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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 30多岁的张小昌，开出
租车近 10年。在营运中，他用细
致耐心的服务获得了乘客称赞。
营运外，他热心公益，为需要的人
送去温暖，而此刻，他正坚守在疫
情防控一线……

疫情防控 他坚守一线

11月 23日凌晨 1时许，睡梦
中的张小昌听到手机铃声响起，
接通电话后，传来对方急促的声
音：“有突发情况，马上出发。”匆
匆抹了把脸，他立刻跑出房间。
不多时，他和两名民警、两名流调
人员出现在一家物流园内，紧张
忙碌的流调工作结束已是 2 时
许。等充完电回到房间，已是 3
时许。“这样的情况，对我们和流
调人员来说太平常了，只要有需
要，随时出发。”张小昌说。

早在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
发生时，西安世园旅游汽车有限
公司响应行业号召，向驾驶员发
出“征集令”。看到消息，张小昌
第一时间报名。从那时起，他就
站到了防疫一线，并坚持到了现
在。“正常情况下，我在运营。疫
情防控形势严峻时，只要西安浐
灞生态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
防控指挥部办公室联系，我便会
立即返回防疫岗位。”

谈到营运的日子，张小昌说，
最初选择做一名出租车司机，是
因为妻子是一名医务工作者，比

较忙碌。他开出租车，工作相对
自由度高、可以照顾家人。“但自
从支援防疫以来，我也常常忙得
回不了家，孩子偶尔也会埋怨缺
少陪伴。以前都是我照看孩子，
如今我将父母从老家接来，他们
帮我管孩子，我和妻子各自忙
碌。”

张小昌说，他喜欢开着出租
车行驶在西安的大街小巷。“遇到
爱聊的乘客，我们总会多说几
句。有时候会搭载来西安旅游的
外地乘客，他们好奇地问这问那，
我也总会为他们介绍西安，为此，
我私下没少‘补课’。”

助老爱幼 他是个热心肠

2019 年 10 月 1 日凌晨 3 时
许，陕AD85889司机张小昌准备
收车时，途经红庙坡十字附近，发
现一位老人独自坐在马路边。起
初，还以为是看守工地的工人，当
时没有在意。4时许返回时，看到
老人还在原地坐着没有离开。张
小昌有意放慢车速，观察老人的
情况。老人看到有车靠近，急忙
挥手求救。看到老人想站又没能
站起来，张小昌急忙停下车询
问。老人断断续续地说，他迷失
了方向，离开家已经十几个小时，
滴水未进。张小昌车上刚好有矿
泉水，他拿给了老人。和老人沟
通了很长时间也没问清楚住的地
方。张小昌一边安抚老人一边拨

打了 110。民警很快来到事发地
联系上老人的家人。后来，老人
的家人通过派出所了解到情况，
给张小昌发信息表示感谢。

今年5月，张小昌驾车经过东
三环辅道，一位老人吸引了他的目
光。他将车上乘客送到目的地返
回查看时，发现老人已被路人扶到
路边安全地带。于是，他将车停
好，上前询问并安慰老人，表示可
以免费送老人回家。可老人不肯
说明情况，也不让人送她。报警
后，经过派出所对失踪人员进行比
对，终于查到了老人子女留下的报

案信息。随后，张小昌陪在老人身
边，直到民警赶来。

采访中记者得知，闲暇时张
小昌经常参与公益活动，包括保
护环境、关爱儿童、探望孤寡老人
等。此外，他连续多年免费接送
中、高考学生。2021年“六一”国
际儿童节前夕，陕慈协古城正能
量志愿者服务队的的哥的姐放弃
营运，前往高陵手牵手特教中心，
为特殊儿童送上节日祝福，张小
昌和爱人杜阳带着儿子，专门购
买了一个 12寸的大蛋糕，带给孩
子们品尝。

近日，嘀嗒出行第二届出
行安全知识有奖挑战赛圆满
结束。用户如何理解出行信
用 ？ 日 常 如 何 积 累 出 行 信
用？有哪些容易被忽略的出
行信用常识？这一系列问题
有了答案。

在此次出行安全知识有奖
挑战赛答题中，近 1.5 万名用
户完成信用出行指数“自测”，
其 中 120 分 满 分 用 户 占 比
23%，超过 3400人；获得 100分
用户 1万名，占比 65%，他们均
可获得嘀嗒安全达人徽章。
至此，第一届和第二届出行安

全挑战赛，获嘀嗒安全达人徽
章的用户总数已接近 1.25 万
人。

超过 5000名用户分享了对
出行信用的理解，其中“守时”

“履约”“提前”“及时”“协商”
“遵守”，是提及频率最高的六
个关键词。一位用户表示：“出
行信用，体现在出行确认后不
轻易取消，若取消一定要及时
告知对方。我发行程决定时，
不会轻易改变行程。”

在用户看来，“守时”是出
行信用的第一要义，核心是

“车乘双方不迟到，按约定好

时间出发”；“履约”作为第二
大要义，其核心是不随意爽
约，不临时取消订单，说到做
到，相互尊重；“提前”则是指
特殊需求提前备注，出发时间
地点提前沟通；“及时”则包括
及时付车费，及时确认上车和
到达地点等；“协商”，则主要
指的是如遇临时变化或特殊
需求，车乘双方充分协商，包
容互谅；“遵守”，则是指遵守
平台规则，遵守交通法规。

