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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和月、
尘与土中的伊金霍洛
藏传佛教和寺庙、过藏历新年，
八思巴和他的文字.....将蒙藏两族人
民紧密的联系在了一起。无论是雪
域高原上的桑耶寺，还是蒙古族聚居
地区随处可见的庙宇，无一不传承着
信仰，见证着千百年的沧桑。
机缘巧合下来到了这里，一座
远离城市的庙宇，伊金霍洛旗乌兰活
佛府。清风拂过，熏香缭绕，风铃随
风舞动。 在转经筒旁徘徊，一转是
读书万卷，一转是百转千回。

在八座白塔前徜徉，渡千年，
萧声已远，眼泪滴成莲，叹世间欢
笑悲痛。看着别人的前世今生，诉
说着自己的梦。仿佛一转眼就已是
一生一世。
一草一木，皆是信仰。洁白、鎏
金、朱红，湛蓝......沉醉在色彩里久久
不能自拔。
一个个年代久远的佛像，历经
了前人的祈祷和后人的供奉。因为
信仰，让前人用念珠代替了兵器，使

文字得以留存，开始用鲜奶代替了鲜
血，用虔诚抚慰着尘世太多的苦痛。
别人无福消受的藏香，在我这里
却是极为享受，走着，看着，想着，听
着。静下心来，亦是一种释然。
朋友圈里的照片一出，大家都在
嚷嚷着“我也要去西藏”，抱歉，这里
并不是，这里只是藏传佛教的庙宇之
一，却连接着蒙汉藏三家的情谊；这
里不是琼楼玉宫，只是不逊于任何庙
宇的存在。
文/阿康公司 高宇

未觉夏已尽，
时至已新秋
今早出门走到楼下的一瞬就感
觉全身湿湿凉凉的，来到单位和同事
聊起才知道今天是我们传统文化中
二十四节气中的处暑。 处暑意味着
夏将止，秋未满。未觉夏已尽，时至
已新秋。经过两个多月高温炙烤的
夏天，早已热得受不了。想到以后的
每一个清晨都是这样的凉快就觉得
欢喜不已。
秋天像往年一样准时到来，它没
有变。走在上班路上，能明显的感觉
到秋天的味道，远处吹来一阵风，深呼
吸一口。那么凉爽、那么让人喜欢。
秋天也是秋高气爽季节。步行在上班

路上的小道，左右看到小道旁边的树
叶随着秋风飘动发出飒飒的声响，秋
风飒爽这词估计就是由此而来吧？
思绪随着秋风回到我的家乡鄂
托克旗，秋草应该成熟了，低低的垂
着头。吃饱了的牛羊随意的在草原
上分散，成熟了的草原更加博大而深
沉。今年夏天的雨水少，到了秋天这
几天竟也出人意料下起绵绵细雨，随
后的几天，也下了几场。在经历了漫
长的盛夏，默默开始希望一场大雨能
带去这干旱燥热，为草场换来一丝清
凉。回想着以往初秋里的家乡草原
风景，裸露出来的空地上长着茂密的

青草上镶嵌着不规则的金黄色和褐
色，那是枯黄了的草。好像一幅天然
的风景油画。牧区的生活一切顺其
自然，这才是真正的自由！走一会儿
神的功夫就发现街道两旁多了些早
出的路人，附近商铺的生意人和路人
也都匆匆忙忙，一切都和往常一样。
收回心绪赶紧上班去吧。
时光有去无回，转眼已到初秋，
秋里的思绪飘的很长，初秋的凉意带
入呼吸，带进梦里，一觉醒来，才恍然
觉得夏天已经没有了，夜里的闷热和
嘈杂终于也不会听到了。夏将止，秋
未满。未觉夏已尽，时至已新秋。
文/综合服务公司 冯雅军

秋季之野外垂钓
雨后的清晨，空气异常地清
新，东胜连着下了几场秋雨，天气
格外变得凉爽，往日如火的太阳
也悄悄的隐藏在了云朵后面不轻
易出来，透过云缝漏出柔和的阳
光，竟让人感觉到了温暖。
周末相约几个老友一起去钓
鱼，多年的钓鱼生涯，让我也掌握
了如何在野钓中选择钓点。其实
这一年四季钓鱼，选在阴天钓鱼
都远远好于晴天，既不会太热，鱼
情往往也都不会差。初秋时节钓
鱼最合适的，在树荫下有水草的

