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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佑林 枫丹公交公司
即使经常坐6路公交车，

估计您也不会对李佑林师傅
有太多印象，因为他一旦双手
接触方向盘，那就进入了“生
人勿进”的氛围。为什么呢？
6路车司机们都晓得：“李师傅
开公交车20多年了，对安全是
最认真的，带的徒弟要是开车
的时候和他说说笑笑，那绝对
是要挨批评的。”

在6路车上干了快13年，
李师傅从未出现过安全问题、乘客投诉，这看似简单的数
据背后，是李佑林常年累月对安全驾驶的重视和付出。和
千千万万驾驶员一样，李佑林奔忙于城市的街道社区，穿
梭于熙熙攘攘的车流，但他抱着最朴实又坚定的信念：“安
全送您回家！

韩艳 祥生出租车公司
在一个以男性为主的行

业里，韩艳是为数不多的女司
机和“优秀驾驶员”，和大部分

“的哥”不同，“的姐”承担的责
任和压力往往更大。

“我没法多拉业务、多挣
钱，到了时间收工我就要回家
做饭，辅导孩子作业。”韩艳个
头不高，但言语之间透露着爽
快和干练。韩艳在祥生出租
车公司只干了7年。但是入

车队的第二年，她就加入了“雷锋车队”。车队的队员们
介绍：“雷锋车队可不是想进就能进的，对司机的素质、技
能都有考量。”韩艳说：“虽然在出租车这个行业里，男同
志占了大多数，但我们的姐一样有不可替代的优势，我们
更有耐心、更细致、又好沟通，的姐一样可以把工作做得更
出色。”

廖广金 源通出租车公司
廖广金从业至今，多次荣

获“五星车”“雷锋车”等荣誉
称号。

廖广金总是设身处地地
为乘客着想，热情周到地为乘
客服务。他车上总是配备有
清凉油、晕车药和十滴水等之
类的药品以备乘客不时之需；
看到有老、弱、病、残、孕的乘
客上车，他总是走上前去搀扶
一把，帮他们安顿好座位；有

外地来咸宁旅游的乘客，他主动介绍咸宁的人文特色、旅
游景点和最佳乘车路线；下雨天，他会递上干净的毛巾，
让乘客擦去身上的雨水，有时还主动下车帮乘客撑伞、放
置行李。这些细小的动作、真诚的话语，体现了廖广金作
为一名优秀出租车司机的良好品德。

李元成 祥生出租车公司
“我下岗以后，走南闯北

十多年，吃尽苦头。后来考进
祥生公司，非常珍惜这份工
作，对公司对政府都心怀感
激，想通过实际行动回报社
会。”李元成说，“向善、从善、
行善是我一生的行为准则。”

雷锋车队是李元成最早
提议成立的。车队成立这些
年来，帮扶残疾人不下200人
次。“老弱病残乘车，我们都不

收费用。”李元成说。尊老爱幼，拾金不昧，诚信经营……
李元成以自己的真诚和奉献，在平凡的岗位上做出了不平
凡的成绩。他先后被评为全市“十行百佳”先进个人、“最
美的哥的姐”、全省客运出租车行业“文明示范车”称号、

“岗位学雷锋标兵”等荣誉。

郭国祥 祥生出租车公司
郭国祥曾经遭遇过一次

兴师动众的“寻人”。不是他
寻人，是别人找他，还是通过
媒体找到的他。

那是普通的一天，郭师傅
像往常一样，将一个老爷爷从
市中医院送到桂花北路。也
像往常一样，没有收老人家的
钱。“这个路距离不长，我们本
来就经常帮助老弱病残。”郭
国祥觉得这就是个稀松平常

的事，没想到因为这件事，他一下子“出名”了。这位老乘
客觉得郭国祥这样的好司机太值得宣扬了，他也想找到郭
国祥道一声谢。于是老人家求助媒体寻找好司机。他还
被评为2013年度“湖北好人·咸宁最美系列人物”之“最美
的哥的姐”，荣获2013年度全省客运出租车行业“文明示范
车”称号。

陈宏仁 祥生出租车公
司

陈宏仁师傅曾因拾金不
昧而广为人知。

一双平底布鞋，带着一顶
黑色的帽子，朴实无华。不论
是站是坐，陈师傅都一身笔
挺，细问之后才知道，他是一
名退伍老兵。

陈宏仁师傅身上还有很
多老兵的烙印。陈师傅是一
人一车，一天的工作时间长达

十几个小时，但他不觉得辛苦，只说习惯就好。他说，退伍
后留在城市工作，生活条件改善太多了，所以很珍惜现在
的工作。开出租车8个年头，陈宏仁师傅一直保持着无事
故、无违章的纪录。

