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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刘欣欣

心怀正义的侠客的哥

张旭
北汽九龙一分公司第五车队

□本报记者 白莹

“车净、人和”热心公益事业

“不图名 不图利 一心做公益事
业！ 为我的出租同行兄弟做一点事。”
这是北京市银山出租汽车有限责任公
司出租车司机刘瑞芳微信里的签名 。
记者走近这位的哥， 了解这句话背后
的故事。

“做我们的哥， 想要身体健康， 一
定得自己主动调节 。” 刘瑞芳开门见
山，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 他学习了太
极拳、 太极剑、 三节棍、 五节鞭等武
术类的健身活动， 并每周抽出三个半
天的时间， 义务教授给的哥， 希望的
哥们都能有个好身体。

刚开出租的时候， 最早刘瑞芳还
是开的小面。 工作中， 他遇见过耍横
不给钱的， 还遇到过醉酒后把他头打
懵的…… “我们司机不能打人， 只能
忍着 。” 刘瑞芳说 ， 为了保护自己 ，
同时也是健身强体， 他在2010年的时
候接触到了太极拳， 从此和武术结下
了不解之缘。

在学习了一年多后， 他和两个朋
友商量着决定设立一个站点， 让更多
的的哥都能来免费学习太极拳。 于是，
他在沙河南大桥旁绿化带的小广场上，
开始了第一次授课。 “这个地方我们
也是考察过的， 很方便的哥停车， 我

们拉着横幅就开始活动了。” 刘瑞芳笑
着告诉记者。

随着朋友介绍朋友， 来找他学习
的人越来越多， 还有人提出能不能学
学鞭子。

为了满足大家的多种需求， 刘瑞
芳利用个人的时间， 自费学习了更多
的武术项目， 太极刀、 太极剑、 三节
棍、 五节鞭等。 自己学会后， 他再免
费教给大家。

“大家只要想学， 我就去学， 学完
回来教大家。 让大家找到适合自己的
健身方式。” 刘瑞芳笑着说。

同时， 为了方便更多的的哥前来
学习， 他还不断增加站点， 到小汤山、
万寿路等地免费教授。 “一周三个半
天去做义务活动， 教大家， 这是铁打
不动的， 家里人都知道， 周六日有什
么应酬的事都别找我。 这是我向社会
承诺的事情， 我必须去做。” 刘瑞芳说
这话时， 神情严肃起来。

刘瑞芳告诉记者， 希望通过锻炼
身体， 大家能够知道遇到不法之徒时
如何自保。 同时， 还要保持一颗正义
之心。

开了22年的出租车， 路见不平出
手相助的事情， 刘瑞芳已经记不清做

过多少次了。 记得曾经在西客站附近，
他看到路边停着一辆出租车， 三个喝
多了似的男子围着一辆出租车， 在司
机旁的车门处用力拍打。 他立即把车
也停在了路边， 从车上下来， 把对方
架开。 没等他报警， 三个脚下没根的
醉酒男子已经跑远了。

“互相帮助嘛， 这都不算事。” 类
似这样出手相助， 刘瑞芳根本没放在
心里， 也不会跟家人提起。 往往是被
助者打听到他家地址， 来到他家当面
表示感谢， 家人才知道刘瑞芳又做好
事了。

不仅自己做好事， 在他义务教授
武术后 ， 很多心怀正义之心的的哥 ，
也自愿加入了路见不平出手相助的行
列。曾经跟他学了五六年太极拳的的哥
蒋志广，开车开到建国门桥下时，看到
一个人拿着刀，身边的出租车司机身上
都是血。 由于手头没有工具，他下车从
后备箱拿起了擦车的掸子就上前去帮
忙，最终救下了那名司机。

“不论是帮助到哪个人， 都是对社
会作贡献。 能够为社会做点事，提供一
些正能量，我都很开心，我愿意去做。 ”
从刘瑞芳脸上看到是一副侠肝义胆。

张旭今年29岁， 在北汽九龙出租
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一分公司第五车队
已经做了6年的出租车驾驶员。 他爱这
个行业， 在他眼里， 每一趟活儿都是
流动的广告， 司机素质的高低、 服务
的好坏直接影响着首都的形象。 因此，
他做到了 “车净、 人和”， 在平常运营
工作中坚持做到无违章、 无事故、 无
投诉。