地方，一般是鲫鱼扎堆的好地方。
来到河边几人准备好后就不
在闲聊，专心开始钓鱼，慢慢的周
围的一切似乎都变得安静了，一
阵凉风轻轻拂过，瞬间丝丝凉意
浸染全身，湖面时不时荡起一圈
圈水纹，此刻心也跟着安定下来，
不用面对生活中鸡毛蒜皮的小
事，不用和无关痛痒的人较劲，不
用管今后的日子是不是会过成一
团乱麻，此刻惟愿做更好的自己，
远离喧嚣，与快乐同行。

《立秋》
青纱起，花椒落，
夏末风过，
阴柔许多，往事如墨。
檐滴水，飞黄雀，
人心易冷，
凉了时光，瘦了岁月！
文/东胜公司 高梦蕊

文/综合服务公司 王喜勇

东方欲晓，
旭日临窗
人们酣然甜蜜梦乡
你已奔走上班的路上
急促的脚步划破了睡意中城市的寂样
引擎启动，
马达嗡嗡
公交人已准时出发
你是准点守时的化身
手握方向盘开启了新一天的美好时光
无论风雨交加还是晴空万里
坚守，
是他们练就的宽厚臂膀
无论春华秋实还是夏炽冬雪
守时，
是他们绘就的坚强意志
是的
这就是，
公交人的时光
年复一年
在路上，
迎接南来北往
从破晓黎明的晨光
到夜深人静的夜晚
由喧嚣浮躁的街巷
到万家灯火的楼幢
是的
这就是公交人的常往
日复一日寒来暑往
在路上，
乘风扬帆起航

孩子及早的明白，人是依存社会而存
在的。一个人不可能孤立地生活在这
个世界上，衣食住行、生老病死，都需
要社会中每一个人的相互扶助。大家
彼此依存，才构筑了我们这个美丽的
世界。生而为人，
来今世走一遭，
作为
社会的一分子，
我们应该心存感激，
感
觉与每一个人的相遇，因为他们都是
你此生经历的最美的风景，
关爱他人，
尽己所能，
施之与帮助，
是你对所经历
的人们应尽的责任，
如此，
你所经历的
才是最美的人生！
教会孩子“凡是人，皆须爱”的道
理，可能对很多的家长们缺失的教育
内容，家长们的设防，社会的纷繁，让
家长们在匆匆的脚步中，已经自我屏
蔽了这一份爱的能力。这些不应该
一股脑的强加给孩子们，应该让他们
眼含清澈，心存善意，融入“天同覆、
地同载”的社会当中，经历一段又一
段美的风景！
作为家长，我们开始让孩子关心
一 粒 种 子 的 生 长 、一 只 小 动 物 的 饥
渴，一份友谊的珍贵，一场集体比赛
的重要，孩子关爱他人的表现让我们
欣慰，这一切都是最好的开始！
“读好书，做真人”。和孩子一起
读《弟子规》，感受爱与被爱。去拥抱
父母家人、拥抱社会、拥抱世界、拥抱
每一个人，认真的生活，爱经历的一
切：花草树木、风霜雨雪、熟悉陌生、
快乐悲伤……
文/广告公司 魏中稳

珍惜眼前人
走好脚下路
2021 年 7 月 20 日，河南郑
州迎来了历年罕见特大暴雨，
一时间多地受灾，
“ 郑州暴雨”
相关咨询长期占据新闻热搜头
条。回顾郑州暴雨受灾经过，
真的可谓是惊心动魄，大多数
人们可能都没有想到，会在一
场暴雨过后失去自己的家园和
亲人。看到一位郑州地铁 5 号
线幸存者讲述自己的亲身经
历 ，不 禁 感 叹 ，他 是 多 么 的 幸
运，撑到了救援人员的到来，将
其解救；同时更加感叹，自己是
如此的幸运，身处的家园没有
遭受到任何的灾害，依然可以
过正常的生活。
2020 年初，新冠肺炎爆发，
并且以极快的传播速度蔓延全
球，到目前为止，我们的新冠疫
情阻击战依旧不能有丝毫懈怠，
全球因新冠肺炎去世的人数已
将近 400 万，看着这个触目惊心
的数字，
再次发出感叹。
我们在缅怀逝者的同时，也
学会了“珍惜”。正所谓，你不知
道“明天”和“意外”，哪一个会先
来。从现在起，我们要珍惜还陪

