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新公交自 5 月 18 日

起开展车载监控设备统一排

查工作遥
此次检查工作由高新公

交工作人员尧 设备厂家技术

人员组成小组共同开展遥 高

新公交工作人员提前做好调

度系统数据库内容核对袁对

出现无行车轨迹尧 无车载信

号的车辆进行了登记袁 随后

按拟定检查计划登车展开遥
检查人员就车载摄像头位

置尧监控主机是否完好尧存储

硬盘是否工作等袁 进行逐一

排查袁 确保检查做到全面细

致袁力保发现实际问题遥 为期

3 天的检查工作袁 共计查看

125 台次设备尧约 375 个车载

摄像头袁 排查发现的问题已

及时安排处理维护遥
后期袁 高新公交将不定

期开展针对性设备检查工

作袁 切实维护车载监控设备

完备性袁 为车辆安全运营打

下坚实基础遥
渊运营管理部 范晓东冤

高新公交开展监控
检查工作

为保确夏季高温天气下

的行车安全工作袁 在炎热天

气来临之际袁 高新公交多措

并举积极倡导夏季行车安

全遥
天气炎热容易让人产生

急躁的情绪袁 而作为驾驶人

员袁在高温下作业袁如何处理

好行车安全与驾驶情绪显得

尤为重要遥 驾驶员个人应加

强自身学习袁 掌握夏季安全

行车常识袁树立防暑意识袁从

而有效预防和减少交通事故

的发生遥 公司应提前加强后

勤保障力度袁 提前安排技术

人员对车辆尧 站房内的防暑

降温设备进行检查调试袁确

保防暑降温设备功能使用正

常遥
同时袁5 月 28尧29 日袁高

新公交组织开展了夏季行车

安全宣传教育袁 着重针对高

温天气易出现的中暑等现

象袁 张贴预防小常识和应急

处理操作宣传画袁 希望通过

宣传学习的模式袁 让驾调人

员及时有效科学地应对突发

状况袁确保夏季行车安全遥
最后袁 高新公交设定预

野炎冶计划袁安排专人巡查线

路袁 及时掌握和处理突发事

件袁 全力杜绝炎热天气带来

的安全隐患袁 确保在酷暑中

为每一位乘客送去一份 野安
全冶清凉的乘车风遥

渊运营管理部 季孝龙冤

炎热酷暑危安全 提前预防护出行

5 月 13 日袁 高新公交积

极响应合肥市重点工程建设

管理局的组织袁 参加了习友

路渊石莲南路-文曲路冤道路

及管廊工程交通方案听取意

见和建议会议遥
会上袁 市重点局工作人

员展示了拟将实行的习友路

渊石莲南路-文曲路冤 道路及

管廊工程交通组织方案遥 方

案中袁 该路段的习友路将全

封闭袁 创新大道将分阶段半

封闭施工袁 相关部门将通过

设立护栏尧提醒减速尧安装监

控等措施全面展开施工遥 该

交通组织方案是基于对习友

路交通现状的充分分析后制

定的袁 将一定程度上影响高

新 公 交 670 路 尧T696 路 尧
T697 路 3 条公交线路遥

会后袁 高新公交依据会

议的方案内容袁 拟定线路绕

行尧 优化方案袁 并于 5 月 14
日-18 日对绕行道路尧 站牌

挪移等方面进行了现场测量

和勘查袁 通过多次模拟行驶

路径袁 全力做好各项准备保

障工作袁 多方面确保线路调

整后正常运营遥
渊运营管理部 尚仁杰冤

积极响应
合理优化线路出行

随着气温不断升高袁炎

热的夏季已经到来袁 为进一

步确保场站高温用电安全袁5
月 26 日袁高新公交开展皖水

路首末站配电房巡查维保工

作遥
此次巡查维保工作按日

常配电房维护步骤袁 以巡查

规定项目为基准袁 就变压器

温度是否在合理范围袁 配电

柜电流尧 电压尧 功率是否正

常袁仪表信号指示尧计量柜指

示是否正确袁 电气有无异常

等方面袁确认设备运转情况遥

同时就连接桩头尧螺丝尧配电

柜门是否扣整严实尧 降温设

备是否达到温度要求尧 防鼠

措施是否到位牢固尧 漏水渗

水现象是否存在尧 消防设施

是否齐全有效做了反复核

查袁 全面确保配电房使用的

安全性尧 规范性满足规定要

求遥
后期袁 高新公交将定期

安排检查配电房袁 强化皖水

路场站安全用电尧 充电桩设

备管理遥
渊运营管理部 余秋烨冤

日常维护不放松 高温安全有保障

为积极响应国家新能源

汽车产业推广政策袁 落实国

务院和合肥市 叶打赢蓝天保

卫战三年行动计划的要求曳袁
加快推进合肥市的公交电动

化工作袁 高新公交已启动

2020 年燃油公交车更新计

划袁 购置电动公交车 15 台袁
全力推动绿色公共交通发

展袁营造绿色出行环境遥
近年来袁 高新公交不断

推动新能源公交车的推广工

作袁积极更新老旧燃油车遥 目

前已运营纯电动公交车 100

台袁占比 74%曰报废老旧燃油

公交车 50 台袁 占比 59%曰拥
有公交线路 10 条袁运营公交

车总计 135 辆袁 其中空调车

辆 92 台袁 占比 68%遥 根据

2020 年财政预算的车辆购置

计划袁 在夏季炎热天气到来

时袁为提升乘车环境袁高新公

交及时启动车辆采购工作遥
目前车辆采购的审批流程已

完成袁招投标工作正式启动曰
同时车辆报废的相关手续办

理正在积极对接中遥
随着此批 15 台新能源

公交车的后续更新到位袁高

新公交的绿色公交线路覆盖

率将达到 90%尧 空调车线路

覆盖率达到 100%遥 通过新能

源公交车的不断投入袁 高新

区的乘车环境进一步提升袁
高新公交将持续为广大乘客

提供更加绿色尧便捷尧安全尧
舒适的出行服务遥

渊财务部 李琼冤

助力绿色发展 高新公交启动新能源车辆采购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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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中下旬袁高新公交接

