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乘客手包忘车上
好心的哥专程送还

10 月 11 日一早，西安天子
出租汽车有限公司值班人员
接到了陕 A3J02X 出租车司机
胡忠喜打来的电话，说在车
上捡到一个手包，里面有多
张银行卡及 1000 余元现金 。
值 班 员 刚 挂 断 胡 忠 喜 的 电
话，就有乘客打电话说自己的
手包丢了。

原来，10日 17时许，胡忠喜
驾车行驶至含光路时，一位 80
多岁的老人挡车去围墙巷与振
兴路交叉口。下车时，不慎将手
包忘在了车上。胡忠喜 11日早
交班前检查车时，在夹缝中发现
了手包，打开后未找到失主的联
系方式，便将电话打到了天子公
司。11日下午，胡忠喜交班后，
立即驱车前往含光路将手包送
还给失主，失主连连道谢，并拿
出现金要感谢胡忠喜，胡忠喜婉
言拒绝了。

路遇盲人摔伤
暖心的哥伸援手

10 月 11 日凌晨 3 时 40 分
左右，陕 AD83281 夜班司机王
震驾车行驶至南门附近时，看
见一位老人摔倒，头上流血。
王震赶紧将车靠边停下，下车
帮老人处理伤口。

“老人当时脸色苍白，整个
人看上去非常难受。”王震说，
他帮忙时老人递给他一个证
件，他才知道老人是盲人。仔
细询问后，王震得知老人在路
囗已经站了半个多小时了，一
直没挡到车。着急回家的他一
不留神摔下了台阶。看到老人
头上的血已经止住，伤口也不
严重，王震将其扶上车，安全送
回了家，且未收老人车费。

幼童头部受伤
的哥急送医

10 月 9 日 11 时 33 分 ，小
雨。的哥刘兴博驾车行驶至
长安区第三幼儿园门口时，看
到一位女子怀抱幼童正着急
挡车。刘兴博注意到，女子手
拿纱布，按着孩子的额头。

他意识到对方需要帮助，刘
兴博赶紧将车靠边。乘客上车
后，表示去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
属医院。刘兴博不敢耽误，加速
向医院驶去。车行途中遇拥堵路
段，他向执勤交警求助，在交警的
一路护送下，12时 02分，刘兴博
将车停在了医院急诊门口。他帮
着挂号，交警将孩子抱进急诊
室。安顿妥当后，乘客准备付车
费，刘兴博摆摆手说，“不用了，给
娃看伤要紧。”看到医生开始给孩
子处理伤口，放下心来的刘兴博
离开医院继续营运。

出租车行驶至目的地，的哥逯
晓飞告知乘客应付65元，醉酒乘客
坚持支付650元，待乘客酒醒后，逯
晓飞与其联系，退还多付车费。

10 月 10 日凌晨 1 时许，陕
A25A3X夜班司机逯晓飞驾车行驶至
团结南路与科技三路交叉口附近时，
遇一男子挡车。上车后，男子说了声
去曲江创意谷后，倒头就睡。“我闻到

酒味，他应该是喝了不少酒。”
到达创意谷后，逯晓飞跟乘客

说到地方了，乘客未有回应，叫了
十多分钟才终于将其叫醒，但是乘
客明显还处于酒醉中。看了看周
围，乘客又表示自己要去西安植物
园。最后乘客在西安植物园附近
一小区门口下了车。乘客付费时，
逯晓飞看到计价器上显示65.4元，

告知乘客付 65元就好。但乘客坚
持要付 650元，为安抚乘客，逯晓
飞没再坚持，想着随后联系其退还
多付车费。

乘客离开后，逯晓飞将车票妥
善保管，并将情况向车队队长报
备。11时许，逯晓飞联系上了乘
客，两人相约 15时许在曲江创意
谷附近见面，退还多付车费。

15时 50分，逯晓飞见到了乘
客杨先生，通过微信，他将多付车
费退还。“9日晚，我和朋友喝酒喝
多了，10日凌晨昏昏沉沉地就上了
逯师傅的车，感谢他将我安全送到
家。他很有耐心也很热心。”杨先
生说，他给逯师傅感谢费，被婉
拒。“西安的哥好样的！”杨先生为
逯晓飞点赞。

醉酒乘客硬要付10倍车费
热心的哥待乘客酒醒后退还

除了将每一位乘客安全送
达目的地，陈万年还是陕慈协
太阳花志愿者服务队的一员，
作为一名志愿者，他经常和其
他志愿者一起看望留守儿童、
慰问孤寡老人。

10月 12日上午，他和其他志
愿者来到朝阳门一户老人家中，
陪老人过重阳节，并送上米、面、
油等物品。“努力做一朵‘太阳
花’，温暖照亮更多人！”他说。

为何如此热心？陈万年告诉
记者，他今年 42岁，开出租车已
有十多年。“有件事我至今记得，
一切都源于那位乘客的善意。”
陈万年说，他开出租车的第二
年，营运途中遇一位女士手部受

伤，需要立刻前往医院，他一路
疾驰，很快便将其送至医院。下
车时，乘客掏出 100元递给他，并
表示不用找零了，多余的是感谢
费。“我只是做了我该做的，钱我
没有收，但乘客表示出的善意我
感受到了。此后，我便希望乘客
乘坐我驾驶的出租车时，也都能
感受到热情和善意。”