在我们身边的家人、朋友、同事；
我们还要珍惜公司给我们提供
的体现自身价值的工作机会；我
们更要珍惜国家给予的和平环
境，使我们的生活依旧歌舞升
平，
安逸美满。
学会珍惜的同时，
也不忘学
会脚踏实地，仰望星空走好人生
路。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
而 求 索 ”，
“ 九 层 之 塔 ，起 于 累
土”，要想建成高楼大厦，必然将
泥沙进行踏实、坚固的堆砌，在
此过程中任何投机取巧，妄图捷
径都是不可取的行为。在日常
生活工作中，不应把时间浪费在
空想、幻想上，应该将想法付诸
实践，一步一个脚印，留下实践
的痕迹，并在实践过程中积累经
验。郑州暴雨家园重建，需要人
民脚踏实地，团结一致；抗击新
冠疫情，同样需要我们脚踏实
地，
丝毫不懈怠。
我们生长在这样一个大环
境下，这个大环境每天都在教
会我们很多事情，走好脚下路，
珍惜眼前人，活在当下，就是最
好的生活状态。
文/综合服务公司 任淑媛

日历一页页的翻阅
车窗外，
流动的是一帧帧曼妙的景色
岁月一幕幕的淌历
车轮下，
印刻的是一场场奋进的诗行
服务用语挂嘴边
顾客第一是信念
“您好”
“慢走”
和“再见”
尊老爱幼要做前
每一处公交候车亭的等待
每一次车辆稳稳的起步
每一眸对视而笑的温暖
都是他们礼让和遵章的标榜
安全驾驶记心间
礼让行人不抢先
停停看看斑马线
安全第一永不变
川流不息
你铭记勿争勿抢
车水马龙
你提醒文明礼让

这不仅是思想的洗礼
更是崇高情操的光辉绽放
这不仅是搭建城市文明的阶梯
更是心系人民诺言兑现

——读《弟子规》有感
是治愈繁华世界中迷失的人们的一
剂良药。
百善孝为先，无私的爱给予我们
经历一世美好的人也是大爱。只有
懂得了生养我们的人的爱，才能对哺
育我们的这片土地，我们的国家爱的
更 加 深 沉 ，才 能 让 孩 子 们 在 成 才 之
后，更加努力的为这片土地的无私的
付出、增光添彩！如果把亲人比作我
们国家，把孝贤理解为奉献，
“亲爱
我,孝何难。亲憎我,孝方贤”。即是
一句爱国箴言：当国家需要我们奉献
自己，我们义无反顾，当国家培养我
们 的 时 候 ，我 们 努 力 让 自 己 成 为 栋
梁，让自己变的更好，这种爱国爱的
可贵！
作为家长，我们开始重新审视自
己对爷爷奶奶、姥姥姥爷的关注度，
开始在生活中留意孩子对我们给予
她的关爱的反馈，孩子开始懵懵懂懂
学 着 大 人 关 心 老 人 ，关 心 爸 爸 妈 妈
了，一杯水、一句问候、一个拥抱，一
切有了很多改变。
孩子，你懂得“凡是人，皆须爱，
天同覆，地同载”的道理吗？
“凡是人，
皆须爱，天同覆，地同载。”
【解】只要
是人，不分族群、人种、宗教信仰，皆
须相亲相爱。同是天地所生，应该不
分你我、互助合作，才能维持这个共
生共荣的生命共同体。
如何去关爱其他人？应该是用心
的感受自己被他人需要。我们需要让

