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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块小黑板 装进所有事

“老赵，打水去！”曹群力一声令下。
“好嘞！” 赵权红立刻行动。
曹群力是公交643路售票员， 赵全

红是655路司机。 两个人携手走过二十
多年， 抚养孩子的同时， 还要照料4位
身体不太健康的老人。 生活的重担并
没有压倒他们， 而是让他们对工作有
了更多的热情。

见不着面， 好多事情不好说。 俩
人弄了一块黑板， 把事儿写在黑板上。
黑板挂院子里， 赵权红回家一停电动
车就能看见。 就连邻居都能看见哪天
家里事情多， 哪天家里事情少。

虽然要照顾老人， 工作上的事也
一点儿不耽误。 一次， 有个乘客突发
癫痫， 曹群力告知司机立刻停车， 并
在车厢寻找病人伙伴。 明确不需要呼
叫救护车后， 她赶紧跟乘客赶紧解释，
并帮助着急的乘客换后车。

高度的责任心， 让曹群力的记忆
力得到充分发挥， 坐过她车的人， 她
都有印象， 甚至乘客一动， 她就能猜
出对方想干什么。 有个乘客在太阳城
上车， 有两次跑着追车， 曹群力就知
道他时间挺紧， 跟司机说路过这站的
时间稍微松一点儿， 等一等这名乘客。

曹群力嗓门大， 说自己不会柔声
细语。 为了报好站， 她跟语音播报器
学报站。 车队要求过年过节报祝福语，
开始很不顺畅， 她就先写下来反复练
习， 后来就能顺溜地报出来。 好多乘
客下车之前特意说 “你说话声音我真
喜欢听”， 每到这时， 曹群力就特别开
心， 特别幸福。

车队党员服务日、站台服务日……
各种活动一次也没落下。 “这么多年车
队对我们帮助挺多的， 同事帮我们替
班换班， 心里感激同事， 就尽量多做
一些有意义的事儿。” 曹群力说。

对于曹群力和赵权红来说， 如今
最甜蜜的事情， 就是赵权红来场站里
给公交车充电时， 俩人偷摸打个招呼。

“有点恋爱的感觉。” 曹群力说。

相识因事故 定情凭西瓜

张国静和卢兰是车队公认最浪漫
的一对儿。 当初， 还是售票员的卢兰
开着私家车回家， 与当时还是出租司
机的张国静发生了刮蹭。 张国静本想
理论一番， 但是一看见穿着公交制服
的卢兰 ， 立刻主动承担了事故责任 ，
忙前忙后帮卢兰修车。

一次电话里， 卢兰说想吃冰镇西
瓜。 张国静家住十三陵水库， 卢兰家
在望京， 怎么能让心爱的姑娘吃上冰
镇西瓜呢 ？ 恋爱中的男人智商上线 。
张国静跑到超市， 买了最大号的保鲜
盒、 矿泉水、 西瓜， 回家把矿泉水冻
成冰， 第二天敲碎矿泉水包装， 把整
坨冰块装进保鲜盒， 西瓜对切把最中
间最甜的部分挖成心形放在冰块上 ，
一盒满满心意的冰镇西瓜就出现在卢
兰面前。 “当时她的反应呢， 我都能
想到 ， 肯定感动的什么都说不出来
了！” 张国静回忆起当初， 还是幸福满
满。 卢兰则只在边上微笑不语。

现在， 卢兰是专106路驾驶员。 张
国静是493路驾驶员。 婚后， 张国静辞
去了出租车驾驶员的工作 ， 加入了公
交驾驶员的队伍。

因为 “事故” 相识 ， 卢兰当上驾
驶员后， 张国静格外关注她的行车安
全。 卢兰第一天上早班 ， 张国静就跟
着到了车队， 检查车的各个部位， 告
诉卢兰注意事项。 在家的时候， 也经
常给卢兰讲行业风险。 卢兰情绪稍有
不稳定 ， 张国静必定想方设法开导 ，
保证她行车安全。