到辖区交警队反映袁 希望高

新公交协调解决交通督查卡

在支线公交车辆上实现刷卡

乘车功能遥
为进一步加强高新区警

民团结袁 高新公交了解此情

况后袁 第一时间安排人员与

合肥城市通卡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袁 协调珠海亿达厂家申

请开通交通督查卡刷卡乘车

功能遥5 月 26 日袁合肥城市通

卡股份有限公司反馈已完成

内部审批流程并协调进行刷

卡程序更新袁 目前技术部门

等待新程序研制下发遥
交通督察卡是实行警民

共建时袁 针对交通警察发行

的专项乘车卡遥 高新公交作

为高新区民生公交企业袁始

终全力促进园区和谐稳定发

展遥 针对此项工作袁高新公交

将密切跟进刷卡机程序研发

进度袁 尽早帮助园区交通警

察解决公交刷卡出行问题袁
逐步完善刷卡机乘车功能遥

渊财务部 焦艳君冤

寻回小小身份证 解决出行大难题
5 月 21 日袁 高新公交综

合管理部工作人员前往中安

创谷园区袁 就接驳车运营细

节与园区运营人员做进一步

洽谈遥
随着接驳车的开通袁中

安创谷接驳服务已正式启

动袁 此次洽谈主要为沟通接

驳车停靠点问题遥 中安创谷

接驳车服务因道路施工因素

造成的园区员工上下车停靠

点移动袁经双方沟通袁现阶段

暂不变动停靠点袁 后期根据

道路情况进一步规划停靠点

位置袁 在确保安全的同时保

障便捷性遥
疫情防控期间袁 高新公

交积极对接沟通接驳车细节

工作袁 全面确保服务的合理

化尧贴心化袁为高新区发展增

砖添瓦遥

渊综合管理部 康梦园冤

洽谈促合作 沟通保服务
5 月 21 日晚七点多袁高

新公交客服人员接到一名乘

客来电寻求帮助袁 原因是下

午乘坐高新区公交车时不慎

丢失身份证遥
客服人员通过询问袁得

知乘客先后不同时间段乘坐

656 路和 T696 路公交袁随后

通过智能调度室根据时间点

核对吻合车辆袁经查找袁确定

656 车辆未发现遗失身份

证遥 由于 T696 是专线车袁只
有早晚上下班运营袁 此时驾

驶员已下班袁 于是调度员第

一时间通知 T696 驾驶员胡

师傅第二天早上上班查看是

否有身份证遥
5 月 22 日早上袁T696 驾

驶员胡师傅告知已找到丢失

的身份证袁 驾驶员早上运营

结束后将身份证存放在车

上袁 随后客服人员通知乘客

下午下班乘坐 T696 车从驾

驶员处领取身份证袁 但乘客

告知下午一点多要坐高铁去

外地袁现急需拿回身份证袁得
知此情况后袁 客服人员第一

时间联系胡师傅袁 此时胡师

傅已经下班路上袁 听说乘客

着急要身份证袁 于是立马掉

头骑车回停车场将身份证取

回送到公司袁 同时客服人员

也立即联系乘客到公司领取

身份证遥半个小时之后袁乘客

顺利拿到身份证袁 同时写了

一封表扬信表达对驾驶员的

感谢遥
服务好每一位乘客袁是

我们公交人的责任袁 乘客的

每一封表扬信尧每一次感谢袁
是我们公交人的动力袁 高新

公交将会一如既往做好市民

服务工作遥

渊法规稽查部 杨慧冤

积极对接跟进
完善刷卡机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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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9 日 8 点袁中安创谷

