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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终秉承“满意没有终点站”的服务理念，
一桩桩好人好事不断涌现出车厢，成为了一道
道文明的风景线和乘客的爱心港湾。乘客发
来的“好人卡”，“雪中送炭”的暖心人……他们
就是默默付出的公交人。

近日，有位七旬大爷，手足无措、焦急的在
杜儿坪场站门口徘徊。正在站休时间吃饭的
宋师傅发现后，连忙放下饭菜，带老人到站内
休息，一边安抚老人一边送上饼子等食物给老
人充饥。通过老人描述的情况，他判断老人就
是杜儿坪附近的居民。这时围观的同事小李
说：“这个大爷好像在我们院儿见过，我问问家
里人”说完拿起电话打回家里，家里人回复说
走失大爷还真是院儿里的，平时在院儿里也经
常看到老人找不到家，好心的邻居就会招呼他
吃饭或送他回家。得知大爷的情况后，宋师傅
通过邻居提供的电话联系上大爷的儿子。

十几分钟后大爷的儿子赶来，他说也就是
做饭的功夫，大爷就溜出了门，家人正在院子
里找他呢。看到老人安全，还被他们招呼着吃
了饭，大爷的儿子非要掏出钱感谢，大家纷纷
拒绝，表示遇到这种事谁都会伸手帮忙。

（一分公司 徐翠翠）

2020年12月10日

12 月 1 日傍晚，太原市普降大雪，给市区
交通出行带来不便，为了保障乘客的安全出
行，四分公司六车队立即启动应急预案，干部
职工立马行动起来，他们战冰雪，保运营，浴

“雪”奋战！全力保障市民出行。
次日凌晨5点，雪花纷飞。车队队长书记、

安全员此时正在进行安全例检，重点检查轮胎
气压、水箱、润滑油等。60路驾驶员杨春光提前
1小时到岗，清除挡风玻璃、雨刮器上冰雪。清
晨6:15，第一班828路公交车从富力城准点发
车，行驶在未完全苏醒的城市中，披星戴月，摆
渡着那些为梦想和生活而努力奋斗的外出人。

雨雪天气面前六车队严格做到车内一趟
一清扫。对于车内积水、上下门台阶的积雪积
冰，每到终点站都必须及时清理，驾驶员每站
都会使用车内扬声器对乘客进行温馨的安全
提示：“小心脚下湿滑、请站好扶稳”等内容。
正是有了充分的准备来应对今冬的大雪天气，
咱们公交人才能无惧风雪，井然有序的开展安
全运行工作，为太原市民营造一个高质量的出
行环境。 （四分公司 韩宇燕）

敬爱的党：
回顾过去，我们党的奋斗历程

与光辉历史，犹如一本本红色革命
教育的史书激励着我们，更让我们
思考着过去的起起伏伏，更让我们
牢记初心和使命。习近平总书记曾
强调，不忘初心，方得始终，中国共
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
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这
个初心和使命是激励我们中国共产
党人不断前进的根本动力，我们党
内同志一定要永远和人民同呼吸，
共命运，心连心，永远把人民对美好
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

作为公交驾驶员、党员，我更加
时刻牢记初心和使命，永远把乘客
的需求摆在第一位。2020年春节即
将来临之际，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
疫情在全国蔓延，在抗击疫情，捍卫
人民安全的重要时刻，逆行者不仅
仅是白衣天使，还有我们这群默默
付出的公交人，同样是站在防控疫
情的最前沿，不惧艰难，怀揣理想，
勇于担当，在战役的关键时刻，无私
奉献着大爱用爱温暖着整个社会。

驾驶员驾驶公交车坚守在一线
岗位，我们既是安全员，又是车厢消
毒员，出车前和收车后每一趟回来，
我们都要认认真真地做好车厢每一
个地方的消毒工作，以保证乘客的

健康安全，乘车中，经常能听到司机
叮咛着“师傅，请带好口罩乘车，谢
谢合作”“师傅，请您把口罩尽量带
好”，“师傅，疫情期间，为了大家的
健康，请不要关窗户，谢谢”……