多年来，陈万年的热心服务
得到了不少乘客的点赞，更有乘
客为其送上锦旗表谢意。对此，
陈万年表示，自己做得还远远不
够，西安出租汽车行业有很多优
秀的司机，都是众多的哥的姐的
榜样，自己还要向他们学习，为
乘客提供更加优质的服务。

无意间发现副驾驶座椅下有
个黑色钱夹，联系后得知失主急着
赶飞机，的姐郭立娥当即驾车前往
西安咸阳国际机场，将钱包送还。
后排座椅上静静“躺”着个手机，的
哥姜俊毅妥善保管，并想办法联系
乘客归还。

10月 8日 15时许，陕A5P07H
司机郭立娥驾车前往公司参加安
全定查例会。车行途中，她发现副
驾驶座椅下有一个黑色钱夹，将车
靠边，她打开钱夹查看，发现里面
有身份证、5张银行卡、两张会员卡
及 500元现金等。钱夹丢了失主
肯定很着急，但不确定是哪位乘客

落下的，郭立娥到公司后第一时间
将情况报备。很快，失主张先生便
打来电话询问，经核实，张先生 13
时许，自科技路地铁口挡车前往高
新四路，乘车时没留神，钱夹从裤
兜滑落至座椅下。

电话中张先生表示，自己时间
很紧，马上要去西安咸阳国际机场
回银川。急乘客之所急，车队立即
疏导车辆让出通道，的姐郭立娥驾
车快速前往。16时许，郭立娥赶到
与张先生约定的地点，将钱包交
还，张先生激动地称赞道：“西安的
姐真是好样的。”

10月7日13时许，西安天子出

租汽车有限公司陕AD93905司机
姜俊毅驾车正常营运。行驶至郭
杜十字时，他发现一男一女在路边
挡车。上车后，乘客表示，目的地
是西安电子科技大学长安校区。
到达目的地后，两人急匆匆下了
车。

随后，姜俊毅继续营运，行驶
至西沣路时，遇一乘客挡车，乘客
一上车，便惊奇地说道，“师傅，座
椅上有一个手机。”姜俊毅连忙转
头往后排看去，只见后排座椅上

“躺”着个黑色手机。他意识到应
该是刚才下车的两位乘客落下
的。姜俊毅连忙向车队队长报备，

妥善保管好手机后，他通过“智慧
码”给失主留言。随后，一直留意
失主是否回复消息、是否打来电
话。

14时许，姜俊毅终于等到了失
主打来的电话，确认失物信息后，
姜俊毅驾车来到西安电子科技大
学长安校区，将手机物归原主。拿
到手机后，失主感动不已，
说自己刚收假回学校，手机
里存着重要的学习资料，本
想着找不回来了，没想到竟
失而复得。并表示感谢天
子公司，也感谢姜师傅送还
手机。

落下的钱夹忘带的手机

出租车司机发现当即送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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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哥陈万年：

做一朵“太阳花”温暖照亮更多人

乘坐过的哥陈万年出租车的
乘客，都会为他的优质服务点
赞。对此，陈万年表示，出租车作
为服务业的窗口，是一座城市的名片，做好文明

服务是每位出租车司机的光荣职责和任
务。10月11日，记者乘坐陈万年驾驶的
出租车，感受他的优质服务。

热情服务获乘客点赞

10 月 11 日 5 时，西汽集团
中北公司陕 AT3517白班司机陈
万年刚起床收拾妥当，夜班司
机就将车开来了。将车里外打
扫干净后，他对车进行了一次
全面消毒。“在常态化疫情防控
阶段，出租车司机一定不能放
松警惕。”陈万年说。

准备就绪后，他坐在驾驶
位，手握方向盘，开始了新一天
的营运。按照习惯，他直接将
车开往西安咸阳国际机场。“您
好，欢迎乘坐西安出租车。请
您扫智慧码登记并全程戴好口
罩。”乘客上车后，陈万年说
道。询问目的地并沟通路线
后，陈万年驱车驶往目的地。
途中，得知乘客是从外地来西
安旅游的，陈万年热情地为其
介绍起了西安的景点和特色美
食，下车时，乘客伸出大拇指为

陈万年的热情服务点赞。
早高峰时段，西安正下着

小雨。陈万年一路缓慢行驶，
不争不抢。营运途中，他一直
惦记着一件事。“12 时，要去西
安交通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接刘
叔。”陈万年告诉记者，刘叔是
他和多位司机共同对接的一位
老人，他负责中午接。11 时 40
分，陈万年将车停在了医院门
口。“基本每周接刘叔两次，没
有特殊情况，我都会早点到，到
了等等没什么，万一刘叔早出
来 一 会 儿 ，让 他 等 着 就 不 好
了。”陈万年说。

除了服务对接的老人，遇
到其他老人需要帮忙，陈万年
也从不犹豫。 10 月 10 日 11 时
许，他得知一位老人从医院出
来需要用车，立即驱车前往，
将老人送回家。

以他人为榜样不断提升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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