接驳车准点驶出南岗南站袁
中安创谷接驳服务正式启

动遥
安徽中安创谷科技园有

限公司由安徽省投资集团控

股有限公司和合肥高新区管

委会合资组建遥 其建设国际

水准尧国内一流的袁涵盖众创

空间尧孵化器尧加速器尧产业

基地和基金集群为一体的高

端综合创新创业服务社区遥
中安创谷新建园区位于方兴

大道与望江西路交口袁 因受

地理位置影响袁 一定程度上

给园区员工上下班带来不

便遥 高新公交根据中安创谷

园区位置特点及相关需求袁
第一时间拟定接驳方案袁前

后通过多次洽谈进一步解决

了接驳车运营的细节问题袁
其中高新公交针对中安创谷

提出的发车频次尧 运力需求

等问题袁 进行一一分析并提

出解决方案袁 对高新区整体

公交运力资源进行详细分

析遥
通过十几日的对接落

实袁双方敲定运营细节尧达成

运营目标遥 接驳车开通当日袁
高新公交安排专人前往服务

第一线袁了解车辆运营尧服务

等情况遥 接驳车的定制服务

为员工摆脱了野最后一公里冶
的困扰袁 切实为园区员工出

行提供便捷换乘服务遥
疫情防控期间袁 高新公

交始终秉承 野服务园区发展

实现和谐高新冶的宗旨袁将积

极确保接驳车运营安排袁为

新建园区提供便捷出行服

务袁 为促进高新区复工复产

贡献一份力遥

渊综合管理部 康梦园冤

积极对接新建园区 确保优质便捷服务

5 月 9 日袁 高新区召开

中共合肥高新区工委 2020

年政法工作会议遥 高新区工

委书记尧管委会主任宋道军袁
工委委员尧 管委会副主任韦

建华出席会议袁工委委员尧管
委会副主任曹效记主持会

议袁区各政法单位袁工委尧管

委会各职能部门尧 区属企业

主要负责人参加会议遥
会上袁 首先由管委会副

主任韦建华宣读中共合肥高

新区工委平安建设领导小组

叶关于表彰合肥高新区 2019

年度基层平安示范单位的通

报曳袁工委尧管委会领导宋道

军尧韦建华尧曹效记对荣获高

新区 2019 年度基层平安示

范单位的 10 家平安企业尧14
家平安村 (居)尧12 家平安小

区分别进行授牌遥
随后袁高新区政法办尧高

新区法院尧高新区检察院尧高
新公安分局尧 高新交警大队

依次进行工作汇报袁 总结去

年政法工作袁 部署安排今年

重点工作任务遥 会议指出袁过
去的 2019 年袁高新区驻区政

法各单位坚持以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

指导袁 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

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袁 全面

推进政法各项重点工作袁全

区群众安全感和政法满意度

持续野双提升冶尧野双进位冶遥
会后袁 高新公交将坚决

贯彻落实高新区政法工作会

议精神袁 为建设更高水平的

平安高新尧 法治高新出一份

力遥

渊法规稽查部 吴瑶冤

高新公交参加中共合肥高新区工委 2020 年政法工作会议



第 版
2020 年 6 月 第六期 编辑院杨慧 美工院杨慧 校对院黄静

高新公交党务工作者走进华米科技参观学习
为提升高新公交公司党

建的工作水平袁开阔视野尧拓
宽思路袁5月9日下午袁在高新

集团党委的带领下袁 高新公

交党支部党务工作人员赴华

米科技开展党建学习交流活

动遥

华米科技党支部成立于

2017年初袁 经过不断动员与

培养袁 该支部党员人数已从

去年24人增长为41人曰 企业

还投资100多万元袁打造了近

500平米的党员职工服务中

心遥 参观中袁华米科技党支部

副书记朱永梅现场为大家讲

解华米科技党支部特色党建

野1124冶尧创新发展尧廉洁自律

等工作的情况袁 让很多人印

象深刻遥
通过此次参观学习袁对

高新公交公司党支部日后优

化支部建设尧带动党员发展尧
规范党组织活动尧 夯实党建

工作基础等方面有重要帮

助遥
(高新公交 孙晓亚)

5 月 6 日下午袁安徽省

总工会 野抗击疫情 劳动闪

亮冶庆野五一冶先进人物事迹

报告会袁 采取网络直播方式