为了给乘客提供更安全的乘车
服务，公交车的趟次消毒在疫情防
控中显得尤为重要。因为疫情爆发
突然，趟次消毒人员紧缺，我身为一
名党员，第一时间向党组织递交请
战书，参加党员志愿服务队，利用个
人站休时间和业余时间参加趟次消
毒。每天我都尽量提前到岗，对自
己的车辆进行一次出车前消毒，让
我的乘客更安心的乘车。站休时，
我不仅将自己的车消毒，同时帮助
车队完成更多车辆的趟次消毒，虽
然每日披着疲惫的身躯回家，但我
无怨无悔，我深知这场抗“疫”战争
是全民战争，每一个人都是一个战
士，身为党员我更不能退缩，我一个
人的力量虽然有限，但我可以带动
更多人参加到这场战争中，为早日
战胜疫情贡献自己的力量。

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场上，公
交驾驶员，全身心投入到了公交一
线运营中，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做好
疫情防控工作，展现了公交人对党
忠诚，与党同心的初心使命。

前阵子，《后浪》视频刷爆某视频网站，视频
中后浪青年的生活多姿多彩：或于伦敦街头弹古
琴，或于旅游景点穿汉服，或于一望无垠的草原
赛马，或运用各种酷炫特效拍摄技术流作品......
这些生活无疑是很多青年眼里的“诗和远方”。
生活丰富、选择多样、自信有底气，但在现实中，
这些“诗和远方”只是先发生在一小部分后浪身
上，更多的人还需要在沙滩上努力着。

我听到过很多公交前辈退休后开着车自驾
游的故事、好不羡慕，再看看被两头班搞的身心
俱疲的自己，只一瞬，便对生活失去希望，恨不得
立马退休，逃避这一切。如果读到此处的你也是
这么想的，恰恰说明你还不够成熟，要知道成年
人过日子，最真实的一面是：妥协。那些被你羡
慕的公交前辈们，正是熬过了这段艰苦奋斗的岁
月，妥协了所有不切实际的想法，才有了如今的
自驾之旅，实现了自己的“诗和远方”。而这期间
过渡的，是在期待里接受妥协，是在无奈恐惧里
锤炼，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那段泥泞路要走，
任谁也躲不掉。

一直以来，有的人为了生存妥协，有的人为了
梦想妥协，这一切的期待和妥协，都于2020庚子年
开始转折。由于“新冠”疫情影响，有许多年初计
划被迫搁浅；有许多人承受着“双贷”的心理压力；
有许多家庭一夕间遭受生死离别......在和平年代，
是去北漂拼搏还是在国企稳定，是去创业还是保
住现有“饭碗”，是疲于工作还是苦学深造？这些
真实的想法与世俗之间的冲突，总得做出一个选
择。面对选择，有的人虽然辛苦但无愧于心、有的
人过得自在却内心空虚，每一种选择都有代价。

生活，如果不解决眼前的苟且，诗里的内涵你
读不懂，远方的意义你也悟不出，只有从苟且生活
里体验生存的意义，才能在诗与远方里升华。如
果你热爱当下，深耕苟且，那么心里的诗和远方可
以助你坦然面对，远处的诗和远方可以助你提高
眼界。

每个人都有他想要去的诗和远方，正如人生
的这一份答卷：

我们到底是为了什么而活着？
不为别的，为活着本身而活着。

诗和远方

亲爱的妈妈，我们的党：
女儿想和您说说心里话。这些话在

我心中藏了许久，但一直无缘和您倾诉。
咱们中国老百姓的传统，特别是 60 后从
小的教育总是不习惯直接表达自己的爱
意，但爱您的心从未改变，时光境迁，爱更
像一杯浓茶。

