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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家
庭是人生的第一课堂。我们每个
人都是成长于各自的家庭，进而踏
入校园、步入社会，不管在哪个环
境里，我们身上都会散发着各自家
庭的精神气质。在疫情面前，涌现
出的一个个“最美家庭”，有着他们
可歌可泣的英雄故事，但众多平凡
如我们的普通家庭，正是因为有良
好家风的熏陶，才能经得起时间的
考验，在柴米油盐和人间琐碎中过
出生活最原始的模样。

幸福生活的得来需要奋斗，成
为美好家庭同样也离不开奋斗。
已为人父母的我们，工作中在各自
岗位上发光发热的同时，在家庭生
活中也需要用心经营，只有这样，
家庭中的每个人才能在积极、健康
的氛围中生活、成长，子女们会成
长为对社会对国家有用的人，而自
己的和美家庭会成为和谐社会大
家庭的一部分。

然而，由于民航人工作的特殊
性，为广大旅客服务成为了我们责
无旁贷的宗旨和责任，陪伴家人的
时间就显得格外珍贵与难得。每
到春节这个全家团聚的日子，我们
却只能奋战在工作岗位上，能为每
一位回家的旅客服务，却无法在自
己的父母、子女身边。父母总是体
贴又谅解，可是女儿总是满是疑惑
的问我为什么不能在家陪她一起
过节。这样的情景一年又一年重

现，伴随女儿渐渐长大，我们开始
学着在平日休息的时间多多陪伴
她，而她也变得懂事又善良，懂得
父母的不易，体谅父母的苦衷，不
会再在节假日这样工作忙碌的日
子里提要求，反而会安慰满是愧疚
的我们。

一起盛刚出锅的米饭，手把手
做好吃的面，为女儿的第一次春晚
登台早起，下班回家后看到女儿做
好的晚餐，以及每一个镜头下女儿
成长的瞬间，都是烟火味最真实的
写照。生活琐碎、点滴温暖，都值
得我们与子女们共同前进。或许
他们需要的是正确的引导和平凡
的陪伴，需要的是日常生活中缕缕
家风、点滴家教的灌输与感染，或
许正是我们平日里习以为常的小
事才给子女们创造了安全感，才让
他们在自由和幸福的环境中成长
为今天那个快乐的自己。就像我
们一家人最喜欢的书《我们仨》中
写到的：我们稍有一点快乐，也会
变得非常快乐。所以我们仨是不
寻常的遇合。

积淀着深厚民族文化、蕴含着
深刻人生哲理、彰显着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的优秀家风、家训，不仅
是代代相传的宝贵精神财富，更是
永远指引、激励成为父母的我们为
家庭幸福、国家安定、社会发展努
力奋斗的不竭动力。

旅客服务保障部 刘萍

最美家庭 美在家风

《中国机长》热映，电影以2018
年5月14日川航3U8633成功备降
的真实事件为脚本，演绎了险象环
生的剧情。飞机安全落地后，机长
郑重地说:“敬畏生命，敬畏职责，敬
畏规章。”三个“敬畏”真实地道出了
民航人的心声。“心怀敬畏，使命必
达”，在我从事民航安检工作的7年
时间里，我始终怀揣的初心，伴我一
路风雨前行。

一、生命至上、生命无价
每个人的生命都只有一次，也正

是因为这种不可逆性，生命才显得神
圣而不可侵犯，才会令人心生敬畏。
没有生命就没有一切，我们所取得的
丰硕成果都是人类智慧的结晶，只有
人的生命得以保障，生产活动才能有
序进行，企业的经济利益才能够稳步
提升。敬畏生命，就是“以人为本”，
舍得投入，像我们安检职业，就要始
终坚持“安全第一”。结合到实际工
作当中，我们不但应该深刻理解和清
醒认识到“敬畏生命、敬畏责任、敬畏
制度”的真正内涵，更应该将这种理
念实实在在落实到具体工作中去。

二、责任重于泰山
在日常的安检工作中，每个员工

都应学会将责任根植于心，让它成为
我们脑海中一种强烈的意识，促使我
们表现的更加卓越。在生活中亦是
如此，在工作中更要懂得负责。世上
没有不必承担责任的工作，工作就意
味着责任。把落实责任放在先于一
切的位置，切实保障安全生产主体责
任落实到位。要强化责任落实，首先
要落实各岗位、各工种安全生产责任
制，结合“手指口述”岗位描述活动，
使每位职工对自己的岗位职责，尤其
是安全职责了如指掌，做到规范操
作、规避风险，切实履行安全职责。

