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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本报报记记者者 王王路路曼曼

□本报记者 陈曦

三尺车厢是播撒爱心的大舞台

一份援手换来一份真情

北京三元出租汽车有限公司

王小军

王保全

“谁也不愿意遇到闹心的事情， 伸
出一份援手， 给予别人力所能及的帮
助， 也不是什么惊天动地的事情。” 说
起荣获 “首都十大的士英雄” 称号的
经历， 北京祥龙出租客运有限公司五
分一队的哥王小军微微一笑。

王小军2011年12月进入祥龙出租
客运公司， 成为一名北京的哥。 每天
早上， 王小军都会清洗好自己的出租
车， 带着满脸的笑容出门载客。 穿梭
在北京大街小巷， 王小军总能遇到形
形色色的人 ， 但五年多的职业经历 ，
也让这个朴素的的士司机有了面对一
切突发事件的经验。

一个盛夏的午后，王小军载着怀抱
急症幼儿的妇女，与时间赛跑，辗转两
家医院。 途中，王小军运用自己的应急
常识， 帮助无助的母亲妥善安置幼儿，
还及时借助122报警平台， 请求警方的
支援。 正是这样妥善的处理，才让这个
两岁多的急症幼儿得到了及时的救治，
没有酿成更严重的后果。

“到现在， 我还清晰地记得， 那位
抱小孩的妇女在路旁一边哭一边焦急
打车的样子， 也有路过的出租车司机
心存顾虑没有停车。 但我看到那位母
亲着急的样子， 想都没想就停车了。”
王小军回忆 ， 得知孩子正在发高烧 ，
急需马上治疗， 他立刻把二人送往最

近的四季青医院， 结果四季青医院儿
科休息， 医生结合妇女提供的情况建
议去石景山医院， 于是王小军又拉着
她们立马赶往石景山医院。 行驶途中
孩子突然口吐白沫， 出现了昏迷抽搐
的现象。

当时， 妇女一下急疯了， 不知所
措地哭着说 : “师傅 ， 我的孩子不行
了， 怎么办啊？ 求求您， 救救她吧！”
危急之中王小军没有慌张， 首先拨打
了122报警， 说明自己的所在位置和具
体情况， 请求警方支援。 然后利用自
己平时所掌握的急救知识指导妇女
尽可能把孩子挺直的双腿弯过来 ，
用手撑开孩子的嘴让她能够保持呼吸
畅通。

最终 ， 在警车的带领和护送下 ，
王小军的出租车以最快的速度赶到了
石景山医院， 看到孩子得救了， 他才
默默地离开……

这件事一直都放在王小军心里 ，
“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 我是在尽自
己的所能， 挽救生命啊。” 王小军告诉
记者。

还有一次， 王小军利用打车软件
接到一个待产孕妇的订单， 由于孕妇
所在小区的胡同特别狭窄， 而孕妇又
有随时生产的风险 。 在王小军之前 ，
已经有很多司机拒绝了载客。

“没事 ， 我绕个路 ， 五分钟就过
去， 别着急。” 王小军爽快的答应了，
搭载上那位孕妇， 孕妇情况非常紧急，
随时有可能生产。 一路上， 王小军小
心开车 ， 平稳地将孕妇送到了医院 ，
虽然孕妇还是将车弄脏了， 但王小军
没有后悔自己接下这单生意。 “孩子
满月之后， 那对夫妇还特地请我吃了
一顿饭， 表示感谢。” 王小军笑着说。
每一次伸出援手换来乘客的一声感谢
或一个温暖的眼神， 都让王小军觉得
所有的付出都是值得的。

王小军告诉记者， 每天穿梭在北
京的大街小巷， 难免会遇到突发的事
情， 有时车辆发生剐蹭导致拥堵， 王

小军总是主动出头帮忙调解； 有的时
候走在路上遇到其他车辆发生意外
求救的 ， 王小军常常热心地停车伸出
援手。 “也有人说我多管闲事， 但毕
竟这个社会还是需要更多的正能量。”
王小军说， 他愿意成为一个正能量的
传递者， 扎根这三尺车厢， 尽自己所
能服务乘客， 服务于每一个需要帮助
的人。

