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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让老年人在“智能时代”
有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幸福感、安
全感，交通运输部在全国推广应用
统一的出租车 95128助老服务热
线。2021年 12月 15日，西安市交
通运输局在西安“的士广场”举行

“95128助老叫车热线开通仪式”，
标志着陕西省首个助老叫车热线
正式开通。而一直以来，西安的哥
的姐都在积极践行助老爱老的优
良传统，2022年 9月 22日，记者采
访了其中一名的哥张同德。

早在 2018年重阳节，西安市
出租汽车行业组建了“爱心车厢”
团队，在行业内广泛征集自愿加入
团队的驾驶员，在日常营运中为老
人提供贴心服务，并与 100多位出
行特别不便的老年人家庭结成了
对子，提供一对一上门接送服务，
按打表收取费用。

西 汽 集 团 中 北 分 公 司 陕
AD03784司机张同德，于 2019年

夏天与其他志愿者一起前往王老
先生家中看望，得知他和老伴一起
生活，儿女都不在身边，离开时，志
愿者们都留下手机号码，以便老人
有需要时联系。

此后没多久，张同德便接到了
老人的电话。老人表示经常要去医
院做透析，问张同德能不能送他，张
同德当即应允。后来，了解到老人
每周的周一、四、六都需要去医院做
透析，张同德表示：“以后都由我来
接送您。”这一接送，就是3年多。

双方非亲非故，3年多来，张同
德暖了老人，也暖了这座城。2022
年 9月初的一天晚上，王老先生身
体不适，家人拨打 120急救电话将
老人送进医院。得知情况后，张同
德每天了解老人疾病情况，并约定
时间，前往医院看望。

“到了病房，老人已经睁不开
眼睛了，我拉着他的手跟他说话，
他已说不出话来，但我能感觉到，

他捏了捏我的手。”张同德说，相处
3年多，和老人及其家人之间已经
很是熟悉，也有了很深的感情，看
着病床上的老人，他的心里很不是
滋味。

9月13日，张同德搭载乘客前
往鄠邑区途中，接到了王老先生老
伴打来的电话：“人走了。”“那一瞬
间，我说不清楚心里是什么样的滋
味。将乘客送到后，就赶紧往老人
家里赶。去他家的那段路，我格外
熟悉，又格外陌生。在路上，得知家
里有些需要的东西还没来得及买，
我去买了。到了家里，大家都在忙
碌着，我的心也被揪着。”张同德呆
了一会儿后，得知他们还有些东西
需要买，当即表示自己去，家里人跟
他早就是老熟人了，就让他去了。

之后，在西安市殡仪馆，张同
德和王老先生的亲朋一起送了老
人最后一程。“最近，我心里一直空
落落的。”张同德说。

对于张同德 3 年多来的“陪
伴”，王老先生的老伴赞不绝口。“3
年多，每周往返 6趟，张师傅从没
因事耽搁过，我们一家人非常感
谢他一直以来的暖心服务，现如今
我们更是朋友，他带来的爱会一直
温暖我和家人，很感谢他。”

据了解，除了一对一接送王老
先生，张同德还为王老先生的病友
提供过接送服务，提及此事张同德
表示：“作为一名出租车司机，为乘
客服务好，我责无旁贷，为老年乘
客服务好，更是没什么说的。”

接送3年多的哥张同德温暖了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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嘀嗒出行助力出租车数字化
转型，如今，“出租车三化工程”带
来一系列创新价值：自 2019年至
2022年，出租车智慧码累计帮助
1642.5万人次扬召乘客一键同步
目的地，帮助 76.23万位扬召乘客
寻找车上遗落物品……

早在 2017年 9月，在进入传
统出租车领域之初，嘀嗒出行就
提出要助力出租车行业复兴。
2019 年，基于深刻实践经验总
结，嘀嗒出行提出以“数字智能
化、网约化和线上线下一体化”

为核心的“出租车三化工程”，通
过科技赋能和模式创新，助力巡
游车行业数字化转型升级。通
过推动扬召打车的全流程体验
效率升级，进而推动出租车服务
及运营管理数字化，实现乘客体
验提升、司机运营增效和服务内
生动力形成，让出租车重新成为
流动城市名片。

