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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1日下午，44路
驾驶员吕华维师傅行驶
至阳光批发市场站点上
下客时，突然听到车厢内

“噗通”一声，通过车内后视
镜发现有位老人晕倒在
地。他急忙拉上手刹上前
查看情况，发现老人没有一
点意识，立即拨打120急救

电话并疏散其他乘客。
在等待120到达现场

期间，由于天气闷热，车厢
内温度较高，吕师傅便向
一名乘客借来一把扇子，
蹲在老人身边不停地为他
扇风。

15点44分许，120到
达现场，吕师傅协助医护

人员一起将晕倒的老人抬
上单架。等到 120 离开
后，他才安心地投入到运
营工作中。

吕师傅的细心、耐心和
善良感动了所有乘客，大家
纷纷竖起了大拇指。
YMG全媒体记者 杨健

通讯员 王柯然 摄影报道

乘客车厢晕倒，驾驶员拨打120并细心看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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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城8月骄阳似火，乘公
共交通出门，俨然成了一种挑
战。比起乘客，全天值守的公
交人，在高温下全心投入工作
的同时，仍在不时为特殊乘客
排忧解难，从救助受伤老人，

到帮助外地来烟人员寻找家
人，从收好醉酒乘客遗失的钱
包，到守护中暑晕倒的乘客。
酷暑中，一股股暖流，满溢于
车厢和场站，让人感觉既温馨
又清爽。

8月21日中午12:40分，
天正下着小雨，605路公交车
驾驶员矫少童驾驶车辆行至
林家疃站点附近时，看到前方
一位老人摔倒，躺在路中央，发
现公交车驶来，惊慌不已的老
人挣扎着却无法起身。看到此
情此景，矫少童没有任何犹豫，
把车安全停稳后上前搀扶。

“当时下着雨，视线不是
很清楚，远远看见前方几十米
处地上有异物，立即减速靠
近，才发现一位老人躺在地
上。”矫少童回忆说：“当时我
也没多想，在征得了车上乘客
同意并做好安全驻车后，赶紧

下车帮忙。他这么大年纪了，
身上的衣服都湿了，全身无
力，我很吃力地把老人扶起
来。他双腿一直使不上劲，我
就把他扶在路沿石上坐着休
息。”

经过询问，老人说他是林
家疃村的村民，矫师傅便到附
近的商店寻求帮助。店主确
认了老人的身份，并答应帮忙
联系老人家属，矫师傅这才放
心离开。返回工作岗位继续
运行的他，没有跟任何人提起
这件事，直到接到热心市民电
话表扬后，大家才得知了他的
善举。

老人雨天摔倒
驾驶员立即停车搀扶11

8月2日晚上8:15左右，
南塂公交场站来了一位女
士。焦急地说，她19岁的女儿
从早上6：30左右乘坐5路公
交车去开发区找同学玩，返回
的时候找不到该从哪转乘5路
公交车了。当班调度李双双
热心地接待了她。据了解，这
位大姐从外地来烟打工，女儿
放暑假过来小住。两人对周
围环境都不太熟悉，得知女儿
迷路后，她第一时间想到找南
塂场站的工作人员求助。

了解到事情经过后，调度
员李双双让大姐与女儿联系，
通过女孩对周围环境的描述，
李双双觉得她应该是在海港
路名钻行站点附近，李双双便
让她到路西的站点等车。打
完这个电话后，女孩的手机却
没电关机了。由于担心女孩，
不知她是否安全乘车，李双双

利用公交车实时监控系统，逐
一排查行经附近站点的5路公
交车，然而到了晚上22:40，最
后一班5路公交车也驶过了附
近站点，仍未发现女孩上车的
身影，考虑到女孩的安危，李
双双提议向警方寻求帮助。

22:50左右，大姐接到了
一个陌生来电，原来有热心市
民去超市买东西的时候发现
了迷路女孩，主动了解情况
后，帮忙联系到了大姐，李双
双便让女孩在原地别走，她收
拾东西准备开车送大姐过去
接女孩回家，正好这时，警察
也到了南塂场站，李双双便将
事情经过详细说了一遍，最
终，由警察带着大姐前往寻找
女孩。晚上23:00，距离李双
双正常下班时间已经晚了一
个小时，但看着重逢的母女
俩，她的心里甜滋滋的。