我出生在三年自然灾害后的 1967
年，当时生活虽然已经好转，但是想每人
拥有一辆自行车是根本不可能的。到了
上中学时，我骑的是一辆破旧的“永久牌”
自行车，常常坏在半路上，当时的马路都
是坑洼不平的土路，使我无数次的一瘸一
拐推着自行车往家走。1985年，我考上了
大学，爸爸是骑自行车带着我走了五公
里，才有一辆往市区发的公共汽车。车上
充斥着各种各样的汗味、菜味儿。挤得根
本下不了脚。50公里的路硬生生用了将
近3小时才到。在班里，一名临汾的同学
有一辆崭新的“飞鸽”自行车，最终它成了
我们全班50名同学课余时间竞相代步的
公用工具。1989年我大学毕业分配到公
交公司。迎泽大街上虎虎生威的大一路
铰接车，跑来跑去，别提多神气了。1992
年我结婚了，拥有了真正属于自己的一辆
崭新的紫色“五洋”自行车。叮铃叮铃的
载满我新婚的快乐。过了两年，又换了一
辆蓝色的记不清车牌的变速车。我的骑
艺也大为见长，车座后，儿童座椅坐上了
儿子。再后来 2003 年，我们家拥有了自
己的小轿车，一辆银灰色的夏利车，车不
大，但就是这辆车，我们跑遍了山西全
境。恒山、悬空寺、洪桐大槐树、北武当、藏山绵山......到处洒
下了我们欢歌笑语。随着生活条件的好转，2009年，我们又
换了一辆更加舒适、宽大的马自达。

2012年9月，公交公共自行车投入运营了，橙绿相间的
公共自行车，成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我响应“绿色环保，低
碳出行”的生活理念，骑自行车上下班。汾河桥畔、长风商
务、大街小巷自由穿梭，既健身又环保，骑自行车成为了一个

社会新风尚。
亲爱的妈妈，我还要告诉您：今年年底，太原地铁２号线

也要通车了，我们生活在这个现代化的都市里，用现在时髦
的一个词形容就是：幸福感爆棚！

妈妈：到明年您的百岁寿诞之日，我们的生活一定会更
上一层楼，我是共和国的幸运儿，我爱你，我们的党，感谢
你。我们亲爱的党！ （自行车公司 冯俊萍）

电车分公司 张希阳

公交人雪中毅力前行

冬日的暖心照顾

因降雪气温骤降，三分公司修保车间按照恶劣天气应急
预案，电工、抢修工提前到岗。对早班各个车辆灯光雨刮等安
全部位逐一检查，确保每一台出场车辆安全可靠。

（三分公司 张玉珊）

（五分公司 崔建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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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店 里 来 了 一
位大爷，他挑了个玉
手镯，问我都是老客
户 了 ，能 不 能 便 宜
点？

我说：“大爷，我
咋看你那么面生？”

大爷：“我一把
年纪了，还不是老客
户么？”

２、随着社会的
进步，人们的付款方
式也在不断的变化，
我记得小时候是用
现金付账，到后来是
刷卡付账，到了现在
是手机支付，所以社
会这么进步，告诉我
们一个道理，想捡个
钱是越来越难喽。

３、和母亲去南
京旅游，路上母亲突
然问我：“南京市长
叫江大桥吗？”

我一想她从来
不看新闻，怎么会知
道这个？于是问她：

“你怎么知道？”

她淡淡说到“我
刚才看见一块牌子，
上面写着南京市长
江大桥欢迎您。”

我：......

４、有人把人生
比成马拉松，我直到
最近才有这种感觉。

开始看到有人
跑在前面，有人落在
后面，有人辛苦喘着
大气，有人低头认真
小跑，有人因为鞋子
不舒服皱着眉头，有
人毫无压力地跟同
伴嬉笑。

再跑下去，也许
有人停下来，有人倒
下去。

也开始明白，给
前面的人致敬，给后
面的人鼓励，才是人
生长跑里最舒服的
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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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是
在我国将进入新发展阶段、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正处
在关键时期召开的一次具有
全局性、历史性意义的重要
会议。习近平总书记在全会
上的重要讲话深入分析了我
国面临的国际国内形势，系
统阐述了今后一个时期发展
的战略部署，提出了一系列
新思想新论断新要求，为我
国未来发展指明了前进方
向、提供了根本遵循。

