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晨报

2018 年11月9日 星期五

主编/张磊 美编/王晨 校对/刘越

国内

纵览

A15

男子要抓扯司机 全车人怒怼
四川巴中又现公交车安全事件 公交公司赞乘客安全意识

男子举报司机玩手机获奖万元
奖金全部捐给留守儿童

事发时的视频截图。
11 月 5 日 下 午 6 点
多 ， 四川巴 中 通 江 县 6 路
公交车上 ，还 未 到 站 台 ， 一
男 子 就 想 下车 ，司 机 未 停 ，
男子与司机产生言语冲
突。 男子抱着小孩跑到司
机驾驶位置理论并想抓扯
司机， 被前门的女乘客姚
女士拦住， 全车人员见状
站起来指责抱小孩的男乘
客，司机 见 状 靠 站 台 停 车 。
在全车人的指责下， 男乘
客抱着孩子，一行人下车。
据了解，在公交站台不
远处就有河沟， 为了安全，
全车人指责男子。阻止男子
的姚女士说，“他抓司机，我
就阻止他， 他不抓司机，我
就不阻止他”。
对于这次事件， 公交
公司工作人员表示司机处
置妥当。

公交司机张勇。

男乘客欲抓司机被乘客拦住

11月 5日下午 6时许，通
江县公交车司机张勇驾驶着 6
路公交车行驶在路上，一男子
抱着孩子要下车，因男子要求
下车处没有 6路车站台，张勇
说“等一下”，到前方几百米公交
站台停车，男子与司机张勇发
生口角。
乘客李女士介绍，和这名男
子同行的还有一男一女，他们坐
在公交车的最后一排，而李女士
自己坐在倒数第二排位置。
公交车行驶到卓越春天附
近，后排坐的男子就抱着孩子
走到公交车后门位置，与男子
一路随行的一男一女也跟着往
前走，准备下车。
他们想下车，但是司机张
勇并没有停车，说“等一下”。

男乘客抱着小孩从公交车
后门处往司机张勇位置跑去，欲
找张勇麻烦。姚女士见状，站起
来将其拦住。
随后，张勇将车开到 6路车
站台停下，打开车门，但是男乘
客抱着小孩还在与张勇理论。
李女士介绍，男子气势汹
汹，想要去抓扯司机。全车接近
20人都站起来指责该男子，最
后男子一行 4人才下车。
因为李女士坐在倒数第二
排，她表示，整个过程看得很清楚。
阻止男子的姚女士介绍，男
子有 30岁左右样貌，“ 不是自
己阻止得快，有可能要打起来”。
事后，张勇表示，感谢车上
的乘客为自己解围，及时制止
了男子的冲动行为。

前方道路不远就有河沟

姚女士介绍，在站台不远处
就有条河沟，就怕司机把车开
到河沟里面去了，如果男子抓
司机，车子方向不稳，就会发生
事故。
乘客李女士说：“当时车门
开了，男子再不下车的话，我就
报警了，还好他下了车。”
李女士介绍，全车近 20名
乘客都站起来指责男子，“连喊

带哄”让其下了车。
姚女士说，为了自己和别人
的安全，不想当一名冷漠的乘客。
据公交公司工作人员介绍，
司机张勇遇事之后，停车处置比
较妥当，乘客反应快，一起及时
制止了男子抓扯公交车司机的
行为，表现出乘客的安全意识
很强。
据红星新闻