三、无规矩不成方圆
把制度执行放在重于一切的位

置，切实保障制度执行到位。俗话
说“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只有大家
都忠于职守、遵章守纪，才能保证企
业正常运行，才能形成企业向前发展
的推动力，提高企业的执行力，确保
各项安全管理制度落到实处。敬畏
生命，就要敬畏制度，用制度督促责
任的落实。缺失了敬畏制度的企业，

你我任意妄为，安全工作何来保障？
安全责任重在落实，应着力完善制
度，保障安全责任传递到岗、落实到
每一个人，使每一个人自觉履行岗位
赋予自己的责任。每一位安检员工
都要将严格遵守安全生产的各项规
章制度变成自觉行动，尤其使党员干
部要身体力行，做好表率，倡导、营造
遵章光荣的良好工作氛围，以此激发
全体安检职工的正能量，为安全生产
贡献出自己应有的力量。

同事们，幸福是什么？一万个
人可能有一万种回答，但是在民航
安检工作中，有一个共同的认识，那
就是，保安全使最根本的幸福，没有
安全就又没有幸福。伟大出自平
凡。把每一项平凡的工作做好就是
不平凡。“心怀敬畏，使命必达”是
我们的工作职责，也是我的入党初
心。保持永不懈怠的精神，撸起袖子
加油干，我相信，每个心怀敬畏的人
都可以在平凡的岗位上创造出不平
凡的人生。让我们积极行动起来，团
结一心，众志成城，携手共筑安全的
钢铁长城，让生命之花不败，让生命
之树常青，在警钟长鸣的轰响中，让
我们敬畏生命、重视安全。让幸福的
乐章不断起伏。 安全检查部 陈静

三个“敬畏”映照初心

敬畏是一种对待事物敬重畏惧
的态度。一个人有了敬畏之心，胸中
就有了方向、行为准则和规范，就能
自觉约束自己，不做出格越轨之事。
在4月份民航安全运行形势分析会
上，冯正霖局长发言强调在“抓作风、
强三基、守底线”安全整顿活动中，要
大力弘扬和践行当代民航精神，以

“敬畏生命、敬畏规章、敬畏职责”为
内核，切实增强敬畏意识，把作风建
设推向深入。作为一名机场计划采
购科员工，冯局长的发言鼓舞人心，
使我真真切切地意识到了三个敬畏
的重要性，也为我们今后的工作指明
了前进方向。

一是以人为本，用心敬畏生
命。敬畏生命因为生命只有一次！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不忘初心，牢记
使命”。敬畏生命体现了民航业的
价值追求，是党的根本宗旨和民航
业内在要求的高度统一。作为民航
人的我们，一直坚持以人民为根本，
为保障人民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
不懈努力。尤其是在持续抗“疫”战
中，综合保障部积极响应机场防疫

工作部署，上下同心克服多种困难，
想方设法拓宽采购渠道增储备，全
力保障好一线部门疫情防控物资急
需，综保人用爱心践行着“敬畏生
命”的价值追求。

二是按章操作，用标准敬畏规
章。敬畏规章因为规章就是红线！
俗话说: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在日
常工作中，凡是集团公司制度和行
业制度规范，都应该作为工作的第
一标准，不能仅凭个人经验及主观
意识进行决断。我们坚持预算化采
购制度，确保符合公司的生产计划
及资金统筹安排；我们坚持招投标、
比价采购原则，确保阳光采购合理
利用公司资金；我们坚持物资设备入
出库台账，确保每一笔账有据可查；
我们长期坚持廉洁从业制度，确保风
清气正廉洁办公。

三是爱岗敬业，用行动敬畏职
责。敬畏职责因为职责就是使命！
古人云“心有敬畏，行有所止”。对
于我们而言，职责就是岗位意识，
职责就是严格执行岗位安全责任
制度，公司安全规定，说标准话，干

标准活，做标准事。“您好，刚接到
重大活动保障任务，我部门明天11
点前急需175件安保物资”。这是
5月30日周六中午，通用机场分公
司向计划采购科提出的紧急重要
物资需求。“保障就是任务！”安保
急用重要物资 1 日内完成订送货
刻不容缓。采购人员勇挑重担，立
即启动《应急采购预案》，按照采购
流程克服时间紧、货源稀缺等困
难，积极协调机场长期供应商雇专
车连夜从外地紧急运输 6 吨多物
资，比规定时间提前1小时完成了
艰巨送货任务。这次急需采购仅
是一个缩影，综保人用行动诠释着

“敬畏职责”的担当精神。
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

寒来。敬畏生命，敬畏规章，敬畏职
责是我们民航人永远的坚守和底
线！只有心怀敬畏，深刻理解“三个
敬畏”的内涵，将“三个敬畏”思想融
入到日常工作中，践行到行动中，增
强敬畏意识，不断加强专业知识学
习，提高业务综合能力，脚踏实地做
好本职岗位工作，为促进机场安全快
速发展贡献力量，才能真正做到不忘
初心，常怀敬畏。

