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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生活的刁难说一声：谢谢
泰戈尔说：只有经历地狱般地磨炼，才能练出创造天堂的力量；只有带血的手指，才能弹出世界的绝唱。---题记
“当有一天，你迂迂回回后终于到达了想去的
地方，才会惊讶地发现，原来之前所做的一切，都
只是通往这里的必经之路，少一步都无法塑造今天
的你。”这是我这周夜读中看到的最美的一段话，
似乎从中看到了自己的影子，仿佛从中找到自己的
模样。
人生需要磨炼，因为它激励着人们前行的脚
步。今年年前有一位新入职的驾驶员，在入职三四
个月的时候，
突然有一天来到办公室说他要离职了，
虽然经过这段时间刚刚适应公司的管理和生活习
惯，但家里母亲病情复发没人照顾，说话之间，我看
到了他眼神里的无奈和疲惫，就像 2015 年我往返于
医院照顾母亲时候的自己，
三十而立，
这个年纪显然
有些尴尬，上有老下有小，责任扛在肩上，撑起的却
是一个家。前些天他又打电话说想来单位上班，家

里的事情都处理好了，这次他可以安心的在单位工
作了，说话之间他气语坚定，我没有问他母亲的病
情，
但从他的话语中感受到了内心的力量。
生活，让我们有所收获，生活也让我们有些痛
楚。生活中，到处布满荆棘，我们踉踉跄跄走过，
我们跌跌撞撞爬起，回头时看到了越来越自强不息
的自己。就像冰心说的，
“ 成功的花，人们只惊羡
它现时的明艳，然而当初它的芽，浸透了奋斗的泪
痕、牺牲的血雨。”我们哭泣过，我们埋怨过，但是，
之后我们必须振作起来，给人以微笑，给自己以力
量。对待命运的刁难，面对生活的困处，除了埋怨
与憎恨，我们还可以做些什么？我想，最好的方
式，也许就是将这一切当做经验和礼物，收入囊
中，蜕变成我们的“铠甲”。
玉不琢不美，人不磨不灵。每个人的生活里都

会有阴影，
如果没有它们了，
我们又怎么能知道站在
光芒里呢。走过困苦，我们会感觉自己像一只蝴蝶
的蜕变，
抽筋剥皮的痛楚也许别人无法体会和理解，
只有自己能感受的那么真切，但这一切的经历也将
成为人生中强大的反抗力。我不在恐惧，也不在胆
怯，
面对未知的事情我也不在彷徨和手足无措。
磨炼自己，也在磨炼中重新塑造了自我。生活
中的刁难，让我们一次又一次的变得坚强有力，是
的，就像老工匠手中摔打的泥胚一样，一次次使劲
全力的甩下去为的是下一次拿起来时的劲度。
刁难，让我们面对过去曾泪流满面；
刁难，也让我们面对未来嘴角上扬。
让我们对生活中不期而遇的每一次刁难与磨
练说一声，谢谢！因为有你，我们将更强大；因为
有你，我们也会更无所畏惧。
文·阿康公司 王乐

早值班感触
天气一日一日，渐渐愈发寒冷。
瑟瑟缩缩的人们在寒风下笨拙却快速的
迈着步伐……
公交，服务每一位莘莘学子、早出晚归的
人们；综合服务公司，全力保障公交的正常运
行；最辛苦的，就是不畏困难的一线生产人员。
我想，这是不可否认的！
近日，在出现寒潮降温天气的情况下，公
司领导提前安排、整体布局，组织管理人员、库
房人员、保安人员，凌晨查看苏家渠公交停车
场站出车情况，落实公交车早出车各项保障工
作。当我冷的伸不出手时，维修人员还坚守在
车间、保安还在场站内巡查指挥……
这种感受只想把镜头留给他们这些默默坚
守的人们！
文·服务公司 闫妙

砥砺前行 辉煌奋进
11 月份，在天安公交集团成立 26 周年到来之
际，广告公司全体员工共同录制了“同唱天安之
歌”的视频。在全体人员的共同努力下，高质量高
水平的完成了视频录制任务。虽然在作品评选过
程中没有获奖，但是能得到领导们的认可，非常欣
慰！
在同唱天安之歌的视频策划、拍摄、制作整个
过程中，公司人员积极配合，各抒己见说，对视频