一路前行

回望，
他们的背影
踏在前行征程上步履的铿锵
擘画，
前行的梦想
我们看到了初心闪烁的光芒

爱与被爱
“弟子规，
圣人训……”
过去一年，
在孩子学校组织的《弟子规》学习中，
我们和孩子认真的诵读、铭记着其中
的教诲箴言。孩子清脆响亮的诵读声
常常在我和孩子爸耳畔久久萦绕。圣
人之言虽简，却句句教化人心。来自
百年前古人撰写的 1080 个字，传递给
我们教子之道、
学习之道、
修身之道的
同时，也给我们传达着如何去爱与如
何被爱，这些给了我们生活很大的启
示。 生活因此有了很多改变。
“亲爱我,孝何难。亲憎我,孝方
贤”。
【解】当父母喜爱我们时，孝顺是
很容易的事情。当父母不喜欢我们
或 者 管 教 过 于 严 厉 时 ，我 们 一 样 孝
顺，还能够自己反省检点，体会父母
的 良 苦 用 心 ，努 力 改 过 并 且 做 得 更
好，这种孝顺的行为最是难能可贵。”
如何去爱我们的父母？如何让
孩子们体会到我们的爱？我想这样
的两个命题是相辅相成的，只有我们
为人父母的家长懂得了，身体力行的
做到“亲爱我,孝何难。亲憎我,孝方
贤”，孩子们会在日常生活中渐渐的
懂得自省，体会父母的用心良苦。
古有闻雷泣墓、亲尝汤药、丁兰
刻木、鹿乳奉亲、江革背母……传为
佳话，今有陈斌强 5 年带痴母往返上
班路、刘秀祥“千里背母求学”，他们
付出的孝心，不仅抚慰着父母，也抚
慰每一位中国人的心，这种中华民族
自古至今朴素而真挚的人性之美也

2021 年 8 月 31 日

疫情的防控志愿者队伍中
文明城市创建活动中
抢救乘客乐于助人的感人故事中
你说：
都是理所应当

读后感
《我的岗位我负责 我的工
作请放心》，我会在不经意间默
默念上几遍，而每念过一遍心
里的那份牵挂那份责任都会变
的沉重一些。面对工作，我们
无需美丽动听的语言，不求功
名利禄，只需尽心尽责，通过阅
读《我的岗位我负责 我的工作
请放心》这本书，让我深刻的懂
得了我们应该明白自己到底在
为谁工作，只有抱着为自己工
作的心态，才能解除我们工作
中的困惑，才能调整好自己的
工作心态，也才能激发我们的
工作激情。
在工作中，不管做任何事
情，都应将心态回归于零，把自
己放空，抱着学习的态度，将每
一项任务都视为一个新的开
始，一段新的体验，尽管每一份
工作或每一个工作环境都不可

能是十全十美的，但是每一份
工作中都有许多宝贵的经验和
资源，因此，我们必须要珍惜自
己目前的工作机会，对工作为
自己带来的一切要心存感激，
要清晰地意识到，自己手头的
平凡工作就是一座宝贵的“钻
石矿”，只要全力以赴，尽职尽
责地做好自己目前所做的工
作，就一定能找到属于自己的
“钻石”。
我们在工作中必须要做到
爱岗敬业，绝不能拖延，其实身
边本无小事，把具体的事做好，
认真对待小事和细节，把自己
所在岗位上的每一件事做周
全，做到位，就是最大的成功，
把每一件平凡的事做好了就是
不平凡，因此自己必须要敬业，
心中要常存责任感。
文/东胜公司 赵星

义利兼顾 诚实守信

每一处人民需要的地方
是的，
他们时刻都在
他们是正义的化身
他们是热心的代表
每一位群众需要的角落
是的，
他们时刻都在
他们是守法的践行者
他们是榜样的传承者
用敬业勇敢
谱写曲曲恢弘乐章
用付出坚强
唱响曲曲号角嘹亮

天安公交集团
微信公众号二维码

是的
这就是新时代公交人的风尚
不忘初心，
砥砺前行
在路上，
努力追逐梦想
是的
这就是新时代公交人的梦想
不忘初心，
砥砺前行
在心中，
拼搏绽放光芒

天安公交集团
掌上公交二维码
天安集团审计监察部门联系方式

文/阿康公司 王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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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