外地女孩走失
公交调度员热心找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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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 20日上午，烟台
公交集团客服中心收到一
面写着“拾金不昧、品德高
尚”的锦旗，乘客陈先生指
名要送给80路驾驶员孙
艺金师傅，表达他对驾驶
员拾金不昧的感激之情。

8月 17日，孙师傅发
现前门附近车座上有乘客
遗留的手提袋，便保管好
上交路队。包里有手机、
身份证、红包、现金1万多
元等重要物品。就在查找
失主联系方式时，手提袋
里的手机响了，他们正好
联系上了失主的家属。半

小时后，失主的女儿和女
婿来到场站。在核实了其
家属身份后，路队工作人
员物归原主。

“老人刚从银行把钱
取出准备家用，没想到坐
公交车落在车上了，非常
感谢这位孙师傅，他拾金
不昧的行为体现了公交人
的诚实和善良。”

无独有偶，8月 20日
上午，市民邢先生带着一
面锦旗来到了福泰公交场
站，将印有“拾金不昧 品
德高尚”的锦旗交到15路
驾驶员曲辉师傅手中。

8月 18日下午，酒后
的邢先生乘坐了曲辉驾驶
的15路公交车，下车时不
慎将钱包遗落在车上。

驾驶员曲辉在邢先生
上车时便格外关注这位醉
酒乘客，当发现邢先生将
钱包落在车上时，立即将
钱包妥善保管，到达场站
后交给了调度。

邢先生赶到幸福中路
公交场站找回了自己的钱
包，调度员将里面的1500
余元现金、身份证、驾驶证
及数张银行卡完好地交到
邢先生手中。

乘客遗失钱包，驾驶员留心收好并上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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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YMG 全媒体记
者 金海善 通讯员 海艇 孙
菁）为预防和减少因三轮车
载人引发的交通事故，近日，
招远交警进一步强化路面管
控，加强三轮车驾驶人宣传
教育，强力推进三轮车违法
载人专项整治行动。

行动中，大队在 206 国
道、228国道、213省道、304
省道等邻村重点路段开展设
卡检查，集中整治三轮车交
通违法行为，对发现的违法
载人、无牌、无证、酒后驾驶
等，一律依法从严从重查
处。同时坚持先教育再处罚
的原则，让三轮车驾驶人真

正认识到自己的行为所带来
的危害性，坚决遏制三轮车、
农用车载人等违法行为。

为从根源杜绝三轮车违
法载人等违法行为，大队加
强宣传教育力度，在进出村
口悬挂醒目条幅，依托农村

“两站两员”，严把进出村镇
的主要关口，以农用三轮车、
电动三轮车为重点，劝阻违
法载人的车辆出村上路。为
确保宣传覆盖率，大队还组
织民警走进村镇，利用农村
大喇叭，在傍晚农闲时间滚
动播出“致农民朋友的一封
信”，全面提升群众的交通安
全意识。

招远加强三轮车违法载人整治

本报讯（YMG 全媒体记
者 刘晓阳 通讯员 晓麟 雪
亮）“找到了，找到了……”莱
阳迷彩基地老兵救援队队员
于大海大声喊道。8月14日
上午，从外地到莱阳探亲的
60岁老人周淑凤乘坐3路公
交车，疑于河洛镇冶房到杨家
河段下车后走失。由于老人
对当地语言不通，身上也没有
携带任何通讯设备，其家人心
急如焚，四处找寻未果后，无
奈之下只能向莱阳迷彩基地
老兵救援队求助。

得知消息后，老兵救援队
队员黄伟超、赵静立刻与走失

者家属取得联系、确认情况并
在老兵救援队微信群里发布
消息，迅速组建了21人的临
时救援队赶往事发地点。

搜救人员分组对老人有
可能出现的区域进行地毯式
搜索，最终将搜救地点定在了
河洛镇大龙川沟村。

天公不作美，秋雨不约而
至……参与搜救人员不畏艰
难继续搜寻走失老人，有的撑
起了伞，有的穿上了雨衣，还
有的干脆淋着雨继续搜寻。
功夫不负有心人！队员于大
海在河洛镇大龙川沟村一个
路口，发现了走失老人。