一千只纸鹤 一条朋友圈

王涛对刘洋是一见钟情。 18年前，
王涛在昌平东关车站等着自己的哥们
儿下班， 恰巧看到了准备上班的刘洋，
感觉到刘洋就是他命中注定的爱人 。
由于那个年代人们的羞涩和不善言表，
王涛并没有向杨涛求助， 而是连续三
天在昌平东关车站等候刘洋发车， 摸
清了刘洋的班型和休息时间后， 王涛
便开始慢慢地接近刘洋， 让她感觉到
她的生命中还有一个他。 一连半个月，
王涛总在同一时间、 同一地点等待着
自己心仪的姑娘， 陪她一起从首站坐
到末站， 再从末站坐回来 。 2000年初
盛行千纸鹤风潮， 王涛利用业余时间
亲手为心仪的姑娘折了寓意着直到永
远的一千零一只千纸鹤， 在表白的当
天送给了刘洋。

如今刘洋是643路乘务员， 王涛是
专106驾驶员。

刘洋说： “我俩在一起的时间还
没跟同事在一起的时间长。” 因为在同
一行业， 王涛也获得了更多的理解。

两个人为了照顾家庭，轮流上早晚
班，虽然在一个单位，但其实见面机会
并不多。 9岁儿子最大的愿望，就是爸爸
妈妈一起带自己出去玩儿。 出于行车安

全考虑，两个人互相不敢影响休息。 虽
然不经常见面，但心里都装着对方。 接
受采访前一天是王涛生日，回到家已经
23点，他看到桌上的半个西瓜，和妻子
留给自己的纸条：生日快乐，没买到蛋
糕，西瓜代表我的心。

“心里挺温暖的， 我自己在朋友圈
发了个祝自己生日快乐， 朋友圈有一
半儿点赞的。” 王涛笑着说。

车厢年夜饭 说不完的话

张丽是职高毕业之后到公交845路
从事乘务员工作， 第一天上班与各位
同事见面时， 在人群中一眼就看见了
阳光、 帅气的高健， 再也没能忘掉这
容颜。 如果说婚姻需要经营， 爱情需
要呵护， 那么缘分就需要被眷顾。 张
丽工作的 102452号车与高健工作的
102453号车为前后车 ， 张丽在工作中
遇到的大小困难总是向高健请教。 每
趟车中间休息时间， 张丽总是不经意
的坐在高健身边， 有一句没一句的闲
聊着。 张丽爱慕的心思被高健发现后，
高健便开始主动追求张丽。 从事同样
的工作 ， 如何服务 ， 雨天疏导乘客 、
为低血糖乘客找食物、 怎样安抚情绪
烦躁的乘客， 都是说不完的话题。

随着时间推移， 张丽成为一名调
度员， 高健也转换到驾驶员岗位， 分

别在不同线路。
恋爱期间， 两人由于班型问题，从

来没有一起休息过， 为了多陪爱人一
会，张丽在自己休息日里，早早做好午
饭，用保温盒小心翼翼地装好，在总站
等着高健，然后随着车一起行走。

婚后， 给爱人送饭的举动 ， 成为
他们之间的默契。 结婚十多年来， 高
健大年三十从未在家吃过一次团圆饭，
张丽知道他只爱吃自己包的饺子， 每
年年三十晚上 ， 张丽在家吃过饭后 ，
都将饺子煮好， 给高健带到车队， 等
高健收车后， 两人在车厢里享受 “箱
灯晚餐 ”。 两人有一个活泼可爱的女
儿， 在女儿眼里， 爸爸就是大树， 永
远为她遮风避雨； 妈妈是姐妹、 是闺
蜜， 总有聊不完的话题。 为了表达对
爱 人 这 么 多 年 来 的 感 情 ， 今 年 的
“520” 情人节， 高健给张丽定了一束
玫瑰花， 作为惊喜。

21对公交夫妻的故事像电影一样，
讲述平凡的人生。 车队在 “人和” 的
氛围里孕育了优秀党支部、 5条先进线
路， 56名先进职工。 这些夫妻职工把
车队当做自己的娘家， 同事间胜似兄
弟姐妹， 亲情、 兄弟情、 姐妹情慢慢
沉淀， 感染到了在车队工作的单身青
年们。

□本报记者 边磊 /文 于佳/ 摄

公交车是人们每天出行
的交通工具之一。 在车上，司
乘人员在为乘客服务的同时，
也在演绎着自己的人生。位于
昌平区东关环岛的公交客一
分公司21车队， 含11条线路，
负责城区和周边的主要运输
工作，共有职工408人。这里有
21对夫妻职工，每天演绎车厢
爱情。

公交夫妻档：

车厢里的浪漫别人不容易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