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咱西安的哥的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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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市出租汽车管理处

嘀嗒出行
联办

爱心车厢

陕A·

在顺风出行中，乘客对车主
的暖心举动，常因没能充分表达
谢意而遗憾。近日，嘀嗒出行APP
上线“送你一朵小红花”功能，乘
客只要写下对顺风车车主的感谢
内容，便可由平台代为传达，从而
让司乘双方的沟通更为通畅，进
一步推动和谐温暖的顺风车文化
建设。

11 月 21 日，家住龙首北路
的何先生下车时不慎将装有重
要资料的文件袋落在了顺风车
上，车主发现后主动联系何先
生送还。接过资料袋何先生只
来得及说声谢谢，车主便驾车
离开了。看着手中的文件袋，

何先生觉得，一句谢谢不足以
充分表达自己内心的谢意，遂
致电嘀嗒出行平台客服，点赞
车主的暖心举动，并嘱咐平台
一定要向车主转达到。

乘坐顺风车时，不少乘客感
受到了车主的善意，嘀嗒出行上
线“送你一朵小红花”功能，让乘
客能够更方便、充分地向车主表
达感谢。在行程结束后，乘客点
击送花入口，便可将心中的谢意
或鼓励转化成真诚的文字，以小
红花的形式，一键传达给同行车
主。

当乘客成功送出小红花后，
顺风车车主即可在个人主页收

到提醒，查看到称赞内容详情，
以及获得的“小红花”数量，将
这些真挚的谢意收藏。而当满
载谢意的小红花成功送达车主
后，乘客也将收到来自平台的
反馈：“车主要感谢慷慨送花的
你让这次行程更美好了。”这也
让更多主动送花的乘客感受到
鼓励和温度。

嘀嗒出行负责人表示，今后
将继续创新顺风车行业用户之间
的沟通机制，进一步推动顺风车
文化建设。在让车乘关系更加和
谐的同时，也传递更多的社会正
能量，以社会新风尚涵养绿色出
行文化。

今年是曹飞开出租车的第16
年。这些年，他在营运中感受到
了不少温暖，也带着家人一起，将
善意传递给了不少需要的人。

带着家人
一起做公益

西汽一公司陕AT0581司机曹飞
这个月开的是晚班，23日16时30分他
从对班手中接过车，仔细打扫卫生并
进行全面消杀后，开始了当日的营运。

17时许，一位乘客上车扫码

登记后说自己的手机马上没电
了，询问曹飞能不能提前付车费，
曹飞拿出充电线递给乘客。“这会
儿收我也不知道要收多少，我这根
充电线有三种接头，你肯定能用，
先给手机充点电吧，下车了你也得
用手机不是？”曹飞说道。给手机
充上电，乘客向曹飞道谢，曹飞表
示，“没什么，能用上就好，我放在
车上就是为了以备不时之需。”

除了充电线，曹飞在车上还
放着酒精、抽纸、塑料袋等。“乘客

乘车时难免会遇到一些特殊情
况，我准备这些东西，希望在需要
时能帮上大家。”

在开好每一趟车之外，曹飞
还是多支公益团队的成员，他经常
带着妻子、儿子和其他志愿者去山
区看望留守儿童，去养老院陪伴老
人……只要他人需要，曹飞一家总
会毫不犹豫地伸出援手。

乘客皮包落车上
他多方联系交还

11月19日22时许，曹飞营运
中发现后排有一黑色皮包，打开
皮包，他想寻找失主的联系方式。

“皮包里有奥迪车钥匙一把，
银行卡数十张，还有宁夏某公司的
公章及现金若干。”曹飞说，不知道
包是哪位乘客落下的，他根据“智
慧码”的登记情况通过后台拨打了
几位乘客的电话，但对方都表示东
西不是他们落下的。最终，曹飞的
注意力停留在了当日21时坐车的
一位乘客身上，但对方一直拒接电

话。无奈之下，曹飞放弃营运，将
皮包送到了公交分局，当时已是
20日凌晨2时了。21日，丢失皮包
的乘客通过西汽总台联系到了曹
飞，在得知丢失的皮包已经交到公
交分局后非常激动，说他们来西安
是要签非常重要的工程合同，当天
陪客户吃饭时喝酒有点多，下车时
虽然曹师傅一再提醒“别忘了您的
随身物品”，他还是将皮包遗失到了
车上。回酒店后直接就睡了，起来
怎么也想不起来包丢到哪里了，于
是，抱着试试看的想法联系到了西
汽公司，没想到一下子就找到了包。

在公交分局领回失而复得的皮
包，失主感动地对民警说道：“公司
的公章及合同非常重要，而且银行
卡、驾照及车钥匙等补办非常麻烦，
非常感谢曹师傅，曹师傅好样的。”

类似的好事曹飞这些年做了
一件又一件，对于乘客的感谢和
点赞，他说的最多的只有三个字

“应该的”。曹飞，用行动诠释着
西安的哥的责任与担当。

带着妻子和儿子一起做公益

的哥曹飞：用行动诠释责任与担当 11月22日15时55分，西安天子出租
汽车有限公司陕AD05074司机苏涛驾车
行驶至丈八东路立丰城门口时，接一女乘
客上车。一上车乘客急匆匆地说道：“去紫
薇田园都市。”苏涛注意到，女子一手拎着
购物袋，一手拿着手机，一路都在通话。