认知吝啬者

创作提供了很大的空间。最可贵的是制作过程中
大家倾心付出，带来了欢乐。集体完成一项任务，
让大家的心更进一步，为了同一个目标，相互帮助
拧成一股绳，这种凝聚精神鼓舞着我，激励着我和
这个可爱的集体一直走下去！
让我们在“革故鼎新 从心出发”的全新理念
下蒸蒸日上，未来可期。
文·广告公司 马璐

没那么简单
曾经听过一首歌，歌名就叫《没那么简单》，体
会了才知道，成为一名驾驶员真没那么简单。
当决定走进天安公交集团成为一名驾驶员
时，原本以为考试通过取得相应的资格就可以开
车了，可实际上考证仅仅是我迈出了当驾驶员的第
一步。因为我要磨炼一个四季轮回，耐心等待三百
六十五天的实习期，自己以为经过漫长的等待终于
可以大显身手了，满心欢喜的去天安公交集团报名
时，发现不好意思没那么简单！此时还得经过内部
专职人员的严格把关，考试合格才能被录取。
当你通过考试进入公司后，公司会安排教练
带你上实习车辆进行实战练习，由教练把多年总结
的实战经验传授给大家，这些实战经验是将来成为
一名专优秀公交驾驶员的“葵花宝典”。带我练习
的裴教练总结出了非常实用的秘籍，他自己编制了

一套练车程序，先掌握公交驾驶员必须掌握的“三
稳”，起步稳、行车稳、停车稳，经过几天的集训，把
三稳掌握的差不多了，就进一步实战训练，掌握开
公交车怎样平稳过减速带，怎样过复杂路面，怎样
避免不让老人、小孩受到伤害，尤其避免身怀六甲
的妇女摔倒，这是实战中必须的注意事项。这些掌
握的基本差不多了，下一步就该去繁华的市中心
了，去适应市区变化多端的路况，应对各种不确定
因素，这个最能考验驾驶员的应变能力和心理素质
了。当你经过一段时间的实战培训，对各项技能掌
握的差不多时，公司还会安排一次考试。
通过考试就可以上线路了，公司会安排经验丰
富的老驾驶员学习教学。要学习从早发车的准备
工作，自检自查到所有一天的驾驶工作。上线要学
习固定线路的走向，站名站点，注意安全隐患路段，

防患于未然。牢记收发车线路、行车中注意事项、
上下车乘客动态、开关门注意事项等等……
当你经过一段时间的线路学习，掌握好了所有
的细节和注意事项，公司再一次安排安全经理和队
长等相关人员进行线路考试，考试合格方可独自上
线运营，正式上岗。当你办理完入职手续，公司杜
经理还会和你推心置腹的上一次思想政治课，和你
谈将来工作中遇到的方方面面的事情，遇到事情以
后应该怎样调整心情、怎样不受外界干扰干好自己
的工作。
虽然成为一名真正驾驶员的过程并不简单，但
经过这段时间的历练，让我体会了这个岗位的不易
与责任，也坚定了我做好公交驾驶员的信心，相信
一切努力都不白费，从现在起用心把不简单的事请
做好。加油！
文·东胜公司 20 路驾驶员 丁海宽

新手上路 请多关照
我是一名新入职的驾驶员，很荣幸能够成为天
安公交的一员。进入公司以后，我才明白了什么是
“真正的司机”。
记得小时候第一次坐班车，看见司机师傅熟
练的操作，好羡慕 （档位在现在雨刷的位置，再
后来就没见过这款汽车），心里就埋下了长大以后
也要开班车的种子。不知不觉已经过去好多年，
经过磨合历练，终于考取了 A1 驾照。当我拿着驾
照去东胜公司报名时，内心特别激动，以为马上
就可以开上心目中的汽车了，然而得到的消息却
是继续参加考试。
考试那天早早来到驾校，办理了相关手续，准
备考试。不会吧！怎么倒库都倒不进去了？结果
成绩不合格，参加培训，继续考试，通过才能被录
用。经过裴志金教练用心的教导，我对客车才有了
深入的“认识”，才知道以前的驾龄、车型都是数字，
所有都要从头再来。半个月的时间，在裴教练那里
我学到了好多关于客车的知识和安全事项。考试
的时候，轻轻松松的将一系列程序顺利“走”完。