线上线下同时进行遥 高新公

交工会组织公司广大工会干

部群众观看了此次报告会直

播遥

据悉袁 本次报告会的主

题为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习近

平总书记关于统筹推进疫情

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的

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袁
认真贯彻党中央尧 国务院和

省委尧省政府重大决策部署袁
宣传广大职工坚守岗位尧履

职尽责尧不畏风险尧奉献担当

的感人事迹袁弘扬劳模精神尧
劳动精神尧工匠精神袁引导广

大职工为夺取疫情防控和实

现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双胜利

作出更大贡献遥 会上袁2010年
全国先进工作者尧 全国五一

劳动奖章获得者尧 安徽省血

吸虫病防治研究所所长尧安

徽省支援湖北医疗队总领队

汪天平袁2020年全国先进工

作者候选人尧 安徽医科大学

第一附属医院高新院区副院

长尧 急诊医学科主任医师张

泓袁 安徽省五一劳动奖章候

选人尧 省胸科医院护士汪海

珠等5位抗疫先进典型在现

场分享了自己的抗疫故事遥
与会干部职工在深受感动的

同时袁也深受教育尧鼓舞和鞭

策遥
高新公交公司将以此次

报告会为契机袁 开展专题宣

传教育袁 激励员工以劳模为

榜样袁向先进人物看齐袁用劳

模的优秀品质集聚正能量袁
为夺取疫情防控和实现经济

社会发展目标双胜利作出更

大贡献遥
渊高新公交 孙晓亚冤

野头脑风暴冶话党建 共谋发展新篇章
5月9日下午袁 高新集团

党委组织召开一场别开生面

的党建工作座谈会袁 利用头

脑风暴的形式共谋党建新思

路尧共筑党建新堡垒遥 高新公

交党支部党务工作者参加会

议遥
会上袁 集团党委党务工

作者们分别向大家详细解读

了2020年党建工作目标考核

任务尧 国有企业党的建设工

作31项任务清单及党建信息

报送任务等袁 并邀请了城创

公司党务工作者介绍城创公

司特色党建工作开展经验遥
随后袁 集团党委党务工作者

动员大家畅所欲言袁 以问题

为导向袁 进一步完善党建工

作基础遥 与会人员踊跃发言袁
既对2019年党建工作予以总

结袁 也对工作开展中的问题

予以深入剖析袁 并积极提出

下步举措和一些创新方法遥
大家谈认识尧 找差距尧 挖根

源尧寻对策袁以互学互助互评

的方式袁 找准目标尧 找准症

结尧找准重点袁共同掀起了一

场热火朝天的野头脑风暴冶遥
此次座谈袁全方位尧多角

度的探索了基层党建工作的

方式与方法袁 为高新公交党

支部继续向着全面促进党建

工作再上新台阶的目标奠定

基础遥
(高新公交 孙晓亚)

童年是一段值得回忆的时光，而儿童节则是每一个孩子最期待的节日。在2020年儿童节来临之际，高新

公交秉承关怀员工的信念，开展“六一”儿童节送书卡活动，为符合条件的职工子女送上一份成长的祝福。

孩子像是一颗种子，陪伴孩子的我们要做的是支持他们，帮助他们成为最好的自己。而读书就是一种路

径，读书可以开拓孩子的视野，丰富孩子的知识面。高新公交希望通过六一活动的开展，培养孩子们的读书

兴趣，在孩子们节日里，让孩子们书本里获得更多层面的“储备力”。

一张张书卡，引领孩子们走进知识的海洋，亦体现了高新公交对员工的关心和对少年儿童的爱护，通过

活动开展，不仅为孩子们送上了一份节日的特殊礼物，也增强了员工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综合管理部 康梦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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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的教诲是一盏灯袁把我的前程照亮;父亲的关