“尽管脱下军装很久，但我依然要保持军人本色，在当
下做好本职工作，服务好乘客！”陈宏仁说。

李跃进 源通出租车公司
李跃进用自己的“诚心、

真心、热心、耐心”换取乘客的
舒心、理解和满意，努力把工
作中的难点做成亮点，哪怕是
最挑剔的乘客，也常被他的真
情所打动。

他始终将“安全第一”作
为行车最高准则，时刻绷紧安
全的弦。两年前，在咸宁北站
有一家人上了他的车，到太乙
洞旅游。李跃进车开到了一

号桥忽然想起后备箱好像有行李，连忙将行李送到了他们
当时下车的地点，还给了他们。

在公司7年来，他每年都会在高考期间免费接送考
生。把安全行车和优秀服务质量作为工作的标准，兢兢业
业书写着新时代一名出租车司机的崭新篇章。

刘荆楚 城顺出租车公司
刘荆楚在咸宁开出租车

已经20年了。20年，他从一
名“的哥”变成了“的叔”，一直
没变的是他的“诚信经营，文
明服务”。

刘荆楚脾气好，很少与人
发生矛盾，遇到问题总是想方
设法化解。面对危险也是临
危不惧，以智取胜。“我曾经遭
遇过打劫。”刘荆楚回忆说，那
是一个傍晚，他在温泉岔路口

搭载两名乘客到131的龙泉寺。“那里偏僻人少，我就留了
个心眼。”到了龙泉寺附近，两名乘客开始找刘荆楚要手
机，要钱。“当时我见四下无人无车，不能硬来，就把车停在
一个过往车辆必须经过的三岔路口。”刘荆楚说，幸运的
是，没多久，一辆卡车路过，司机下来让刘荆楚让车。借着
这个机会，刘荆楚摆脱了这两名乘客，迅速报了警。

郑先红 祥生出租车公司
祥生出租车司机郑先红，

雷锋车队成员。
多年的行车生涯，他对自

己的总结就一句话：“会开车、
能吃苦。”郑先红师傅认为开
出租车就是凭本事吃饭，一定
要有好的开车技术，没有技
术，保障不了安全什么都是空
谈。此外，郑先红师傅还额外
自己购置了车载灭火器和安
全锤等设备，“很多人笑我浪

费钱，但是我不这么认为，做好万全的准备是有必要的。”
郑先红被评为车队里“最爱学习的人”。得空时他爱看报
纸读新闻，车队里有关安全行车的培训，他都参与。“我一
个60后，不学习我连手机收款都不会。”郑先红表示，时代
变化太快了，再也不是当年5点起早床，凭着吃苦拉客挣钱
的时代了。

丰华斌 枫丹公交公司
在枫丹公交公司，要说笑

脸相迎，丰华斌说第二，估计
没人敢说第一了。

丰师傅总是一身干净整
洁的工装，见人上车一脸笑。

你要问坐丰师傅的车怎
么这么开心？那始发站的乘
客太有话说了，“我支付码不
会扫，他一步步教我用，很耐
心。”“抱小孩上车，要是儿童
车拎不上来，丰师傅一定会跑

一脚帮我拿上来。”“从来不催不喊，总是笑着跟人说话很
亲切的。”“乘车的过程中，乘客之间或者乘客与司机之间，难
免会产生一些误会和摩擦，我希望能把快乐传递给乘客，也
让乘客相互理解、相互包容，营造和谐、文明的车厢氛围。”丰
华斌说道。

袁钢国 枫丹公交公司
在枫丹公交公司的车队

里，有什么事交给袁钢国师
傅，大家都很放心。

2015年3月，袁钢国入职
枫丹公交公司，成为一名公交
车驾驶员，自上班的第一天
起，他保持了一个习惯，发车
前仔细检查车况，每到终点
站，他总要把车厢内再回顾一
遍，有乘客遗落的东西，他都
会一一收好，并做下记录，上

交给调度中心。几年的驾驶经历，不知道有多少钱包、手
机经他的手一次次物归原主，有时虽说只是一个保温杯、
一双鞋、一条红领巾这样的小物品，他都能一一收好归
还。袁钢国自己打趣说：“我是当了公交车司机才知道人
是多么粗心的。”大家都称赞：老袁，信得过！

