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责
任
编
辑
杨
琳
琳

06
2019年
6月29日
星期六

劳
动
者
周
末

专
题

版
式
设
计
赵
军

版
式
校
对

吉
言

成立十余年， 为70岁以上老人免
费服务达1718人次， 协助救助危重病
人128余人次， 为育慧北里小区的一位
大妈每周做两次透析， 服务了4年半直
至老人去世； 为地区万余名空巢老人
提供志愿服务； 坚持免费接送高考生
至今已达2000余人次； 每年参加行业
及自发组织的运力保障活动， 运送乘
客3000余人次； 在春运、 暑运、 国庆
等重要活动期间 ， 积极参加王府井 、
北京站地区、 东直门交通枢纽的运力
保障活动； 积极参加社会、 行业及有
关公益活动捐款捐物， 合计价值数十
万元， 用实际行动中践行了雷锋精神，
展现了良好的行业风貌。 这支队伍就
是有着 “全国工人先锋号 ” 称号的
“天坛雷锋车队”， 他们始终坚持在服
务社会的第一线。

一个“悄没声儿”成立的组织

“天坛雷锋车队” 前身为北京市天
坛出租汽车有限责任公司 “雷锋小
组”。 2006年， 由连三顺等成员自发成
立， 当时组员为8人， 到今天发展为40
余人。

2006年春天， 连三顺开车经过宣
武门十字路口， 看到马路边躺着一位
老人， 身旁一个五六岁的小女孩在哇
哇大哭。 他连忙停车询问， 得知老人
突发心脏病。 连三顺立刻把老人和小
女孩送到医院 ， 并与家属取得联系 。
幸而抢救及时， 没有酿成悲剧。 事后，
家属对连三顺千恩万谢， 老人更是握
着他的手感叹道： 自己岁数大， 需要
经常去医院， 但很多司机都不愿意拉。
连三顺就将自己的号码留给老人， 告
诉对方以后再去医院， 就给他打电话。
这件事后 ， 连三顺忍不住一直琢磨 ，
自己能做些什么？ 跟同事闲聊的过程
中， “成立帮扶小组” 的念头渐渐清
晰起来。 于是 “雷锋小组” 就这样诞
生了， 8位成员是最早一批 “元老”。

说是有了 “组织”， 但做好事全凭
自愿， 也没有广而告之， 更像是组员
们彼此心照不宣的一种约定： 路上见
到需要帮助的人主动上前、 70岁以上
老人乘车不收费……直到后来有人送
锦旗、 写感谢信， 公司才得知雷锋小
组的存在。

2010年， 车队队员刘师傅接活儿
时认识了家住惠新北里， 长年瘫痪在
床又患有尿毒症 、 糖尿病的刘大妈 。
当时刘师傅送她回家， 到她家一看家
里因为看病被变卖得只剩下几件家具，

老人的儿子因为背老人上下楼腰也摔
坏了， 生活甚是窘迫。 车队承担起了
每周两次义务接送老人透析的任务 ，
这一承诺坚持了4年半 ， 直至老人去
世。 在四年半内队员们轮流接送， 从
未爽约。 老人因为病大小便失禁， 经
常尿到队员的身上， 风霜雨雪中没有
人埋怨一句。 寒来暑往， 队员们已经
记不清， 老人多少次颤抖地握着队员
的手说不出话来。

时光飞逝， 转眼到了2015年，3月4
日，北京市东城区体育馆路街道办事处
工委、 北京市交通委员会运输局东城
处、北京市天坛出租汽车有限责任公司
合作，举办了“天坛雷锋车队”社区志愿
服务启动仪式，正式打响“天坛雷医车
队”品牌，当时，车队还与体育馆路街道
办事处侨联结成了“一对一”志愿帮扶
对象，现已发展到33对。

入队需要半年考核时间

天坛出租汽车公司对这些出租师
傅助人为乐的行为非常支持， 将雷锋
小组升级成了雷锋车队。 虽然车份儿
方面没有予以减免， 但每次开会都拿
雷锋车队作为表彰对象。 渐渐地， 能
加入到车队， 在公司里成了件很光荣
的事情。