全会召开后，我公司按
照市委、集团公司党委相关
要求利用集体学习、微信等
方式传达了十九届五中全会
精神，召开专题会议，精心安
排部署，全体党员干部认真
学习贯彻了党的全会精神，
充分利用电子信息、集中学
习、宣传看板等广泛宣传，营
造浓厚学习氛围，迅速在全
所党员干部职工中掀起学习
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
会精神热潮。

要把学习贯彻党的十九
届五中全会精神作为当前和

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
务。要充分利用中心组学
习、“三会一课”、主题党日、
班前班后会、“学习强国”
APP、“三晋先锋”APP等方式
组织集体辅导和个人自学，
党员干部带头学，党支部书
记精心备课做好辅导，帮助
广大党员职工及时准确掌握
全会精神的基本内容，不断
学深悟透，通过谈认识、谈体
会，撰写学习心得体会和理
论文章，进一步加深理解，从
中领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实践伟
力，从而更加自觉地增强“四
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
做到“两个维护”，准确理解
和把握全会提出的12个方面
的战略部署，切实增强责任
感使命感，不折不扣地将全
会精神落实到各项工作中。

通过反复学、认真学，进
一步把广大党员干部群众的
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全会精神
上来，加快实现“电车情 公
交梦”的目标，助力公司高质
量发展。

（电车分公司 张 琦）

为深入学习宣传习近平总书记全面依
法治国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弘扬宪法精
神，维护宪法权威，在第七个“12.4”国家宪
法日来临之际，太原公交集团工会同北京
市一法（太原）律师事务所联合开展了专题
普法宣传活动。

集团公司工会在五楼会议室设立了宣
传咨询服务台，活动中，集团公司工会向各
基层单位职工发放了《宪法》《劳动法》《工
会法》等法律宣传手册，上百册法律读本很

快被职工索要一空。随后，北京市一法（太
原）律师事务所费晓杰律师在现场解答了
职工们提出的法律问题。

这次活动让法律走到每一位职工身
边，让职工们对宪法有了更多的了解，大大
增强了职工自身的法治观念和维权意识，
同时也在集团公司营造
了尊法、学法、守法、用
法的浓厚氛围。

（集团公司 李晓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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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纪
念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
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激励全体

党员对标对表先辈英雄，弘扬伟大的抗
美援朝精神，在实际工作中勇毅奋进、不
懈奋斗，保修厂机关党支部在“三重温、

学四史”学习教育当中，开展了“铭记历
史·传承伟大抗美援朝精神”主题党日活
动。

活动中，全体党员面向党旗，重温入
党誓词。每一位党员在庄严宣誓的过程
中，回忆自己入党时许下的铮铮誓言，从
而提升自身强烈的责任感、使命感，进一
步树牢初心、担当使命。支部书记带领
大家集中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中
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 70 周
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激励党员铭
记历史，学习、传承和弘扬伟大的抗美援
朝精神，并以抗美援朝精神为指引，立足
本职、不畏艰难、敢于拼搏，为一线做好
服务，推动公交修保高质量转型发展。
为提升学习效果，丰富活动内容，党员们
集中观看了抗美援朝系列专题片《国家
记忆》，在观看的过程中，深刻感受人民
志愿军艰苦卓绝、浴血奋战的爱国主义
和革命英雄主义精神，感受人民志愿军
用鲜血和生命捍卫维护了国际正义、捍
卫了世界和平的精神力量，从而凝聚起
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知难而进、坚韧向
前的精神力量。

同时，支部还请退役军人代表向党
员们讲述自己的军旅生活，大家在分享
他人军旅生活的过程中，深入了解军队
严明的纪律、军人不怕吃苦敢打硬仗的
本色，以此激励党员学习和发扬军人一
不怕苦、二不怕死的作风和敢打硬仗、能
打硬仗、勇于担当、无私奉献的优良传
统。

此次专题主题党日活动的开展，是
支部深入开展“三重温、学四史”学习教
育的一项重要内容和活动延伸，是对广
大党员进行爱国主义、革命英雄主义等
党性教育的有力抓手。在活动开展的过
程中，充分引导了全体党员进一步深入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中国人民
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 70 周年大会
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传承历史精神,坚守
历史使命，以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为指
引，立足岗位、不畏艰难、艰苦奋斗、担当
奉献，在实际工作中带头发扬抗美援朝
精神，并且以史为鉴，做珍爱和平、维护
和平的表率，锲而不舍为公交修保发展
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保修厂 文/杨静 图/阎致诚）

