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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以为幸福有多么遥远

像雨像雾又像风看不见摸不着

然而有时候幸福就像清晨透过玻璃的阳光

在你醒来还没来的及睁开眼

就已经洒向你的全身

其实幸福很简单

是领导的一句夸奖

是父母的一句关心

是爱人的一个陪伴

是孩子的一次进步

是生活的一点改善

是心中的那把小小的尺子

其 实 幸 福其 实 幸 福
很很--简简--单单

文·财务部 刘惠

文·天然气公司 李忠

如果我是风

我要翱翔于天地间

我要拼搏在阳光里

无论在四季里的哪一片土地

如果我是水

我要奔腾于大海中

我要流淌在阳光下

无论在四季里的哪一片土地

如果我是花

我要生长于大地上

我要盛开在阳光里

无论在四季里的哪一片土地

在阳光里纵情地享受

哪怕只是瞬息的存在

只要有阳光可以照进生活里

日月如梭，光阴似箭，不知不
觉中，激情四射的夏天已经悄悄褪
去，迎来了希望丰盈的秋天。

秋天，是落英缤纷的季节、是
万物收获的季节、是付出后的馈赠，
是四季里最富有、最奢华、最温馨的
季节。秋天是一个有意境的季节，
它可以容纳我们所有的心事、幻化

我们所有的畅想、收藏我们所有的
美好回忆。

走在路边，绿油油的颜色逐渐
褪去，所有的景色都慢慢披上了
微黄色的衣服，一阵风吹来，树
叶 飘 动 ， 缓 缓 而 下 ， 像 是 在 舞
蹈，别有一番风味。田野里，成
熟的玉米摇晃着身躯，像是在和

人们打招呼，饱满的稻子随风摇
曳，像是腼腆的姑娘，土豆苗那
白色的花朵蠢蠢欲动，像是调皮
的孩子在田间追逐打闹。

在这安然的岁月里、静好的时
光中，让我们细细品味秋天的这份
恬静，沉淀丰富的阅历，打造更好的
自己，不负时光，不负最美年华！

在 阳 光 里在 阳 光 里

印印
象象
秋秋
天天 文·东康公司 高亮

古人提到：“取人之长 补己之短”，
无论在自然优胜劣汰选择中，还是人类
社会发展进步中，方为生存之道，也是
永久不变的法则。

取长补短，是人生的“通行证”。在
自己成长的过程中，家父就是以这个道
理来激发我学习的，发挥个人的长处，帮
助别人，避开自己的短处，谦虚向他人学
习。老师也常以马克思与恩克斯为例，

博采众长，开创科学社会主义。
取长补短精神，是团队的“必修

课”。曾经有多少企业固守“优势”，不思
进取，在同行大多转变投资领域或内部
结构改革时，仍以自己的长处高高在上，
在竞争洪流中，不善于取他人之长处补
自己之短，终将被历史淘汰，最终落幕。
因此在我们的工作环境中也如此，有多
少不会的知识，不懂的技能，一方面我们

要向他人学习讨教，另一方面努力完成
自己的工作。有了自己的长处、有了自
己的能力就有了价值。

取长补短精神也是我们的“快速公
交”，中国高铁起步落后于西方，却用几
十年创造了“中国速度”，它的法宝便是

“学习、模仿、超越”。当今企业，对手都
各有千秋，只有成为“为我所用”的集大
成者，才能抵达成功，铸就辉煌。我们的

驾驶员师傅有多少路上的经验不是学习
他人的长处得来的？有多少节油技巧不
是相互学习得来的？因此我们要放下师
傅的姿态，虚心学习对方的长处，才会有
更多的回报，才会有更坚定的信念。

无论是个人、团体、还是集体，取长
补短精神，就像学者手中的笔，农夫田
中的犁，火车轮下的轨道—它必将成为
我们前行的火炬。

学习取人之长 补己之短的精神

文·东康公司 郭军

人们常常会面临许多选择题，而
一些选择在我们作出决定多年之后仍
会反复辗转，挥之不去。

年年到了填报高考自愿的时候，都
有许多的高三学子需要面临一个个选
择，是否读大学？若是选择读大学，可
能又面临选择专业的问题。

有些人选择了自己喜欢的大学。
之后凭借着自己的一份热爱，努力研

读新的知识，克服困难，感觉自己很满
足；但也有些人上大学之后，看不懂的
课程，繁重的作业，使自己精疲力竭，
便在后悔，如果当初选择的是适合自
己的专业，会不会现在正意气风发，一
展所长。

有些人选择了适合自己的专业。
上大学之后，感慨还好当初选择了适
合自己的专业，现在所学习的课程都

是自己熟悉的，感觉自己动力十足；但
是也有些人上大学之后，觉得生活闲
适，只是偶尔想起自己喜欢的大学，会
心存遗憾，思考也许当初选择喜欢的
大学是不是会存在另一种收获。

在作出选择之后，当有一天再回顾
当初的选择，也许会觉得现状很好，感叹
自己选择的正确；也许会后悔，如果当初
选择另一种方式就好了；也许会遗憾，如

果当初勇敢一点，坚持会不会更好。
在过往的时间里，你是后悔的时候

多呢？还是遗憾的时候多呢？在这个
二、三十岁的年纪里，青春就是最大的
资本，如果后悔就努力去改正，如果遗
憾就努力去弥补，不要因为一时的选
择，带来无限的悔恨，觉得无法弥补而
耿耿于怀。愿我们的未来不再背负后
悔与遗憾，轻装出行。

