务员。

不负遇见，未来可期。你
们因天安公交而自豪，天安公交
因你们而更精彩。

“快乐工作 幸福生活”
天安未来有你更精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