“铭记历史·传承伟大抗美援朝精神”主题党日活动在基层________ ________



公交驾驶员拾金不昧展公交美德

近日，已经多次来到一分公司三车队 7路车调度站的李大
娘，终于见到了妥善保管失物的当班驾驶员郭冬明，亲手献上
锦旗以示感谢。她还为其他驾驶员，买了水果，感谢公交公司
培养出品德这么高尚的公交人。

原来前些日子，李大娘从矿务局乘车前往下元商贸，为逝
去的父亲买些祭品。可谁知在乘坐7路郭师傅的车回途中，因
买的东西较多，将自己的包落在了公交车上。旁边乘客发现

后，将包交给了当班驾驶员郭冬明。郭师
傅因还在运行中，怕失主回头找，便将包
交给管理人员妥善保管。十多分钟后包
里的电话响起，李大娘打来电话，管理人
员接通后告知情况，并等待大娘来取回失
物。不到半小时，李大娘来到调度站取
包，她说，包里有钥匙、一部手机，还有750
元的现金。东西放到邻居家，她就急忙赶
来。对于驾驶员妥善保管，她非常感激。

取回包的李大娘，曾多次来到调度站，想当面感谢驾驶员
郭师傅，可每次都不巧错过。看到调度站的墙上挂着许多拾金
不昧的锦旗，于是她来到河龙湾车队调度站时，买了些水果给
其他驾驶员师傅。中午12时40分，郭师傅的车回来了，她亲手
送上锦旗，还热情地要拉着郭师傅去吃饭。郭师傅婉拒，表示
这是他应该做的。

（一分公司 徐翠翠）

二出租公司举行二出租公司举行
““20202020年全民终生学习活动周”启动仪式年全民终生学习活动周”启动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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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一 月 份 曝 光 台

保卫处：
本月保卫处治安消防共检查全公司重点要害部位 139 处，查获违章 86 起。其

中，一公司 11起，二公司 7起，三公司 6起，四公司 11起，五公司 9起，电车公司 5起，
物资公司6起，物业公司16起，保修厂2起，一出租4起，自行车公司2起，IC卡中心2
起，结算中心4起，检测线1起。

本月主要问题汇总如下：
一、治安方面
1、治安消防责任人铭牌未更新；2、易燃易爆记录本提前填写；3、值班人员（干部）

未佩戴执勤标志；4、值班室门卫不负责任。
二、消防方面
1、库房存放货物“五距”不符合要求；2、消防器材、消防柜未保养；3、电动自行车

违规充电。

行政处：
1、厂容厂貌方面共性问题有

（1）部分单位厂区烟头、杂物乱扔现象；（2）部分单位厂区环境卫生差，需及时整
改；（3）物业公司宿舍区存在院内、楼道内、车棚内杂物乱堆乱放不及时清理、环境卫
生差、公共设施损坏不修等现象。

2、食堂共性问题有
（1）部分食堂用具不卫生、库房内乱摆乱放，需加强管理；（2）部分食堂存在工作

人员不穿戴工作衣帽现象，需加强管理。

技术处：
1、例保:11月例保按当月营运车数比例10%进行抽查，共查出扣分项目42项，其

中：一公司9项;二公司10项;三公司6项;四公司7项;五公司5项;电车公司5项。
2、保养：11月保养按当月进保车数比例4%进行抽查，共查出扣分项目26项，其

中：一公司5项; 二公司4项;三公司5项;四公司5项;五公司3项;电车公司4项。

运管处：
1、交通安全方面：

11月份，查处交通违法行为49起，其中一公司5起，二公司11起，三公司11起，四公
司8起，五公司11起，电车公司3起。其中交通违法项目最多的进站不靠边19起，占
总起数的39%。