后悔和遗憾

文·综合办 燕慧敏

蓝泰源智能公交调度系统作为一款快捷方便的
软件，在工作中为我们提供了很多便利，从各方面增
加了我们对车辆及人员的了解，接下来为大家介绍这
款软件的优秀之处。

一、通过蓝泰源智能公交调度系统可以准确、快
捷的找到我们要寻找车辆的位置，并了解其当时的车
辆状态和当车驾驶员的信息与联系方式。

二、在特定时间如需要制作周数据、月数据、年数

据的汇总时，我们可以通过蓝泰源智能公交调度系统
精准的找到所需各种车辆及驾驶员的信息，并且操作
快捷方便，精准有效。

三、当公司有新的人员或车辆需要录入时，蓝泰
源智能公交调度系统可以很方便的找到录入信息的
通道，并记录信息。

四、通过蓝泰源智能公交调度系统，我们可以在
系统地图上编辑自己的线路和首末站，并在车辆行驶

途中观看是否有偏离线路的情况。
五、通过蓝泰源智能公交调度系统，我们可以准确

的看到相关驾驶员是否在对应时间驾驶对应车辆、是否
在按照时间表按时发车，同时可以通过观看实时视频来
监督驾驶员是否存在不符合规定的操作。

总体来说蓝泰源智能公交调度系统这款软件在
我们的工作中提供了极高的便利之处，使我们节约了
很多时间。

解读蓝泰源智能公交调度系统

文·东胜公司 何程远

有不少人曾经这样说过，“某某”对
我真好、帮助过我，的确是，滴水之恩当
涌泉相报，这或许是现实社会中存在着
利益关系，相互帮助，利用而已，不必恭
维，讨好谁。说实话人这一生，你不欠
谁，所以真的不需要讨好谁。 你的生
命，是父母给你，你长大成人，是父母养
的，我们每个人都是父母的宝贝，没有
任何人值得我们卑微！ 这一生，只欠
两个人：父亲和母亲。

父母在，人生有来处 毕淑敏的短文
《孝心无价》中这样写道：父母在，人生尚
有来处；父母去，人生只剩归途。 自己
的父母在的时候，我们可以回家，我们都
是有根的宝，可是父母不再了，我们老家
回不去了，谁还拿我们当宝？

这个世界，别人对你好都是有条件
的，唯有父母对我们的付出，是毫无所

求的。 父母爱子女是天性，你有没有
钱，他都爱，你是高官还是平民，他待你
始终如一。 你出门在外，别人关心你
做什么，赚了多少钱。唯有父母关心
你，累不累，生活难不难。 别人在乎的
是你带来的好处，父母在乎的是你内心
的喜忧。 这个世界，也唯有父母，是在
你失败时，会心疼你，对你说：累了就回
家，你还有爹妈。 父母永远都是孩子
的靠山，即便他们老了，孩子也是他们
心头放不下的挂牵。

好多人在事业不顺利，四处碰壁，
到处奔波，或走头无路时，忽然想起求
神，算命，看风水。可不想，在这些年甚
至几十年里，只顾自己事业，忘记家中
那俩位我们有求必应的真神，他们眼巴
巴的瞭向了村口，盼着你能回来一次，
哪怕是路过也行，不知这些年过的如

何，想听听你内心的委屈，喝一口老井
里清甜甘泉。

百善之首，孝为先。孝顺父母，是
我们一辈子最重要的事。 尤其是人到
中年，面对父母的老去，面对孩子的成
长，我们压力很大。这个时候，我们有
气别和父母撒，不要仗着他们包容我
们，就肆无忌惮。 有些话，你和父母
说，父母除了心疼，别无他法。 父母养
我们小，我们养他们老。 人到中年的
我们，要学会做父母的屋檐，撑起家庭
的重担，别和父母发脾气，多多照顾他
们的情绪，才是尽孝的表现。 平时好
好工作，多赚一些钱，有空回家看看，无
效社交少参与，酒局饭局少应酬，多陪
陪父母孩子，才是每一个人该做的
事。 错过了父母的老，可能是一辈子
的心酸；错过了孩子的成长，可能是一

辈子的遗憾。 岁月不饶人，孝顺要及
时，善待父母，是一个人最大的善良！

孝顺父母，你的一切都会顺利。懂
得孝顺父母的人，拥有一颗感恩的
心。 知道孝顺父母的人，为人豁达懂
得惜福。 你的孝顺，会变成好运降临
在你的身旁，越是孝顺的人，越拥有一
颗慈悲心，懂得善待他人，一切都会顺
利。 连父母都不会孝顺，又怎会对别
人多好？不孝父母的人，没有好口碑，
不会被人信服和珍惜。 孝顺父母，让
家庭和睦，减少后顾之忧，事业也会风
生水起。 好好孝顺父母，给孩子做好
榜样，孩子长大成人，也会对你孝顺。
一生最爱你的，只有这两个人，失去了
再后悔也晚了，会是一辈子的遗憾。
这一生，我们欠父母的很多，一定要认
真归还，人生才算圆满！

这辈子 你欠谁

文·东胜公司驾驶员云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