“在原来8个人的基础上发展到现
在40人规模， 目前还有很多积极向上
的驾驶员申请加入， 这跟我们公司多
年来一直倡导以人为本、 大力弘扬好
人好事、 树立正风正气这种气氛离不
开 。 我们现在选队员也是好中选优 、
优中选强 ， 营造了学先进 、 赶先进 、
做贡献的良好风气。” 天坛雷锋车队队
长马燕利说， “每一位队员都牢记口
中有德、 目中有人、 心中有爱、 行中
有善， 雷锋车队队员在心中种下种子
并细心呵护它成长， 最简单的道理就
是人到哪里就把爱心带到那里。”

想要入队可不容易 ， 工作踏实 ，
没有违章没有投诉 ， 这是最基本的 。
申请后还要经过长达半年时间的考核，
车队会委派各种任务， 来检验申请者
的 “诚意”。

2018年， 原队长连三顺退休， 马
燕利接过了这面大旗。

除了这种大伙儿日常自发的义务
帮扶， 2016年底， 车队与长青园养老
院两位老人结成帮扶对象 ， 每周二 、
四、 六、 日接送3位老人到普仁医院透
析。 2017年与北京市第五十中学举办
并交换了签署义务接送考生的协议书，

受到校方、 家长和考生的赞誉。 此外，
逢年过节队员们都会参加行业组织的
“保点” 活动。

“像是春节、 暑运、 黄金周期间，
可能到半夜没车了， 或者一些地方出
租车不愿意去 。 为了方便人们出行 ，
我们会去火车站、 飞机场， 或者市中
心商圈人流密集的地方接送旅客。” 队
长马燕利说。 伴随车队名气渐大， 身
上的社会责任也越来越重。 平均而言，
每位组员每个月会被分派4次公益活
动， 这就意味着至少4个半天不但没有
收入， 还要自己负担油钱。

做公益 “耽误” 时间， 尤其如今
出租车行业受到冲击， 队员们都面临
着不同程度的经济压力， 但志愿服务
带来的 “获得感” “幸福感” 却是大
伙儿挂在嘴边的动力。 队员张宏亮父
母都已年过八旬， 母亲患有阿尔茨海
默症， 爱人在家照顾老人， 重担都落
在他的身上， 但他对分配过来的任务，
从来没说过一句 “不行”。

行动传递爱与善意

“怎么把劳模精神发扬光大？ 做比
说重要。” 马燕利说。

队员季翔一年春节期间在六里桥
发现两位盲人因被黑车欺骗，无助地站
在路边。 季翔不但把他们送到亲人身
边， 还把当天上午200多元运营收入给
了他们。 事情反馈到连三顺这儿时，他
欣慰又感动，忍不住掉了眼泪。

车队敬老爱老， 与街道侨联结成
了 “一对一” 志愿帮扶对象， 每到春
暖花开， 就带老人们春游。 30多位地
区空巢老人、 归侨侨眷乘车参观京城
发展新貌和新农村建设成果。

车队每年都义务接送高考考生 。
每到高考这两天， 甭管车辆原本已经
多干净， 都要将出租车擦拭一新， 里
外整洁。 车上小红旗招展， 挡风玻璃
内侧 “雷锋车队 ” 的铜牌熠熠生辉 。
队员们统一身着淡黄色衬衫搭配深蓝
色领带， 显得精气神十足。

高考只有短短两天， 而车队为此
进行的准备往往提前几个月便开始了。
马燕利一直主管送考工作。 每年三月
前后 ， 车队会在公司网站挂出通告 ，
向周边学校、 居民区等地发放宣传单，
有接送需求的学校、 学生便可以陆续
联络、 安排行程。

较之以往， 近两年私家车越来越
多， 希望车队接送的学生人数有所减
少， 都在20人上下， 但车队派出的车

辆却远不止这些。 “除了一对一接送
的司机和车辆， 我们还要根据情况在
路线周边放一些 ‘机动’ 车。” 马燕利
解释， 万一有考生临时忘了带什么东
西， 返回去时间肯定来不及， 就可以
让周边的车过去拿。 “这种备勤车会
安排五辆以上， 做好保障工作。”