现如今， 王小军已是一名班组长，
负责管理着34名司机 。 他热情仗义 ，
有胆有识的性格和品质也在悄悄影响
着身边同事， 让一股正义之光洒在更
多流动的车厢里， 闪烁在北京的大街
小巷。

“我就是想为社会做点事。” 聊起
自己参与公益活动的事情， 来自北京
三元出租汽车有限公司的王保全， 仅
用这一句轻描淡写的话， 就带过了这
些年的付出。

三元出租公司有一个 “党员志愿
服务车队”， 这个组织是从2008年开始
组建， 那时王保全就加入其中， 并开
始参与社会公益活动。 这些年， 王保
全和他的同事们免费接送孤残儿童就
医、 看望慰问敬老院老人、 带自闭症
儿童郊游……将爱心播撒到了很多人
的心里。

“印象最深的就是那年接送的那个
孤残女童， 她只有4岁， 患有癌症， 眼
睛还看不到。 我知道她治疗过程中很
疼， 可是她特别勇敢， 特别乖， 让我
们这些大人都很佩服。” 王保全说。

女童住在位于东四环外的高碑店，
每周需要到位于西直门的医院做治疗。
于是， 王保全和同事就轮换着接送她。
每次他们开车到高碑店 ， 接上女童 ，
再送到西直门， 等治疗完了， 再送女

童回去。 一来一去， 再加上等候的时
间 ， 粗略估算 ， 也需要五六个小时 。
如果这些时间用来拉活， 能挣不少钱
吧？ 面对记者的提问， 王保全嘿嘿一
笑， 说： “没算过”。

赔本的买卖王保全并没有放在心
上， 反而是女童的早逝， 让他心疼不
已。 “小姑娘没挺过去， 那年夏天就
去世了， 我们一直跟到她火化完。”

去年， 王保全所在的车队又与门
头沟的永爱康复训练中心结成了帮扶
对象， 那里有很多自闭症儿童， 为了
给他们带来欢乐。 去年的六一儿童节，
王保全和同事带着孩子们去了朝阳公
园郊游 ， 而今年则給他们带去了书 、
水彩笔、 白字板等礼物， 还自编自演
了节目。

“我们表演的 《两只老虎》， 别看
我这体型， 比较符合角色。 我们边唱
边跳， 忙活得满头大汗， 可是看得出
来， 孩子们看得很开心， 我觉得就值
了。” 王保全笑说。

今年， 已经是王保全入行21年了，

他开过的出租车， 从 “面的” 到夏利，
又到伊兰特。 跑在路上的他， 也没忘
记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 给陌生的乘
客们带来温暖。

去年， 在石景山的一个小区门口，
一位坐着轮椅的中年女士， 正独自一
人在拦车。 有的出租车， 好像没有看
到她伸出的手臂 ， 非常自然地开过 ，
也有几辆出租车停下来， 几句交谈之
后， 仍然将女士留在原地， 车则缓缓
离开了。

王保全路过这个小区门口， 看到
了这位坐着轮椅的女士招手， 很自然

地停下了车， 然后下车， 扶女士上车，
再将她的轮椅妥善地放到后备箱里 。
整个过程流畅、 熟练， 没有一丝犹豫
和迟疑。 路上， 女士告诉王保全， 她
已经在门口等了好半天， 很多司机看
她坐着轮椅， 又问了她的目的地是医
院， 都不愿意拉她， 或者借口后备箱
装不下轮椅， 就扬长而去了。

“下车的时候 ， 那位女士苦恼地
说， 不知道一会要回去的时候好不好
打车。 于是， 我把公司给我们印制的
名片给了她， 告诉她， 如果不好打车，
直接给我打电话。” 王保全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