2、车厢服务方面：
11月份，查处电车公司车厢服务违章否决项目（与熟人闲谈）1起。

3、票务稽查方面：
11月份，查处票务违章5起，其中一公司1起（免费卡违章使用）、四公司2起（免费卡
违章使用）、五公司1起（免费卡违章使用）、电车公司1起（免费卡违章使用）。

运调处：
本月运调处对各分公司所属站务责任区进行了站务设施，组织了一次站务大

检查，检查以下为2020年11月考核结果：
一公司：检查公交候车廊19处，站杆站点28个，共计47个，3处未达站务设施标

准，主要是公交站点卫生差等。
二公司：检查公交候车廊17处，站杆站点24个，共计41个，4处未达站务设施标

准，主要是公交站点卫生差等。
三公司：检查公交候车廊15处，站杆站点23个，共计38个，4处未达站务设施标

准，主要是公交站点卫生差等。
四公司：检查公交候车廊19处，站杆站点24个，共计43个，3处未达站务设施标

准，主要是公交站点卫生差等。
五公司：检查公交候车廊22处，站杆站点26个，共计48个，3处未达站务设施标

准，主要是公交站点站杆方向不对等。
电车公司：检查公交候车廊16处，站杆站点23个，共计39个，3处未达站务设施

标准，主要是公交站点卫生差等。
自行车公司：检查公交候车廊18处，4处未达站务设施标准，主要是公交站点卫

生差等。
高保厂：11月份因候车廊内玻璃破损未按时完成扣3分。

多次来调度站感谢当代好司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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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交驾驶员每天行驶在大街
小巷接送乘客，什么样的人都能
遇到，这不仅考验驾驶员的服务
本领，更考验他们的应对能力。

近日，二分公司四车队驾驶员周
瑞驾驶着21路车缓缓进入双塔西
街南沙河站。几位乘客陆续上车
后，走在最后的一位乘客引起了
周瑞的注意，这位男性乘客看上
去五十来岁，走路有些东倒西歪
的，路过周瑞身边时，带过去一股
酒味。于是，周瑞就对他多留了
心，有机会就多看他几眼。

这位乘客上车后就不停的更
换着座位，经周瑞一再提醒“为了
您 的 安 全 请 扶 好 坐
好”后，才坐在了‘特
需专座’上。没过一
会儿，周瑞隐隐闻到
一股烟味，通过后视
镜看到是刚才那位乘
客不知什么时候点燃
了香烟正在抽着。周
瑞把车靠边停稳后提
醒该乘客把烟灭了。
那位乘客抬起头盯着
周瑞，一脸不屑。周
瑞制止了周围乘客七
嘴八舌的帮腔后，再
次放缓声音，劝他把
烟灭了。终于，乘客
掐灭了烟，周瑞这才
发动了车。一切似乎

都归于平静。回来后周瑞说：那个
乘客的目光特别阴郁，看的人发
冷，我一直都在观察着他，真怕会
发生点啥意外，直到他下了车，我
才觉得松了一口气。

队长和书记听说了这事对他
进行了开解，这件事你处理的很
好，乘坐公交车的乘客千人千面，
啥人也有，咱们做好自己的服务，
感觉有些不对头的人，一定要注意
自己说话的语气和态度，不要让烦
躁的人更烦躁，阴郁的人更阴郁。
安全行车保证乘客的安全是我们
的第一要务。

（二分公司 任秀丽）

为进一步强化干部职工终
生学习活动意识，持续推进学
习型企业建设。近日，二出租
公司党总支精心组织并召开

“2020 年全民终生学习活动
周”启动仪式，鼓励和推动全
体干部职工终生学习，开展好
书推荐、朗诵等活动，弘扬宣
传终生学习，广泛开展微信读
书，数字化阅读活动，为创建
学习型党组织和学习型企业
增添正能量。

（二出租 贾喜莲）

近日，二车队调度站又一次收到了乘
客赠予的一面锦旗，上面写着“拾金不昧
品德高尚”八个金色大字。

原来，10月 29日，二车队 37路驾驶员
帅石磊在回到终点站检查车厢时捡到了
一部手机，考虑到是乘客丢失的物品，他
第一时间上交了调度站，并由调度员转交
给了之后前来寻找手机的失主。