有的队员中午还需要接送学生 ，
为了保证时间， 高考这两天大伙儿基
本上就放弃拉活儿赚钱了。

起初做送考服务那几年， 家长有
给车队送锦旗的。 这两年都用上了微
信 ， 家长会通过微信表达感谢之情 。
“没有长篇大论， 但都能体会到家长的
心意。 等成绩出来， 孩子考上了好学
校， 再给我们说一声， 感觉自己也做
了一点贡献 ， 那是让我们最高兴的
了！” 张宏亮说。

“尊老、 敬老、 爱老， 帮助弱者，
关心下一代， 我觉得一点一滴的积累
吧。 您看我们选择了热爱自己的职业，
并通过对这份职业的热爱， 向他人传
递爱与善意。 诠释了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的实质内涵。 我们所做的事， 看
似微小， 却如涓涓细流一般， 温暖着
人们的内心。” 马燕利说。

天坛雷锋车队

□本报记者 边磊

一路走
一路播撒爱与善意

天坛雷锋车队简介

2013年被北京市出租汽车协会
授予 “首都的士司机志愿服务总
队、 天坛雷锋小组”；

2014年7月北京市运输局东城
管理处将 “天坛雷锋小组” 命名为
“天坛雷锋车队”， 2014年12月被北
京市运输局东城管理处授予 “天坛
雷锋车队应急保障先进单位”；

2015年4月被北京市出租协会
评为先进集体；

2016年3月， 被中宣部文明办
命名为第二批 “全国学雷锋活动示
范点”， 被首都文明办命名为 “首
都学雷锋志愿服务示范岗”， 被东
城区文明办命名为 “2016年学雷锋
品牌团队”， 北京总工会为车队颁
发 “工人先锋号”；

2017年4月被评为 “全国工人
先锋号” “首都学雷锋志愿服务示
范岗金牌项目”， 8月队长连三顺被
评为 “首都志愿服务五星” “北京
市第三批五星志愿者” 等称号；

2018 年 3 月 被 北 京 市 评 为
“首都 学 雷 锋 志 愿 服 务 示 范 站 ”
“2018北京榜样”。

成立十余年， 为70岁以上老人免
费服务达1718人次， 协助救助危重病
人128余人次， 为育慧北里小区的一位
大妈每周做两次透析， 服务了4年半直
至老人去世； 为地区万余名空巢老人
提供志愿服务； 坚持免费接送高考生
至今已达2000余人次； 每年参加行业
及自发组织的运力保障活动， 运送乘
客3000余人次； 在春运、 暑运、 国庆
等重要活动期间 ， 积极参加王府井 、
北京站地区、 东直门交通枢纽的运力
保障活动； 积极参加社会、 行业及有
关公益活动捐款捐物， 合计价值数十
万元， 用实际行动中践行了雷锋精神，
展现了良好的行业风貌。 这支队伍就
是有着 “全国工人先锋号 ” 称号的
“天坛雷锋车队”， 他们始终坚持在服
务社会的第一线。

一个“悄没声儿”成立的组织

“天坛雷锋车队” 前身为北京市天
坛出租汽车有限责任公司 “雷锋小
组”。 2006年， 由连三顺等成员自发成
立， 当时组员为8人， 到今天发展为40
余人。

2006年春天， 连三顺开车经过宣
武门十字路口， 看到马路边躺着一位
老人， 身旁一个五六岁的小女孩在哇
哇大哭。 他连忙停车询问， 得知老人
突发心脏病。 连三顺立刻把老人和小
女孩送到医院 ， 并与家属取得联系 。
幸而抢救及时， 没有酿成悲剧。 事后，
家属对连三顺千恩万谢， 老人更是握
着他的手感叹道： 自己岁数大， 需要
经常去医院， 但很多司机都不愿意拉。
连三顺就将自己的号码留给老人， 告
诉对方以后再去医院， 就给他打电话。
这件事后 ， 连三顺忍不住一直琢磨 ，
自己能做些什么？ 跟同事闲聊的过程
中， “成立帮扶小组” 的念头渐渐清
晰起来。 于是 “雷锋小组” 就这样诞
生了， 8位成员是最早一批 “元老”。