综合保障部 綦娟娟

不忘初心，常怀敬畏

“有苗不愁长”是老话对养儿育
女的期许，如今对社会生活中的方
方面面都较适用……尤其是父亲的
小菜园，让我的家人满怀期待！

随着气温逐渐变暖，满山遍野
到处是春暖花开的喜悦场景，勤劳
的人们趁周末采集一些山麻楂、山
芹菜、槐树花等应季山野菜，每每
品尝着大自然带给我们的春季馈
赠，父亲就畅想着他一手经营的小
菜园今年的收成。

去年的小菜园在父亲手里生
机勃勃，不仅充实了他的退休生
活，又让身体得到了锻炼；母亲也
喜悦地边享用着无公害蔬菜带来
的酸甜口感，边夸奖父亲坚持耕种

的精气神。在今年的特殊年头里，
更坚定了父亲的劳动热情，每天都
能看到小菜园里忙碌的身影……

儿子顺利开学，也给我腾出时
间，周末陪同父亲一起来到小菜
园。父亲则骄傲地给我讲解着：这
是土豆，这是西红柿，这是茄子和
辣椒……还有花生和玉米，总之，
喜悦心情无以言表！

“有苗不愁长”，父亲用他的言
传身教，教会我们一份耕耘一份收
获；不仅带领我们家庭奏响温馨和
谐的快乐音符——每一株种子、幼
苗的茁壮成长，还把幸福劳作的这
份希望和憧憬分享给身边的家人
和朋友。 食品公司孙英丽

有苗不愁长

6月的第一天，总理视察了烟
台，他看到摆摊的商贩时说：“地摊经
济、小店经济是就业岗位的重要来
源，是人间的烟火，和‘高大上’一样，
是中国的生机。”谁也不曾想到，随着
晚春初夏的到来和天气一起升温的
还有城市的生机，小商贩和熟悉的吆
喝声重回我们的视野。

白天人声鼎沸，夜晚灯火通明，
城市久违的烟火味回来了，而在人
间烟火升腾的背后，也带来了地摊
这种商业形态。自古以来，地摊就
在华夏土地上盛行，《周礼》中“夕
市，夕时而市，贩夫贩妇为主”便是
关于地摊较早的记载，杨志卖刀和

秦琼卖马的故事，多少也带着地摊
经济的味道。张择端曾在《清明上
河图》中记录了北宋时期日常生活，
在画作上生动描绘出各种各样摊贩
的形象。这说明在古代，在街头设
地摊、叫卖商品，是必不可少的一道
城市的风景，也是极为寻常普通的
事。古已有之的地摊经济，到如今
仍能生生不息、源远流长，必有其有
优势可在。

回想过去，曾经在学校周边、小
区门口，卖烤串炸串的、麻辣烫的、煎
饼果子的、烤冷面的，真是一片繁
荣。摊主的锅中冒着烟气，滚烫的油
在五花肉上面蹦哒、辣椒香料在高温

下散发着香味、各色各样的人在不同
的摊位寻找自己所爱。摆摊的小摊
贩和市民讨价还价、锅碗碰撞的声
音，声音嘈嘈杂杂，却带着人间烟火
气让人乐在其中。“地摊经济”的独特
优势加快了城市经济恢复的脚步，街
边小店“原地复活”，深夜食堂觥筹交
错，烟火气再次升起了。

小摊点、大民生。地摊经济爆
发着生命力，为城市带来了复苏，我
们怀念的热闹街市又回来了，由地
摊经济带来的便携和人情温暖是人
间珍贵的质朴温柔，也是最抚平凡
人心的烟火生机，尤其在疫情时期，
让很多人相互之间，自觉不自觉地
拉开了距离，因此也压抑了消费，更
需要这种烟火气。入夜，地摊给生
活在小城的人们带来新的气味，“老
板，一份炒面，放俩鸡蛋”……一声
声吆喝，让城市活色生香。地摊虽
小，却关系着许许多多普通人的生
计，也方便了居民原汁原味的市井
生活，淋漓尽致的体现了一座城的
烟火气。

人间烟火、市井百态，最能抚慰人
心。一大堆人聚在一起，听一个伙计
声嘶力竭大吼打折、甩卖，不买也买
了。任何一座城市都不仅有钢筋水泥
和高楼大厦，烟火气才更是一个城市
的底蕴。毕竟，无“人”不成“市”，无

“市”不成“城”。最抚慰人心的，正是
一座城市随处可见的烟火气。

航务保障部 谢冲

“地摊经济”下的“人间烟火”
龙湖湾龙湖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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