出租车“三化”缺一不可。
出租车行业不仅需要乘客打车
与司机接单线上化，更需要行业
管理、运营效率提升等更深层次

全产业链数字化，才能真正提升
行业体系竞争力。同时，出租车
网约体验效率也有很多提升空
间，如何通过近距离派单减少乘
客等待时间，“线上线下一体化”
也非常关键。出租车既可巡游
又可网约，因而无论对乘客打车
还是司机接单，实现扬召网约灵
活自如切换都非常必要，也更有
效率。

如今，出租车“三化”带来一
系列创新价值：自2019年至今，出
租车智慧码累计为 2.32亿次出租

车出行提供防疫追溯保障；帮助
1642.5万人次扬召乘客一键同步
目的地；帮助 76.23万位扬召乘客
寻找车上遗落物品。“出租车智慧
出行”小程序累计帮助超过 3650
万人次扬召乘客寻找附近空车，
也让市民享受扬召网约自如切换
的打车新体验。

一位业内人士表示，借助智
慧出行小程序和智慧码等产品，
司机可线上线下同时接单，乘客
可对行程实时评价，双管齐下让
司机服务质量和运营效率优化。

嘀嗒出行助力出租车数字化转型

今年，是的姐雷小敏和丈夫
一起开出租车的第 9个年头。“我
主外的时候他主内，他主外的时
候我主内，我们俩分工明确。”雷
小敏说。同是出租车司机，他们
两人一个白班，一个夜班，两个
人开着一辆车，一天到晚行驶在
西安大街小巷，为市民提供出行
服务。9月 21日，记者乘坐雷小
敏驾驶的出租车感受她的服务。

随车小物品为乘客提供方便

21 日 6 时，西安市西城出租
汽车有限公司陕AD91125司机雷
小敏起床开始收拾，检查并打扫
车辆后仔细消毒。7时许，她开始

了一天的营运。“您好，欢迎乘坐
西安出租车，请您扫智慧码登记，
全程佩戴好口罩。”乘客上车时，
雷小敏总是热情打招呼，细心提
醒。

8 时许，雷小敏驾车行驶至
科技二路时，路边一女子挡车，
上车后女子表示要去兴化巷。
车行途中，雷小敏注意到女子眉
头紧皱，无力地靠着椅背。她便
询问道：“您哪里不舒服吗？需
不需要去医院看看。”“不用，早
上走得急，没吃早餐，有些不舒
服。”女子说。雷小敏拿出几颗
糖和自己备在车上的小零食递
了过去：“吃点吧。”女子接过去，

惊喜地看着雷小敏，连连道谢。
10时许，车行至友谊东路，两

位男士上了车，行驶了 10多分钟
后，一位男士说：“师傅，一会儿快
到目的地了，你看路边哪里有便利
店，门口停下车就好，我去买瓶
水。”“怎么了？”雷小敏询问道。“早
上出门忘了吃药，买水喝药。”乘客
说。“我给你拿瓶水，车上有，直接
把车开到目的地，你就不用折腾
了。”到达目的地，雷小敏拿了瓶水
递到乘客手里，乘客要给钱，雷小
敏说道：“车上水多，就是为乘客需
要而准备的，不用给钱的。”

记者注意到，雷小敏在车上
备有矿泉水、抽纸、免洗洗手液
等，除此以外，还备有小药箱。

全心服务乘客关爱留守儿童

一天晚上，雷小敏送完一位女
乘客到八府庄小区。下一位乘客
上车时，告诉雷小敏说：“师傅，座
位上有个黑背包。”雷小敏让乘客
赶紧把包递给她，并准备把乘客送
到目的地后，再把包送回到那位女
乘客那里。路上，雷小敏还在想，
该怎样做才能尽快跟失主联系
上。 没想到过了一会儿，失主通
过车票主动和雷小敏取得了联