怀是一把伞袁为我把风雨遮挡遥 您就是大树袁您就是

蓝天袁有一种幸福叫儿女袁有一种温暖叫关怀袁有一

种亲情叫父爱遥 把最真的尧最深的尧最早的祝福送给

父亲袁是儿女们的心愿遥 您用如山的父爱袁撑起了我

童年成长的一片灿烂;您用大海的胸怀袁包容了我少

不更事的调皮捣蛋遥 感谢您的养育之恩浴 祝福您父亲

节健康快乐浴 渊季孝龙冤
父爱都是内敛的袁从来不会对着孩子说出我爱你

这样肉麻的话语曰父爱都是沉重的袁从来不会因为自

己的肩膀承受不住而随意放弃遥 从来只有歌唱世上

只有妈妈好袁但不曾想过袁父亲其实也一样袁男人都

是羞于表达的袁只会把情感深埋于心里曰那爬满褶皱

的脸上袁看见孩子长大成人的笑容袁那因辛劳而躬起

的背上袁扛起的是家庭的责任与幸福浴 渊陈大伟冤
儿时袁印象中父亲是严厉深沉的不苟言笑袁父爱

感觉最多的是严厉袁 偶尔还有点不近人情袁 稍有不

慎袁就有能招来一顿斥责袁但却很少打骂我袁即使做

的太过遥 就这样袁那时的我袁却常常惹他生气袁甚至对

着干袁每当这个时候袁我看到父亲严重满满的伤心的

无奈袁长大了袁随着自己也为人父时袁才懂得严厉的

背后是深深的袁深藏而不露只有付出袁不求回报袁即

使有很大的压力和困难袁也独自默默的承受袁绝不给

我们半点委屈遥 人们常说母爱伟大袁父爱如山袁而我

只想对父亲说您辛苦了遥 渊窦军冤
想想你的背影袁我感受到了坚韧袁你是家的脊梁袁

有你家才变得安全舒适袁你是遮风挡雨的大伞袁有你

我才不怕雨大风狂遥 你的严厉是爱的表现袁你的批判

是爱的展示袁你的教导是爱的基础遥 小时候袁你的大

手是最温暖的袁你的肩膀最有力袁你的疼爱最深厚遥
爱伴着无声的雨袁滋润着我成长的路袁情随着无言的

期盼袁 呵护我成长的路程遥 父爱是一座大山挺拔伟

岸袁是家庭坚实的依靠袁父爱是一缕阳光温暖和煦家

人心灵袁父爱是一片大海袁宽广深远容纳家人所有袁
父亲节袁祝愿天下父亲健康幸福遥 渊范世芳冤

父爱如海纳百川袁岁月在父亲的脸上留下了许多

痕迹袁还记得儿时父亲一直叮嘱我好好好学习袁做一

个正直向上的人遥 小时候父亲总是一个人在外面辛

苦的挣钱养家袁您总是用朴素的方式去表达您的爱袁
但您的爱足够我用一辈子遥 父亲节到了袁祝爸爸父亲

节快乐浴 渊范晓东冤
看起来严厉袁其实很温柔曰看起来深沉袁其实孩子

气曰看起来寡言少语袁其实唠叨很多话遥 而最宽广的

是你的胸怀袁最粗糙的是你的手掌袁最有力的是你的

肩膀袁最沧桑的是你面庞袁这就是我最敬爱的父亲遥
愿我最虔诚的祝福袁带给你无尽的喜悦遥 祝你每一个

今天都过的幸福美满袁 愿你每一个明天都比今天快

乐袁祝父亲节快乐遥 渊符瑛冤
父亲的爱袁全心全意不求回报曰父亲的爱袁有始无

终不减分毫曰父亲的爱袁博大宽广善良美好曰父亲的

爱袁相伴此生贵如珍宝遥 不论微笑还是气恼袁父亲的

爱不曾减少曰 不论咫尺还是天涯袁 父亲的爱一直围

绕遥 父爱是一种默默无闻袁寓于无形中的一种感情袁
只有用心的人才能体会遥 父亲节到来之际袁送上一句

对父亲的一声祝福院愿天下所有的父亲健康长寿袁幸
福永远遥 渊尚仁杰冤

父爱袁需要用时间来读懂袁就如同一个人如果读

懂了朱自清的叶背影曳袁就说明他已不再年轻遥 曾经一