公交司机驾车时玩手机长
达 5分钟，湖北恩施一市民举
报后获奖万元，公交司机也被
开除。11月 7日，恩施州公安
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举报者婉
拒奖励并委托警方将奖金全
部捐给山区留守儿童。7日，
民警给贫困山区的孩子们送
去了一批用奖金购买的文体
用具。
10月 18日至 21日，恩施
8县市共 104家客运企业先后
参加安全管理座谈会，签订《安
全行车承诺书》和《企业有奖举
报承诺书》，并共同表态，欢迎
社会各界监督驾驶员的驾驶行
为，发现违法违规的可及时向
交管、运管部门和企业举报，一
经查实，企业将给予举报者
3000元至 10000元奖励。
10月 31日，有恩施市民
向警方举报，一名公交司机驾
车时玩手机长达 5分钟，其间
双手多次脱离方向盘。
接举报后，公安交管部门
调查发现，9月 22日，恩施市公
共汽车公司 31路公交车司机
黄某行驶过程中玩手机达 5分
钟。11月 2日，交管部门严肃约
谈恩施公汽公司，司机黄某被

孩子们收到新的文体用具。

开除并受到顶格处罚。恩施公
汽公司向举报者兑现一万元奖
励，这也是恩施首个举报此类
违法的获奖者。
“举报的初衷并不是为了
奖金，增强安全防范是每个公
民应具备的素养之一。”面对交
警转交的万元举报奖金，这名
举报者拒绝接收，并委托交警
将该笔资金捐助给贫困山区一
所学校的孩子。在此就读的 48
名孩子大多为留守儿童，学习
条件十分艰苦。
“已经立冬了，山里会很
冷，这些钱能让老师孩子们感

受到温暖，我就很满足。”举报
者说，他只是想为公共交通安
全做点自己应该做的事，人人
参与到安全管理的监督中来，
才能防范和减少事故的发生，
避免更多悲剧。希望这样的举
报今后能越少越好，无论私家
车还是公共客运车，都能自觉
遵守交规文明出行。
“下一步，我们将和举报人
沟通，根据学校的需要进行购
买，尽力满足孩子和老师们的
教学需求。”恩施州公安交管局
相关负责人表示。
据澎湃新闻

青岛公交司机“
双语”报站走红
近日，一段 128路驾驶员
韩明星用播音腔中英文报站的
视频被乘客发到网上后，引来
全国近 20万网友点赞。有网友
笑称，“公交坐出飞机头等舱的
感觉”。
记者来到位于沧口公园的
公交李沧公司五分公司，被问
起走红网络一事时，韩明星表
示：“我已经 50岁了，不考虑走
红的事，只想展示一下青岛人
的形象。 ”
该公司党支部书记张晴介
绍，今年是韩明星走上驾驶员
岗位的第十个年头，从最初的
简单人工报站到如今的“双语”
报站，他的有声服务可谓十年
磨一剑。“虽然车上都配置了
电子报站器，但韩明星的人工
报站充满人情味，更能让乘客
提高注意力。 ”张晴说。
韩明星告诉记者，自己开
始学习英语源于外国乘客的一
句问好。
今年春节期间，韩明星驾
驶 128路公交车行驶到毕家上
流站时，一名外国乘客上车后
向他说，“Happy NewYear
（新年快乐）”。不懂英语的韩明
星不知所措，只能用微笑来缓
解尴尬。时间长了，韩明星发现

相比于曾经工作的 121路线，
128路经常会遇到外国人乘车。
于是，50岁的韩明星开始苦学
英语。起初，凭借 APP外语翻
译软件，一句一句地将想对乘
客说的话翻译成英语，但在练
习过程中发现，外语翻译软件
在整句翻译时存在语法偏差。
之后，韩明星又通过购买英语
词典书规范语法，并通过琢磨
音标规范了发音。
从今年 6月开始，韩明星
将双语服务带到了车厢中。韩

明星浑厚的嗓音和标准的英语
发音常常引来乘客掌声。据了
解，自青岛公交集团热线开通
以来，韩明星一直保持着表扬
电话最多的纪录。“在一些乘
客看来，公交车只是一种出行
工具而已。但对我来说，这十米
车厢几乎就是全部。 ”韩明星
表示，随着城市的发展，有声服
务也在十米车厢中一步一步发
展，他想通过平时服务中字里
行间的小细节，树立青岛人的
形象。
据青岛晚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