系。电话中雷小敏说：“放心吧，我
马上给您送过去，早点送过去，您
也可以早点休息。”送到后，失主非
常感激，说包里有太多贵重东西，
银行卡、现金、导游证……当时就
掏出 200元硬要塞给雷小敏。雷
小敏忙说：“不用，不用，我们是‘爱
心车厢’，这是应该做的！”

一天中午，雷小敏行驶到西
高新锦业路时，遇到两位女子带
着孩子挡车。上车后，乘客表示
要去陕西历史博物馆。她很快
将乘客送到目的地。之后，雷小
敏继续营运，一个多小时后，突
然在副驾驶的座椅下有电话铃
声响起。接通电话，雷小敏才知
道是两位女乘客把手机落到车
上了。对方说她们是外地来西
安旅游的。但是双方一直没约
好见面时间，最终，雷小敏将手
机快递给对方。

日常营运中，雷小敏为乘客
提供优质服务。空闲时间，她和
丈夫与西安的哥精英团的成员们
前往山村，看望留守儿童。作为
团队的文娱组组长，她更是组织
大家在慰问活动中穿插文艺节
目，为山村留守孩子们带去了更
多欢乐。

9 月 14 日 15 时 25 分，陕 AU9611
司机梁世方驾车经过西安滨河大道与
城南大道东北角时，发现有两人非常
着急地在路边挡车。

梁师傅见状，将车停靠到两人跟
前，只见一人眼睛受伤，脸色苍白。另
一人说：“赶快，司机师傅帮帮忙，送我
们去最近的医院。”梁师傅二话没说，
立即帮忙将伤者搀扶到车上。途中，
他了解到伤者是由于骑自行车摔倒，
不小心撞伤了眼睛。

梁师傅打开双闪，在保证安全的
前提下，一路疾驰前往就近医院。原
本 18分钟的路程，仅用 10分钟就抵
达。伤者同伴要付车费时，梁师傅摆
摆手说：“救人要紧，车费就算了。”

事后，梁世方表示：“能帮别人
一把就帮一把，谁都会有遇到困难
的时候。”

9月18日12时35分，陕AT0757司
机高建喜驾车行驶到凤城三路西安市
第三医院门口时，看到有人抱着一个
男孩，焦急地招手挡车。高建喜赶紧
靠边询问情况，孩子的母亲哭着说：

“师傅，快点送我们去西安市儿童医
院。”

原来，小男孩在玩耍时，误吞了一
颗纽扣电池。在西安市第三医院，经
医生诊断后，情况危急，医生建议去西
安市儿童医院就诊。夫妻俩拨打了
120急救电话，一时半会儿没等到车，
很是着急，刚好遇到了高建喜。

高建喜听罢，毫不犹豫，急忙招呼
他们上车。随后，火速赶往儿童医
院。一路上，孩子的母亲不停地呼喊
孩子保持清醒，不要睡着。为了争取
救治时间，高建喜一路疾驰，原本30多
分钟的路程，仅用20分钟就到达。

下车时，乘客准备付款，高建喜连
连摆手：“赶紧带孩子治病，别耽误。”
他一直悬着的心也终于放下了。

9 月 20 日 19 时 45 分，西安天子
出租汽车有限公司陕 AD99568 司机
陈长青，开车经过唐延路卜蜂莲花超
市附近时，遇一女子招手挡车。扫码
上车后，女子表示去后村嘉园小区。
20 时 05 分到达目的地，女子付车费
后下了车。

陈长青向前继续行驶了一段路
程，在路口等红灯时，看见后排座位上
有个女士挎包。他判断，是刚才下车
的女子落下的。随后，将车靠边停下，
联系了智慧码平台客服人员，寻找乘
客信息。联系到乘客后，确认对方就
是刚刚下车的女子，约定好交接地点，
陈长青立即驱车返回。

挎包失而复得，女子非常感激，一
直道谢，说包内有重要物品，丢了会很
麻烦，并要给陈长青感谢费，陈长青婉
言拒绝：“捡到物品归还是应该的，这
是我的工作职责所在。”

有人摔倒撞伤眼睛
热心的哥紧急送医

幼童误吞纽扣电池
出租车司机紧急送医

乘客挎包落车上
的哥联系送还

的姐雷小敏贴心服务暖人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