说是有了 “组织”， 但做好事全凭
自愿， 也没有广而告之， 更像是组员
们彼此心照不宣的一种约定： 路上见
到需要帮助的人主动上前、 70岁以上
老人乘车不收费……直到后来有人送
锦旗、 写感谢信， 公司才得知雷锋小
组的存在。

2010年， 车队队员刘师傅接活儿
时认识了家住惠新北里， 长年瘫痪在
床又患有尿毒症 、 糖尿病的刘大妈 。
当时刘师傅送她回家， 到她家一看家
里因为看病被变卖得只剩下几件家具，

老人的儿子因为背老人上下楼腰也摔
坏了， 生活甚是窘迫。 车队承担起了
每周两次义务接送老人透析的任务 ，
这一承诺坚持了4年半 ， 直至老人去
世。 在四年半内队员们轮流接送， 从
未爽约。 老人因为病大小便失禁， 经
常尿到队员的身上， 风霜雨雪中没有
人埋怨一句。 寒来暑往， 队员们已经
记不清， 老人多少次颤抖地握着队员
的手说不出话来。

时光飞逝， 转眼到了2015年，3月4
日，北京市东城区体育馆路街道办事处
工委、 北京市交通委员会运输局东城
处、北京市天坛出租汽车有限责任公司
合作，举办了“天坛雷锋车队”社区志愿
服务启动仪式，正式打响“天坛雷医车
队”品牌，当时，车队还与体育馆路街道
办事处侨联结成了“一对一”志愿帮扶
对象，现已发展到33对。

入队需要半年考核时间

天坛出租汽车公司对这些出租师
傅助人为乐的行为非常支持， 将雷锋
小组升级成了雷锋车队。 虽然车份儿
方面没有予以减免， 但每次开会都拿
雷锋车队作为表彰对象。 渐渐地， 能
加入到车队， 在公司里成了件很光荣
的事情。

“在原来8个人的基础上发展到现
在40人规模， 目前还有很多积极向上
的驾驶员申请加入， 这跟我们公司多
年来一直倡导以人为本、 大力弘扬好
人好事、 树立正风正气这种气氛离不
开 。 我们现在选队员也是好中选优 、
优中选强 ， 营造了学先进 、 赶先进 、
做贡献的良好风气。” 天坛雷锋车队队
长马燕利说， “每一位队员都牢记口
中有德、 目中有人、 心中有爱、 行中
有善， 雷锋车队队员在心中种下种子
并细心呵护它成长， 最简单的道理就
是人到哪里就把爱心带到那里。”

想要入队可不容易 ， 工作踏实 ，
没有违章没有投诉 ， 这是最基本的 。
申请后还要经过长达半年时间的考核，
车队会委派各种任务， 来检验申请者
的 “诚意”。

2018年， 原队长连三顺退休， 马
燕利接过了这面大旗。

除了这种大伙儿日常自发的义务
帮扶， 2016年底， 车队与长青园养老
院两位老人结成帮扶对象 ， 每周二 、
四、 六、 日接送3位老人到普仁医院透
析。 2017年与北京市第五十中学举办
并交换了签署义务接送考生的协议书，

受到校方、 家长和考生的赞誉。 此外，
逢年过节队员们都会参加行业组织的
“保点” 活动。

“像是春节、 暑运、 黄金周期间，
可能到半夜没车了， 或者一些地方出
租车不愿意去 。 为了方便人们出行 ，
我们会去火车站、 飞机场， 或者市中
心商圈人流密集的地方接送旅客。” 队
长马燕利说。 伴随车队名气渐大， 身
上的社会责任也越来越重。 平均而言，
每位组员每个月会被分派4次公益活
动， 这就意味着至少4个半天不但没有
收入， 还要自己负担油钱。