樊明宏 城顺出租车公司
坐出租的人，或多或少会

碰到这样的情况：快到目的地，
车子“滑一脚”，结果计价器刚
好跳表，无端要多给点钱。

这种事情在樊明宏师傅
这里，是从来没有过的。车子
到了刚跳表，他会按跳表前的
价格收；零头能让就让；节假
日从来不随意涨价。

这种一丝不苟的态度，或
许和他当兵出身有关。家里

的三本立功受奖证书就是证明。开出租十几年，樊师傅捡
到并送还的手机多不胜数。今年初，他还收到了失主送来
的一面锦旗。自进公司起，就是零投诉、零违章、零事故。
于他而言，“乘客至上”不是简单的一句话，而是他一直在
践行的服务标准。

金继华 源通出租车公司
出租车司机捡到乘客遗

失的财物十分常见，金继华也
不例外。在多次拾金不昧中，
他印象最深刻的还是一张退
伍证。

去年夏天，金继华搭载两
名乘客到咸安客运中心。乘
客刚走不久，金继华就发现后
座上有遗失的物品。一张退
伍证，一张身份证，一份复员
军人证明书。

“我知道这些东西虽然不值钱，但是对于退伍军人来
说非常重要。”金继华立刻停好车，带着失物跑进客运站。
然而在客运站寻找了半个多小时没有找到，他便驱车前往
公司，将失物交给公司。后来乘客上门领回。

作为车队长，金继华还经常深夜起床协助队员处理
交通事故，毫无怨言。他说：“满意不是目标，目标是更
满意”。

钟建 城顺出租车公司
说起钟建，认识他的人都

会竖起大拇指。连续5年被评
为“优秀驾驶员”，2013年度

“最美的哥的姐”，省级“百佳
文明示范车”、省级“雷锋号”，
2014年湖北省文明创建工作

“先进个人”，2017年咸宁市南
鄂楷模上榜人物……

钟建刚刚从事出租车行
业的第一年,有次在市客运站
候客，一位衣衫破旧的老婆婆

想拦车，排在前面的出租车都不愿意载她。钟建上前热情
地对老婆婆说，你去哪儿，我带你。老婆婆说要去咸安的
儿子家，可是一会儿指到郭林路，一会儿指到岔路口。钟
建察觉到老婆婆有点糊涂，联系上老人的子女后，钟建没
有再载客，一直陪伴老人直到她女儿到来。原来全家人都
不知道老婆婆从乡下来看儿女，如果不是钟建一路陪伴，
可能老人就会走丢了。

李汉明 源通出租车公司
李汉明，2016年从事出租

车驾驶员工作，多次被公司评
为“优秀出租车司机”。有一
次，他行车在南山十字路口附
近时，看见有一位老人手里拎
着很多东西，那时正值冬季，
老人在路边冻得发抖。他没
有犹豫把车停下，对老人说：

“大妈，我送您回家吧。”当到
达老太太家附近时，老人说

“行了，就停这吧”他说：“大妈，
看你领着大袋、小袋的，走回去多不方便呀，您既然上了我的
车，我就有义务把您送到家”。老人拿出10元作为车费，李
汉明找给老人5元说：“大妈，这都是我们出租司机应该做
的。”看到老人安全回家，他心里十分高兴。作为一名出租司
机，他就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坚持做着好人好事。

吴志峰 城顺出租车公司
吴志峰是城顺出租车公

司的驾驶员。
有一年清明节，吴志峰搭

载了几名武汉来咸宁扫墓的
乘客。粗心的乘客把手机、钱
包、证件都落在了车上。吴志
峰发现后马上想办法联系失
主。他找到乘客手机的通讯
录，一个个拨通电话，打给其
家人朋友，帮忙联系失主。在
他的努力下，终于联系上车