直觉得父爱如山袁是深沉的尧严肃的尧默默付出的袁但
现在看年轻的父亲们带孩子袁父爱如山一动不动尧父
爱如山体滑坡野活着就行冶浴 可是袁无论哪种父爱都是

无法代替的袁愿所有的儿女都能好好珍惜这份爱袁同
时也祝愿所有的父亲节日快乐浴 渊吴瑶冤

中国人对父母亲的感情一般都是比较含蓄的袁小
时候袁父亲工作一直很忙袁他偶尔在家袁我都是躲着

他的袁搬家后袁母亲早出晚归袁这才有了真正跟父亲

相处的时光袁那时袁我总是坐在他自行车的后座袁去

很远的地方买文具袁我总是站在厨房外袁等着他做好

饭袁我总是在犯错后袁接受着他凌厉的批评遥 这回忆

里的点点滴滴就是父亲对我的爱袁现如今袁父亲已经

年迈袁只希望他以后的日子健健康康遥 渊余秋烨冤
父亲是一家人的天袁父亲是一家的顶梁柱浴 道一

声老爸,是您守护全家的幸福浴 道一声老爸,是您包容

儿女的任性浴 道一声老爸 , 是您一生为了家始终劳

碌遥为了儿女的成长,您的脊梁不再那么挺拔浴因为生

活的压力,您的头顶布满了白发浴 您是一棵树,为全家

遮风挡雨浴 父亲节袁在这个您的节日里,道一声院老爸浴
您辛苦啦!愿老爸永久健康!渊李健冤

不管是爸爸对孩子的爱袁 还是孩子对爸爸的爱袁
好像永远都是羞于说出口的袁就像这父亲节袁也没有

像母亲节那样大张旗鼓的遍地开花遥 可能是中国多

年来的传统根深蒂固袁 让我们对于爸爸的感觉就是

严肃的尧是家里的顶梁柱袁是由内的尊敬袁不能像对

待妈妈那样口无遮拦袁 也就造成了今天我们和爸爸

之间没有那么顺畅的彼此表达我们的爱遥渊孙晓亚冤
父亲如山袁给我坚实的依靠曰父爱如海袁给我最无

私的包容遥 父爱从来都是深沉严厉的袁 细微而不张

扬遥 父亲是我人生道路上的一个指向标袁他教导我要

做一个诚实尧正直尧自强的人曰遇到问题时袁他总是给

我支持与鼓励袁永远是我强大的后盾遥 父亲节来临袁
希望我的父亲身体健健康康袁晚年生活顺心如意袁尽
享天伦之乐浴 渊李琼冤

记得小学时写过一篇作文叶最伟大的人曳袁这篇作

文中的主人公正是我的爸爸遥 是的袁爸爸在我心目中

始终是高大严厉袁 无所不能袁 是真的甘于牺牲自己

的遥 才有了大家庭从一贫如洗到生活幸福的改变遥 爸

爸是我们小家的主心骨袁是大家族的顶梁柱袁我敬佩

爸爸的所作所为袁更感慨爸爸的付出遥 此后余生袁别
无他愿袁只愿您再无苦痛袁健康安乐遥 渊焦艳君冤

父亲如天袁给我们遮风挡雨袁父爱如地袁给我们灌

溉希望袁父爱如山袁给我们坚实依靠遥 父亲的教诲袁让
我们长大不坏曰父亲的呵护袁让我们现在可爱曰父亲

的照料袁让我们长得漂亮帅气院父亲的榜样袁让我们

心有关怀遥 海水虽深没有父爱深袁土地很大没有您的

胸怀广阔遥 您永远任劳任怨袁为家着想遥 借着六月清

凉的风袁对您说一声袁祝爸爸父亲节快乐袁也祝福所

有父亲永远健康幸福遥 渊李学英冤
当你的手臂已举不起我长大了的身体袁当我已不

再是那个在你身边蹦跳的小娃袁 但你仍然是我愿意

依靠的大山袁永不倒塌遥 虽然您不轻易表露袁但我知

道您一直都在关心着我遥 .当我遇到挫折和困难时袁我
第一个想起的就是您袁当我遇到快乐大转盘时袁我第

一个告诉也是您遥 父亲的爱如同大山袁大爱无言袁通
常都是默默的关注着我们的生活袁让我们感恩父爱袁