上线后分在 32 路，实习时跟着三个师傅，刘明
秀师傅告诉我哪些路段存在安全隐患、需要注意什
么问题、要保持车容车貌和卫生；李贵荣师傅告诉
我如何掌握高峰期的正点率及正常行驶掌握好时
间；崔占军师傅告诉我道路如何行驶、靠边停车以
及转弯时的安全隐患和道路中下水井盖如何避让，
以免发生意外。三位师傅各有所长，我学到了好多
东西……
实习期满，何玉山队长让我上 331 车。说句实
话，开始我还挺抗拒，因为实习时是驾驶纯电动车，
331 是黄海车，车型不一样，车身长短也有区别，对
于我一个新手来说就算天壤之别了。总不能车身
后面贴一张“新手上路，请多关照”吧！何队说：331
的师傅是开了二十多年的老师傅了，可以说比我的
驾龄、工龄也长，你就放心吧，老师傅经验多，能学
到不少东西。
我一上车，原来是位美女师傅，名叫王俊莲，刚
上车时我坐旁边观察，向师傅学习怎么操作。不愧
是二十几年的老师傅，开的那叫一个平稳。我心

想，能把王师傅的“手艺”学到一半就好了。上车后
我先跟车两天，又开了两天。经过王师傅的耐心讲
解和指导，基本掌握了车的性能和各个按钮开关。
第一天上班后，我就和王师傅交流了运行中遇到的
问题，王师傅解释道：
“ 刚开始谁都紧张，你就放放
心心的开，不要考虑其他因素，只有驾驶安全了，才
能保障其它效率，你今天是第一天开的这么好，相
信你能成为一名好司机，以后遇到不懂得，不知道
的和我说，或者多问问咱线上的其他师傅们。”师傅
的一席话，让我心里踏实了好多。第二天上班，早
出车时看到别的师傅五六分钟就把车辆清理的干
干净净，而我忙了二十分钟，还没有师傅们擦的干
净。看不着急的样子，师傅鼓励我：
“刚开始这样已
经很好了，慢慢来，掌握了窍门以后就轻松了。没
事，不干净还有我，你觉得时间紧、不够用就别打扫
了，我接班再打扫”。
我明白只有不断的学习，才能做的更好，真的
不是说会开车就叫司机，开好车安安全全的不出事
故才是真正的好司机。
文·东胜公司 32 路驾驶员 云茂

我经常看一些报纸杂志，偶尔看到一篇关
于"认知吝啬者"的文章，感觉很有道理。大致
内容是这样的:某商场搞了一次试验，两个试吃
角，分别放了 6 种和 24 种果酱，以此来了解购物
者的购买欲，从常理讲放 24 种果酱的选择余地
大，销量应该好，因此 60%的顾客在 24 种果酱
角试吃，40%的顾客在 6 种果酱角试吃。但销售
结果却相反，约 30%的人购买放 6 种果酱的地
方，3%的人购买放 24 种果酱的地方，这就是"认
知吝啬者”。
我有一位朋友卖羊绒制品经常抱怨说质量
没问题，就是销量不好，我受此文点拔，观察了
其店内的布货，发现品种过多，于是我建议他
选 3 到 4 种推荐即可，结果销量比以前好很多。
原因就是当选择对象过多时消费者就会出现选
择困难，其结果有可能是干脆不选。减少选择
对 象 ，那 么 选 择 就 变 得 容 易 多 了 。 商 品 卖 的
好，品质是一方面，方便消费者选择也很重要、
很关键，现在让我们一起认可"人类是认知吝啬
者"的事实吧，因为只有承认才能改变。
文·广告公司 刘昌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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