为了表达对他的感谢，失主表示一定
要当面将锦旗赠予他，由于当时帅石磊并
不当班，一直到 31 日这天才有了送锦旗
的这一幕。

在失主的连连道谢与称赞下，小帅显
得有些害羞，他笑着摆手说：“这都是我应
该做的，只是举手之劳，我们公交驾驶员
都会这样做的。”这样一段朴实而又简单
的话语，彰显出了我们公交人“服务乘客
奉献社会”的企业宗旨。

在我们的公交车上，经常能捡到乘客
落下的东西，小到充电器、衣物、水杯，大
到手机、电脑、巨额现金，但我们所有驾驶
员都秉承着“拾金不昧”的精神，通过车厢
传递真情，让乘客出行生活更加温暖、美
好。 （四分公司 牛素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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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老 人 忌 做 的
几个危险动作

忌说话快速；忌
吃饭过快；忌站着穿
裤；忌用力排便；忌
过分仰脖；忌猛然回
头；忌裤带过紧。

２、嘴唇干裂吃
点啥

粮谷类；动物性
食物；富含胶质的食
物；坚果类食物；菠
菜；水果。

３、常吃宵夜会
得胃癌，因为胃得不
到休息。

４、一个星期只
能吃四颗蛋，吃太多
对身体不好。

５、鸡屁股含有
致癌物, 不要吃较好

６、女生月经来
时不要喝绿茶. 反正
茶类不要喝就对了.
多吃可以补血的东
西。

７、喝豆浆时不
要加鸡蛋及糖. 也不
要喝太多。

８、空腹时不要
吃 蕃 茄, 最 好 饭 后
吃。

９、早上醒来.先
喝 一 杯 水. 预 防 结
石。

10、睡前三小时
不要吃东西. 会胖。

为进一步加强车队安全生产工作力度，做到“四安
全”即安全运营、安全例保、安全服务、安全停车，提高
驾驶员安全意识，减少一线驾驶员事故率，根据二分公
司党委书记、经理孔健同志的要求，一车队积极响应，
每日分批次组织小型班前会，提高全体职工安全生产

意识。
由于体育馆电动

化场地改造，受到场
地的限制，车队克服
困难，利用车队调度
室和摆渡车为大家
开会！带班队长结

合近期实际工作的开展，重点针对冬季驾驶员出车前
的例保问题、到岗情况、突遇雨雪天气行车安全问题、
服务态度、礼让斑马线照顾特需等方面展开分析，重点
要求驾驶员在行车中集中精力，谨慎驾驶，系好安全
带，行车礼让，保持良好的服务态度，开好每一趟车，确

保行车安全。
通过几天持续召开班前会，驾驶员纷纷表示要以

优质的服务、安全的驾驶，为太原市市民出行带来安
全、舒适的乘车环境。推行班前会，能够进一步巩固和
提高驾驶员安全行车、优质服务意识，持续推进车队安
全生产营运，这样的小型会议得到了广大员工的认可，
此举既增进了彼此了解、促进了团结协作、有效的提升
了大家的工作热情。很多驾驶员感悟很深，纷纷向车
队领导递交了会后感想！通过班前会让大家从中悟
到，安全的重要性，身边人讲身边事，身边人讲自己的
事，从中吸取教训，不能把班前会当成一种形式。要时
刻警钟长鸣，安全第一为座右铭。（二分公司 宋 砚）

根据五分公司党委下发的关于开展
“2020 年全民终身学习活动周”活动方案
中，明确要求进一步强化干部职工终身学
习意识，持续推进学习型企业建设。按照
集团公司文件《关于开展“2020 年全民终
身学习活动周”活动安排》，我车队积极开
展全民智学，助力“双战双赢”学习活动。

为激发车队全员学习的热情，一车队
党支部出专题板报扩大宣传。同时，以微
信群方式通知每一名职工进行学习。通知
发出，迅速在车队职工范文内掀起了一股
学习潮，大家充分利用休息时间积极进行
云学习。通过浏览、观看微信公众号“太原