感恩这伟大的爱遥 渊 杨洁冤

岁月沧桑了您的容颜袁 时间改变了您的身姿袁白

发占领了您的鬓角袁 皱纹爬上了您的额头遥 如果在

家袁记得对老爸说一声节日快乐袁感谢他的付出曰如

果不在家袁记得打个电话袁电波一样可把问候传达遥
你辛劳无悔无怨袁你付出默默无言袁您是我道路上的

明灯袁您不但给了我生命也指引了我成长的方向袁父
亲节到了袁祝您节日快乐尧身体康健浴 渊浦劲松冤

感恩父亲的大手袁 教会我们如何靠双手去争取曰
感恩父亲的臂膀袁教会我们如何去承担责任曰感恩父

亲的身躯袁教会我们如何自强的立于天地遥 爸爸袁您
总是用最平淡最朴素方式去表达您的爱袁 但您的爱

却足够我受用一辈子您总是关怀着我袁鼓励着我袁引
导着我遥 您在我眼中总是无所不能袁再难的事到您面

前袁都可以解决袁您是我心目中的英雄遥 一年一度的

父亲节又到了袁祝您父亲节快乐袁我爱你遥 渊黄静冤
野总是向你索取却不曾说谢谢你袁直到长大以后

才懂得你不容易袁每次离开总是装做轻松的样子袁微
笑着说回去吧袁转身泪湿眼底袁时光时光慢些吧袁不

要再让你变老了袁我愿用我一切换你岁月长留噎冶一
首叶父亲曳诠释了所有袁他是这世界上最爱我的男人袁
把爱全给了我袁父亲节将至袁祝天下所有的父亲节日

快乐袁身体健康袁快乐常在遥 渊杨慧冤
那一年袁你弯腰扶我袁我学会走路曰这些年袁你野弯

腰冶伴我袁我已然成长遥 堆满风霜的肩头袁撑起了一片

天空遥 不复挺拔的背影袁亦如丰碑般隽永遥 在严厉中

细品父爱袁在无声中感受温情遥 渊彭翔冤
爱一生之父母袁爱父母之一生遥 爸爸袁不管您是穷

是富袁是贵是贱袁我都永远爱您袁您都是我心中的好

爸爸遥 走过山山水水袁脚下高高低低袁经历风风雨雨袁
还要寻寻觅觅袁生活忙忙碌碌袁获得多多少少袁失去

点点滴滴袁重要的开开心心浴
献给您无限的感激和温馨的祝福袁还有那许多回

忆和深情的思念袁因为您慈祥无比袁难以言表袁祝您

父亲节快乐浴 渊金晗冤
老爸袁 老爸噎记得年幼的自己总是这么叫喊着袁

而爸爸总是无奈地回答野不老都给你喊老了冶遥 岁月

的脚步已渐行渐远袁 而爸爸依旧是自己心中的那座

高山袁虽两鬓斑白袁却丝毫不影响那份爸爸的味道遥
无论时光如何行走袁 都抹不去在爸爸身旁的那份安

全感遥
在这个节日里袁希望爸爸健康尧快乐尧舒心的享受

着退休后的时光袁祝愿所有的爸爸袁节日快乐遥 渊康梦

园冤
父亲节寄语 当我有了娃娃袁 才知道父亲的不容

易袁我才理解父亲对我的期待袁对我深藏不露的爱遥
我虽然没有做到父亲的期望袁 但基本上做到了父亲

对我说的话袁人可以有很多缺点袁但做人的底线不能

碰袁为人子有孝道袁为人父要重身教袁为朋友要有诚袁
为国家有忠道遥 子承父业袁子承父教袁薪火相传袁生生

不息遥 渊赵旗冤
爸爸袁 您总是用最平淡最朴素方式去表达您的

爱遥 您是慈父袁不论何时你都是我的拐杖袁给我支持尧
给我方向尧 给我力量袁 让我可以走好今后的每一段

路遥 现在我已经长大袁让我来做您的拐杖袁陪您在人

生道路上继续幸福地走下去袁愿您身体健康袁每天都

能开开心心浴 爸爸袁我爱您浴 渊苏婧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