此次基于用户答题统计，
还总结出失分率最高的十大出
行信用小知识。其中，排名前

五的知识点分别涉及车费预支
付、中途不改目的地，不单独运
送物品、中途上下车提前备注、
勿要求过早过晚出发。

嘀嗒出行产品相关负责人
表示，很多时候，乘客上车地
点和出行路线很难 100%和车
主正好顺路，车主往往需要多
开一小段才能捎上乘客。此
外，车主等待乘客上车，寻找
临时停车位等，都可能花费额
外时间和精力。因此，车主乘
客应相互理解体谅，尽量避免
临时取消订单给对方带来的
麻烦。

用户如何理解出行信用主题

守时履约提前及时协商遵守

79岁的张阿姨，熟练地打开
出租车智慧出行小程序，一番操
作后，在路边等候。两分钟后，一
辆出租车停在了她的身边。83岁
的刘大爷，每月都要去医院，以
前，他都是在家门口挡出租车，如
今，他会叫好车再出门。

老年人活动能力有所降低，
但出行仍是日常生活的高频需
求。刘大爷每月都要去医院检查
身体并取药，以前由于不会使用
手机软件约车，每次都是子女帮
忙叫车。直到有一天，他得知了
一个号码：95128。这是全国统一
的出租汽车约车服务电话。2021

年 6月，交通运输部要求各地加
快推广应用 95128约车服务，更
好地服务老年人打车出行。现
在，前往医院前，刘大爷会拨打
95128，向专职人工客服告知出发
地、到达地、用车时间，不一会儿
车就到了。“碰到老年乘客时，我
们会主动询问是否需要帮助，主
动提供拎包、指路等爱心服务，确
认安全带系好之后再出发。”出租
车司机张师傅说。

如今，使用出租车智慧出行
小程序叫车，已经是不少老人掌
握的一项技能。张阿姨告诉记
者，开始她排斥学习，不愿接触新

的事物，但多次出行不便，让她主
动学习，“早该学会了，现在出门
可真是太方便了，许久不见的老
姐妹，现在想约就约。”

网络约车凭借方便、快捷等
优势赢得了广泛赞誉，但是复杂
的操作程序、不易认读的细小字
体使众多老年人望而却步。出租
车智慧出行小程序推出了一连串
的深度适老化改造方案。如今，
西安市试点运行的一键叫车功

能，推广到了更多城市。同时，注
册信息在 60岁以上的老年人会
被优先派单，从而减少了老年人
出门在外打车的等待时间，减少
他们的焦虑感和不确定性。不仅
如此，出租车智慧出行小程序了
解到部分老年人不会打字或者不
会使用移动支付，根据这些问题
针对性地推出了“常用地点”和

“亲情付”功能，让老年人更加方
便地用车。

11月17日，西安市出租汽车管理处、
西安出租汽车协会发布关于2022年11月
份减免承包费和服务费的通知。

近期，出租汽车行业营运收入仍未有
所恢复。为进一步减轻广大承包人和个体
工商户的经济负担，经行业部分巡游出租
汽车经营企业提议，西安市出租汽车行业
召开联席会议暨协会理事会会议，决定针
对西安市主城区所有巡游出租汽车经营企
业继续减免企业自有车辆（公户车）承包人
2022年11月份35%的承包费（或任务金），
并按照相关合同约定兑现“三无奖励”；继
续减免巡游出租汽车个体工商户（私户车）
2022年11月份35%的服务费。

11 月 20 日凌晨 2 时 20 分左右，陕
AD80827司机张磊结束了一天的营运，准
备收车。驾车行驶至灞桥区狄寨路附近
时，遇两位学生挡车，其中一位手捂肚子，
蹲在地上，了解到对方身体不适，需要马
上就医 。张磊当即决定暂不收车，立即
送学生看病。

完成扫码登记后，张磊搭载两人前往
就近一家医院。为争取治疗时间，在确保安
全的前提下，张磊一路疾行。到医院后，张
磊陪同就医，急诊医生了解病情后表示：“治
不了，需要去大医院。”张磊二话没说，搭载
两人赶往唐都医院。到医院后，学生要付车
费，张磊说道：“看病要紧，车费不用付了。”

一名男子抱着一个三四岁的小孩，伸
手挡车，很是着急。

这是 11月 20日 13时许，西安天子出
租汽车有限公司陕AD81133司机马平驾
车行驶到西三环辅路与建章路交叉口附
近，看到的一幕。当时，男子拦停了车，马
平注意到，小孩头部捂着毛巾。上车后，
男子急匆匆地说道：“师傅，麻烦快一点，
去西电医院，孩子急需就医。”马平打开双
闪疾驰而去。

途中，马平询问得知，孩子在路边玩
耍，不小心摔倒，磕到了头，特别严重。了
解到情况紧急，马平加快车速赶往医院，
仅用 10分钟，马平将车停在了西电医院
门口，孩子家长要付车费，马平说：“救治
孩子要紧，车费免了。”看着对方进了医
院，马平启动车子离开继续营运。

幼童意外受伤
的哥疾驰送医

重要物品失而复得，乘客十分感激，表
示这些资料对自己非常重要，如果遗失，影
响很大：“太感谢了，为西安的哥点赞！”

11月 18日 8时许，陕AT3491司机吴
兵建在营运途中无意间发现后排脚垫上
有一个纸袋。他停下车，拿起纸袋打开一
看，里面装着好几份资料和合同。吴兵建
心想，这么重要的资料不见了，乘客一定
很着急。他第一时间通过智慧码平台联
系乘客，很快便联系上了。他与乘客约好
交接地点，放上停运牌，将资料送了过去。

乘客落下重要资料
的哥主动联系送还

凌晨路遇学生突发疾病
的哥免费送医

西安出租车
减免11月份承包费服务费

智慧助老让老人接轨“数字化生活”

的哥坚守防疫一线

张小昌：“只要有需要，随时出发”

本版稿件由本报记者姬娜陶颖采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