广播电视大学”里面的内容，“云讲堂”“云
展示”“云阅读”“云论坛”这几个版块向我
们太原市民展示出的是习近平总书记视察
山西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党的十九届五中
全会精神、民法典学习讨论等内容，涵盖面
广、知识量大，是一个特点。

在现今的网络信息时代，只要想学知
识将无处不在，在我市开展的全民学习活
动，创新的学习方式、丰富的学习内容，为
全民提高思想素质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平
台。我们太原公交人要学在先走在前，以
良好的精神面貌，展示我们太原城的风采。

全民智学 助力“双战双赢”

（五分公司 李 丽）




























  知危险 会避险 安全文明出行

2020年12月2日是第九个全国
交通安全宣传日，二出租公司组织
管理人员及出租车驾驶员从三个
方面了解危险、懂得避险、学习交
通法规。一是强宣传促落实，交通
法规常学习。利用网络平台、GPS
发送、LED大屏宣导等各种宣传手
段将本次宣传活动贯彻到每一位
司机，切实增强出租车司机的文明
出行意识。二是查隐患知危险，防
范未然保出行。通过月安全检查
告知司机车辆存在的隐患，对轮胎

磨损、安全带失效、灭火器过期等
问题及时整改了解行驶过程中会
遇到的安全问题进行宣讲。三是
学技能知常识，遇到事件会避险。
道路雨雪天气多变复杂，出租车司
机要熟悉道路情况，了解交通法
规，遇各类危险事件能沉着冷静处
理，确保自己和他人的生命安全。
通过本次主题宣传活动，二出租全
体驾驶员将更好营造安全、文明、
有序、和谐的道路交通环境。

（二出租 王 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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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意渐浓，为丰富广大职工的业
余文化生活，增强职工体魄，展现太
原公交人的健康风采。近日，四分公
司工会开展了“拥抱健康”职工健步
行活动。公司领导班子及部分职工
参加了活动。

“步行团”在胜利桥东小广场集合
完毕后，以车队、科室为单位依次向
活动目的地滨河公园进发。一边观
赏汾河两岸飞速发展的城市建设，一
边享受公园绿水青山的自然风光，大
家精神抖擞，活力四射。有的参与到

广场舞队伍中一起摇摆，有的在户外
健身器材上锻炼；更多的人选择三五
个人一起散步，有说有笑的在公园里
沐浴阳光，欢声笑语一直回荡在公
园，感染着周围的人们。

此次活动为大家提供了锻炼的机
会，也展示了公交职工积极向上的工
作态度，丰富了职工业余文化生活，
不仅促进了干部同事间的交流，增强
了凝聚力，也倡导了“绿色、低碳、环
保”的健康生活理念。

（四分公司 李立）

“ 拥 抱 健 康 ”“ 拥 抱 健 康 ” 职 工 健 步 行职 工 健 步 行

12 月 2 日晚 8 点，IC 卡中心召开了
“2020年度年终大会暨充值员岗位知识技
能竞赛”。会上，中心主任向全体员工在
这一年来的辛勤付出表示感谢，票款的每
一分收入都离不开全体员工的努力付出，
中心取得的成绩属于每一位员工。新的
一年，新的征程，新的梦想，新的希望，IC
卡中心将凝心聚力，砥砺奋进，再创辉煌。

大会第一项，中心主任做年终工作总
结。2020年是极其特殊的一年，防控疫情
成为重中之重，中心在集团公司统一安排

部署下，不仅保障了安全生产，还提升了
各网点大客流的有序办理。同时，在新的
一年，希望大家要专研业务，全面掌握综
合业务知识，增强综合业务技能，服务好
每一位乘客。之后，中心副主任兼工会主
席宣布各服务网点负责人名单，中心副主
任为全体员工送上工作和生活祝福。

大会最后，进行了充值员岗位知识技
能竞赛。赛场上秩序井然，员工奋笔疾
书，老师认真负责，为同一个目标，共同努
力奋斗。

IC 卡中心 2020 年度年终大会暨充值员
岗位知识技能竞赛

（IC卡中心 武志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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