到达目的地后女子扫码付款后下了
车。苏涛继续营运，行驶了一段路程后，
通过后视镜，他看到后排座位上有购物袋
静静“躺”着。将车靠边后苏涛拿过购物
袋看到里面装着的都是新买的衣服。判
断应该是刚才的女乘客落下的，他随即开
回了女乘客下车的地方等候，同时打电话
将情况向车队队长报备。等了没多久，女
乘客跑着出了小区，他连忙挥手示意，核
实购物袋内物品后，苏涛将物品归还。

拿回失物，女乘客感动地说道：“购物
袋里装着的是我刚买的衣物，发现丢失
后，正抱怨自己粗心，抱着试试看的想法
出了小区，没想到苏师傅给我送回来了，
实在是太感谢了。”说着，就要掏钱感谢苏
涛。苏涛连连摆手并表示：“感谢费不用
给，这是我应该做的。”

刚买的衣物忘车上
出租车司机当即送还

11月 22日一早，陕AD70832出租车
白班司机刘卫锋像往常一样开始了一天
的营运。5时50分，一位男乘客从永松路
北口上了车，要去北郊办事。

刘卫锋用时十多分钟就将乘客送到
了目的地，乘客急匆匆下车后他继续营
运。行车途中，一个不经意的刹车，刘卫锋
听到副驾驶位下面发出异响，他用余光扫
了一眼，发现下面有个包。

就在刘卫锋寻找失主信息时，失主通
过“智慧码”平台给他发来了消息，刘卫锋
立即拨打电话和对方取得了联系。电话一
接通，失主就急切地说道：“包没丢就好，包
里装着的U盘对我来说特别重要。”两人约
定好时间和地点后，刘卫锋及时将包送还。

乘客着急下车落下包
热心的哥及时送还

高速路上乘客割腕
的哥争分夺秒送医

营运途中，两位乘客争吵不止，其中
一人突然割腕，的哥袁成争分夺秒将其送
往医院。

11月 14日凌晨 1时许，西汽集团中
北分公司陕 AT5192司机袁成驾车行驶
至丈八西路袁旗寨社区附近时，遇一男
一女两位乘客挡车，目的地为铜川市。
袁成驾车沿包茂高速一路向北行驶，途
中两位乘客因感情问题发生争吵。车行
驶过三原县后，女乘客突然割腕，顿时鲜
血直流。情况紧急，袁成加速行驶，以最
快速度赶往铜川市，将乘客送到了铜川
市人民医院。

“为给乘客争取治疗时间，行驶途中，
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我闯了两个红灯。”
袁成说。乘客在接受治疗后并无大碍，袁
成一直紧张的情绪这才放松了下来。送
医途中，袁成因为高速驾驶报了警，在向
民警说明情况后，他驾车离开继续营运。

袁成一路疾驰快速将伤者送往医院，
男乘客向袁成多次表达谢意。对此他表
示：“没什么，谁遇到了都会这么做的。”

等红灯时看了手机一
眼，发现有笔 150元的收款，
陕AD80817出租车司机马喜
平很是纳闷：自己又没拉大
单，这笔收款是哪来的？

经了解，原是一位乘客
将14.9元错付成了150元。

11 月 21 日 12 时 15 分，
马喜平驾车行驶至土门附
近时遇一老人挡车，目的地
为大寨路附近。到达目的
地，计价器显示车费为 14.9
元，老人手机支付后下了
车，马喜平继续营运。行驶
了 5分钟后，马喜平在昆明
路搭载了一位乘客，行驶了
几分钟等红灯时，马喜平看

了眼手机，突然发现前面有
笔 150元的收款。马喜平确
定应该是之前的老年乘客
将 14.9 元打车费错付成了
150元。马喜平立即将情况
向公司值班人员报备，并向
车队队长说明。同时积极
查找乘客联系方式与乘客
取得联系，将乘客多付的车
费退还。

收到退还的车费，乘客
感动地说道：“马师傅不仅
人好，服务还热情周到。
我年纪大了眼神不好，本
来要给马师傅付 15 元没想
到付成了 150 元，给他添麻
烦了。”

11月 22日 9时 20分，西安
天 子 出 租 汽 车 有 限 公 司 陕
AD83725司机王凯接到了嘀嗒
平台的派单，有乘客要从浐灞二
路去西安北站。

乘客上车后，闲聊中王凯
了解到，对方是要赶高铁回单
位。到达北客站后乘客匆匆
忙忙下了车。随后，王凯继续
营运，行驶了 20多分钟后，他
接到了天子公司值班人员打
来的电话：“王师傅，刚下车的
乘客把行李箱落在你后备厢
了，请抓紧时间，想办法尽快
将行李箱送还给失主，不要耽
误了失主的行程。”摆上停运
牌，王凯二话不说再一次驶向

西安北站。 停好车，王凯一边
提着行李箱跑，一边给失主打
电话。

到了安检处，王凯向安检
员解释道:“我是西安出租车司
机，乘客把行李箱落在了车上，
我给送过来，对方就在大厅里
等着，对方乘坐的是 10时 50分
的高铁，再晚就来不及了，帮帮
忙。”安检员查看王凯的健康码
后，特准他速去速回。一进大
厅，王凯就看到失主在招手，便
将行李箱交还给对方。失主特
别激动，连声说着谢谢一路小
跑去赶车了。

此时距这班高铁发车，仅有
20分钟了。

让那些没来得及说出的感谢温暖送达

嘀嗒顺风车“送你一朵小红花”上线啦！

手机截屏

赶高铁忘拿行李箱
距发车20分钟的哥送还

车费多付135元
好心的哥退回

本版稿件由本报记者姬娜陶颖采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