外地老人坐车迷路走失
老兵救援队冒雨搜救

●莱阳迷彩基地老兵救援队：由莱阳当地退役军人组建的
一支纯公益服务队，自2019年5月组建以来，先后执行义务搜
救40余次，成功搜救走失人员25名，出动救援人员达600余人
次。团队以“秉老兵意志、树社会新风”为团队理念，为大美莱
阳建设贡献退役军人的一份力量。

本报讯（YMG 全媒体记
者 刘晋）“莱山的海真美！沙
滩上一点垃圾都没有，一边
看海，一边避暑，真是一种享
受！”这是今年8月初，从潍
坊到烟台旅游的周女士的切
身感受。

在周女士欣赏海景的同
时，张坤正在沿着烟大海水
浴场 5公里的海岸线巡查。
身为区综合行政执法局的一
名“网格员”，他每天要从清
泉寨码头徒步走到孔家滩，

保守估计要走2万多步。
根据今年制定的《海岸

带分工管理保洁机制》，包
括张坤在内，8名巡查员每
天分区域步行巡检海岸带沿
线1-2遍，发现问题立查立
改，形成了从海面到陆地的
海岸线环境全方位、无缝
隙、全覆盖的常态化保洁、
监管体系，让来自天南海北
的游客在莱山欣赏到现代化
国际滨海城市最靓丽的海岸
线风景。

莱山打造全方位最美海岸线

4444路公交车驾驶员吕华维路公交车驾驶员吕华维。。

今年雨水天气较多，高
新区金山湾管理处北王家疃
村通往田地的道路受到不同
程度的雨水冲刷，路面泥泞
坑洼，村民上山耕作不便。
面对这种情况，7月中旬，北
王家疃村村委主动作为，对
村南通往果园、农田的一条
长达1000米，宽4米的道路
进行修整，铺设沥青，进行路
面硬化。

看着村里忙着整修村南
的道路，村里的王可芬老人
坐不住了，想着村东的东塂
路也因雨水冲刷急需修整硬
化。8月4日上午，王可芬老
人来到北王家疃村村委，找
到村干部，主动捐出了自己
省吃俭用积攒的 4万元钱，
用于硬化东塂路。

今年 83 岁的王可芬老
人两年前来到北王家疃村。
当时被这里的风土人情、自
然环境和良好治安深深吸
引，便定居在这里。东塂路
就在老人的房子对面，老人
发现从山脚上去一段约500
米的山路，遇到下雨天气，路
面泥泞，有些石头裸露，村民
上山劳作非常危险。老人看
在眼里，暗暗动了为村民修
路的念头。王可芬老人的老

伴儿孙昌谋87岁了，俩人有
三个女儿，都已成家。当老人
把为村民修路的想法告知老
伴儿和女儿们后，孙昌谋和三
个女儿立刻表示支持，老两口
把孩子们给的零花钱和微薄
的退休金都积攒起来，省吃俭
用，攒下了这4万块钱。

“吃的饭菜都是自家种
的，这里环境好，政策好，管
理得好，我们身体也好，基本
没有其他开支，钱要用在最
紧要的地方。这条路即使我
们不走，能方便大家，我们也
很开心。假如修路的钱不
够，我们再慢慢攒。”王可芬
老人朴实地说。

捐资修路，造福村民。
王可芬老人以实际行动，诠
释了助人为乐、大爱无疆的
中华传统美德。在这种力量
的感召下，村里其他村民也
纷纷捐款，助力东塂路路面
硬化。北王家疃村主任王秀
峰表示，“非常感谢王可芬老
人的捐赠，老人的这笔善款，
我们一定会用在刀刃上，公
开透明的用好这笔资金，为
老百姓修建一条质量过硬的
道路。”

YMG全媒体记者 信召红
通讯员 王滋雯 曲城恺

83岁老人省吃俭用
捐款4万元用于村里修路

605605路公交车驾驶员矫少童路公交车驾驶员矫少童。。

公交调度员李双双公交调度员李双双。。

1515路公交车驾驶员曲辉路公交车驾驶员曲辉。。

8080路公交车驾驶员孙艺金路公交车驾驶员孙艺金。。

公交车是城市文明的展示窗口，反映着一座城

市的文明程度。

在方便市民出行的同时，公交车上不断

涌现出好人好事，无不展现着公

交车司机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的身体力行，向社会传递着满满

的正能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