多年来， 张旭一直热心公益事业，
遇到那些急需帮助的人， 他总是毫不
犹豫伸手相助。 2015年10月1日清晨，
张旭携手国旗班首任班长董立敢， 实
现了白血病患儿张隆国庆看国旗的心
愿。 为给张隆鼓劲儿， 董立敢还把一
面国旗和一张升旗仪式光盘送给11岁
的张隆留念。

2015年9月， 报纸上的一则江西白
血病患儿张隆父亲向社会求助的消
息———儿子想到天安门广场看升旗 ，
在北汽九龙出租车司机群里传开了 。
此后几天， “北京的士之星” 刘韶山
和国旗班首任班长董立敢愿意尽自己
所能帮孩子圆梦。 “您一定会问， 这
里面没有你啊？” 张旭解释， “原本这
次爱心接送是由司机刘韶山提供， 不
巧他前一日烫伤了脚， 于是安排我作
为 ‘候补力量’。 当时还考虑到我驾驶

的是商务出租车， 能让张隆一家坐得
更加宽敞舒适。

当年10月1日凌晨3点半， 张隆穿
上自己最好看的一身衣服， 佩戴上久
违的红领巾， 手里攥着特意让爸爸准
备的小国旗， 欢快地走出病房。 此时，
张旭正在楼下等候。 要知道， 张旭家
住房山， 距离燕郊80多公里， 当日午
夜他就出发了。

“升旗仪式结束后， 我看见， 董
立敢亲手给张隆别上一枚国旗胸章 ，
还把签有自己名字的一面国旗和一张
升旗仪式光盘送给他留念， 望他早日
康复。” 面对一家人不住的致谢， 张旭
也憨笑道 ： “这都不是事儿 ， 应该
的！” 回医院的路上， 张隆的父亲张海
平再度红着眼圈表示感谢： 此次来京，
他们被首都人民的热情深深感动！

还有一次， 发动大家为成都出租
车司机邝德生师傅捐款。 那次， 张旭
在捐款箱旁的留言簿上写下了祝福 ，
“全国的士都是你的家人， 永远是你的
后盾， 加油！”

那是2013年10月， 39岁的成都的
哥邝德生被查出白血病。 作为家里的
顶梁柱， 邝德生入院后， 家中再无经
济来源， 面对高额的治疗费用， 家人
犯了难 。 成都的士同行得知消息后 ，

自发组织为邝德生捐款， 并将消息发
布在微信朋友圈、 微博等平台上。

于是， 一场跨越地域空间的爱心
接力拉开了序幕。 当年11月21日， 在
网上看到邝德生患病消息后， 北汽九
龙公司的哥刘韶山第一时间在微博上，
号召身边的北京的同行为邝德生捐款。
“我也看到了， 第二天， 就赶到首都机
场T3航站楼为邝德生捐款。” 张旭回
忆， “当天上午9点到下午4点， 近80
位的哥主动来到首都机场T3航站楼为
邝德生捐款 ， 捐款数额达7000余元 。
有的司机师傅为了捐款， 一大早空驶

到机场， 还有不少车队组团来献爱心。
大家捐款从几十到上百不等， 看到踊
跃捐款的场面， 连自己都十分感动。”

6年间， 张旭荣誉不断， 从2014年
起每年都获得北汽九龙的金牌司机 ，
2013年荣获公交集团青年岗位标兵 ，
2014年荣获北 京 市 青 年 岗 位 能 手 ，
2016年获选第十届 “首都十大的士英
雄”。 北汽九龙一分公司的一位负责人
说： “张旭是我们公司的标兵， 大家
对他的印象都非常好。 这不， 去年11
月， 他被公司升到管理岗位， 担任车
务管理员一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