主，并送还了遗失的物品。
面对乘客的感谢，吴志峰说，这是自己该做的。
吴志峰是个很腼腆的人，得知被公司提名“香城好司

机”候选人，他一直说要把机会让给别人，自己只是一个普
普通通的出租车司机，平常做的都是小事，而且也都是应
该做的。

周钢 城顺出租车公司
自2011年公司成立初期

开始开副班，到2012年正式承
包车辆，周钢已经在城顺出租
车公司干了8个年头。

周钢为人随和，是个热心人。
前年夏天，他开车路过老

行署门口，看到两位老人顶着
烈日站在太阳下拦车，已经满
头大汗。周钢立刻把车停到
路边，问起原因才知道，两位
老人准备去十六潭玩，没想到

等了半个多小时，路过的五六辆车不愿意停下来。老人感
叹：“我们老了，别人不愿意带。”周钢一路陪老人聊天，缓
解老人的心情，看到老人们脸上露出笑容，他也特别开
心。自进公司以来，周钢无违章，无投诉，无事故，多次获
得公司“安全奖”和“优秀驾驶员”的荣誉称号。

王勇 源通出租车公司
“王勇可是我们公司最优

秀的驾驶员。”在源通出租车
公司，大家都这么说王勇。

最优秀到底有多优秀？
“您好”“您请”“谢谢您”……
这是他挂在嘴边的“口头
禅”。手机、钱包、身份证……
他捡到并送还的东西自己都
数不清。“爱心护考”“扶老爱
幼”“交通安全日”“免费接送
困难人群”……只要是公益活

动，他都积极参与。4年来，他一直担任源通出租车公司
“雷锋车队”车队长，“文明车队”车队长也当了3年多。今
年学雷锋日，王勇主动和咸宁义工协会对接，带着源通出
租车20名志愿者，到十六潭公园开展“弯腰一秒，拾起文
明”环保活动。王勇的热心、细心让乘客感到了暖心、开
心。大家都夸他是个“好司机”。他从业至今也多次荣获

“星级车”“优秀出租车司机”等荣誉称号。

张瑶 枫丹公交公司
80后的张瑶和很多车队

的师傅比起来是个年轻“的
哥”，但张瑶的大客车驾龄可
不短，有6年的时间。

在车队里，张瑶依然把自
己放在学生的位置上，自打
上班他就没有一次迟到、早
退的纪录。有休息的时间，
别人看看手机、聊聊天，他就
喜欢找老师傅琢磨驾驶技术
及行业服务技巧。一次晚上

收班，张瑶捡到了一个钱包，除了现金之外，能找到失主
信息的就只有一张物业单了。由于上班时间脱不开身，
他利用午休去营业厅查询电话，确定是碧桂园小区，等
交班后，他晚上骑着电瓶车把钱包送还给了失主，回到
家里已经是深夜11点半了。张瑶说：“作为一名退役军
人，总想着能把事干好一点，不丢军人的本色，这是我对
自己的要求。”

黎卫军 祥生出租车公司
在同行的眼里，黎卫军对

车辆的爱护，有点“细致得过
分”。今年元月份，陪伴了他6
年零2个月的“爱车”，按照规
定程序报废了，黎卫军有点舍
不得，大家看到他的车，也纷
纷说“可惜了”。因为这辆车
的车况良好，一点儿也看不出
是“报废车”。

在黎卫军的家里，有一本
特殊的台账。某天去换了机

油，公里数多少，花了多少钱。车辆维修换了什么零件，一
笔笔记得清清楚楚。“我一翻台账，就知道自己什么时候该
保养了，车子哪里有什么问题。”开了18年出租，黎卫军的
车子没出过大毛病。多年来一直保持零投诉、零违章。他
说：“我没请代班司机，每天收班人到家、车到家，少赚点钱
无所谓，把车子维护好，把服务做好。”

咸宁市首届“香城好司机”，请您检阅
12月25日，咸宁市首届“日行一善传爱香城”香城好司机星

级评选结果出炉。

此次评选活动由市交通运输局、市总工会、咸宁日报社共同

主办。旨在通过活动以评促建，以评促创，提高我市城市客运行

业服务水平，提升行业文明形象，助力文明城市创建。

比赛于今年3月启动。市区共有80位出租车、公交司机经

过公司推荐进入初选，咸宁日报对候选人事迹进行了报道、展示。

活动开展以来，营造了良好的社会氛围，收到了良好的社会

反响，促进了行业规范、服务质量的提升，涌现了一批城市客运行

业的好人好事，也在司机与乘客之间架起了沟通理解的桥梁。

经过初选、网络投票评选、考核和专家评定四个阶段，结合参

评司机安全营运、培训教育、日常检查及暗访抽查、交通违章、荣

誉及好人好事等多方面的因素，最终选出香城好司机20名（排名

不分先后），希望城市客运工作者以他们为榜样，不断提升服务质

量，为擦亮咸宁“窗口”做出更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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