做公益 “耽误” 时间， 尤其如今
出租车行业受到冲击， 队员们都面临
着不同程度的经济压力， 但志愿服务
带来的 “获得感” “幸福感” 却是大
伙儿挂在嘴边的动力。 队员张宏亮父
母都已年过八旬， 母亲患有阿尔茨海
默症， 爱人在家照顾老人， 重担都落
在他的身上， 但他对分配过来的任务，
从来没说过一句 “不行”。

行动传递爱与善意

“怎么把劳模精神发扬光大？ 做比
说重要。” 马燕利说。

队员季翔一年春节期间在六里桥
发现两位盲人因被黑车欺骗，无助地站
在路边。 季翔不但把他们送到亲人身
边， 还把当天上午200多元运营收入给
了他们。 事情反馈到连三顺这儿时，他
欣慰又感动，忍不住掉了眼泪。

车队敬老爱老， 与街道侨联结成
了 “一对一” 志愿帮扶对象， 每到春
暖花开， 就带老人们春游。 30多位地
区空巢老人、 归侨侨眷乘车参观京城
发展新貌和新农村建设成果。

车队每年都义务接送高考考生 。
每到高考这两天， 甭管车辆原本已经
多干净， 都要将出租车擦拭一新， 里
外整洁。 车上小红旗招展， 挡风玻璃
内侧 “雷锋车队 ” 的铜牌熠熠生辉 。
队员们统一身着淡黄色衬衫搭配深蓝
色领带， 显得精气神十足。

高考只有短短两天， 而车队为此
进行的准备往往提前几个月便开始了。
马燕利一直主管送考工作。 每年三月
前后 ， 车队会在公司网站挂出通告 ，
向周边学校、 居民区等地发放宣传单，
有接送需求的学校、 学生便可以陆续
联络、 安排行程。

较之以往， 近两年私家车越来越
多， 希望车队接送的学生人数有所减
少， 都在20人上下， 但车队派出的车

辆却远不止这些。 “除了一对一接送
的司机和车辆， 我们还要根据情况在
路线周边放一些 ‘机动’ 车。” 马燕利
解释， 万一有考生临时忘了带什么东
西， 返回去时间肯定来不及， 就可以
让周边的车过去拿。 “这种备勤车会
安排五辆以上， 做好保障工作。”

有的队员中午还需要接送学生 ，
为了保证时间， 高考这两天大伙儿基
本上就放弃拉活儿赚钱了。

起初做送考服务那几年， 家长有
给车队送锦旗的。 这两年都用上了微
信 ， 家长会通过微信表达感谢之情 。
“没有长篇大论， 但都能体会到家长的
心意。 等成绩出来， 孩子考上了好学
校， 再给我们说一声， 感觉自己也做
了一点贡献 ， 那是让我们最高兴的
了！” 张宏亮说。

“尊老、 敬老、 爱老， 帮助弱者，
关心下一代， 我觉得一点一滴的积累
吧。 您看我们选择了热爱自己的职业，
并通过对这份职业的热爱， 向他人传
递爱与善意。 诠释了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的实质内涵。 我们所做的事， 看
似微小， 却如涓涓细流一般， 温暖着
人们的内心。” 马燕利说。

天坛雷锋车队简介

2013年被北京市出租汽车协会
授予 “首都的士司机志愿服务总
队、 天坛雷锋小组”；

2014年7月北京市运输局东城
管理处将 “天坛雷锋小组” 命名为
“天坛雷锋车队”， 2014年12月被北
京市运输局东城管理处授予 “天坛
雷锋车队应急保障先进单位”；

2015年4月被北京市出租协会
评为先进集体；

2016年3月， 被中宣部文明办
命名为第二批 “全国学雷锋活动示
范点”， 被首都文明办命名为 “首
都学雷锋志愿服务示范岗”， 被东
城区文明办命名为 “2016年学雷锋
品牌团队”， 北京总工会为车队颁
发 “工人先锋号”；

2017年4月被评为 “全国工人
先锋号” “首都学雷锋志愿服务示
范岗金牌项目”， 8月队长连三顺被
评为 “首都志愿服务五星” “北京
市第三批五星志愿者” 等称号；

2018 年 3 月 被 北 京 市 评 为
“首都 学 雷 锋 志 愿 服 务 示 范 站 ”
“2018北京榜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