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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余翠平

连续17年爱心送考

“全国近千万考生背后， 考场内
外社会各界都在积极为考生做好各项
服务工作 ， 随着考生顺利走出考场 ，
今年参与爱心送考的出租车司机的光
荣使命也圆满完成， 至此我们北方共
产党员阳光车队延续17年的爱心送考
也圆满告一段落。” 参与爱心送考的的
哥韩世锋笑着说。

那年非典时期， 白衣天使们在隔
离区内忙于工作，高考子女无人陪伴接
送，北方共产党员阳光车队队员勇担重
任，于是，便有了17年的爱心送考历程。
新队员一茬接一茬， 但这份爱心一直
在传递。 今年的爱心送考北方共产党
员阳光车队队员全体参加 ， 接送方
式多种多样， 有一对一、 点对点、 还
有巡游随机接送和网上接单， 效果都
很好。

能够参加今年的爱心送考， 廉哲
毫师傅说他很幸运， 6月7日早上7点
多， 他听到手机软件有一单叫车去丰
台二中的 ， 他知道二中是个考点儿 ，
心想一定是个考生， 当时车上有乘客，
干着急也没办法。 等这个乘客快要下
车了， 那一单还在叫， 廉师傅毫不犹
豫迅速抢单， 居然成功了， 距他不到
一公里， 乘客果然是考生父子俩。 上
车后得知他们分别叫了快车、 专车均
无人应答， 碰到廉师傅真是太幸运了。
廉师傅痛快地答应， 明天还来接他们。
“能够送孩子去参加考试， 我觉得很幸
福， 一路上跟这父子俩说说笑笑， 临
了还鼓励孩子别紧张， 好好考试， 自
己内心很有成就感。”

“为高考保驾护航， 结缘一段短
暂的行程 ， 收获一份助人后的喜悦 ，
爱心送考助力梦想 ， 我们一直在路
上！” 今年两天的高考， 4次免费接送
考生， 金浩师傅说他是最幸运的一个，
作为一名北方共产党员阳光车队队员
他应该这样做； 身为首都职工志愿者，
他当之无愧。

“我们接送的第一拨孩子已留学归
来，学业有成，至今与送考司机仍有联
系，这是一份怎样的情缘啊。 ” 韩世锋

深情地说。

车队连续多年组织无偿献血

“对我们车队的的哥、 的姐们来
说， 为社会上有需求的人群献出一份
爱心， 是一件非常快乐的事！ 无偿献
血活动不仅是一次心灵的洗礼， 更是
我们关爱生命 ， 奉献爱心的具体表
现。” 2018年5月19日， 在首都劳动奖
章获得者韩世锋的倡议下， 包括共产
党员阳光车队队长王建生在内共23名
队员一同来到位于北京城乡购物中心
采血点， 加入到无偿献血队伍。

在献血现场， 驾驶员师傅们认真
填表体检、 化验、 抽血， 所有流程都
在医护工作人员的指导下井然有序地
进行。 每一张脸上洋溢着快乐的笑容，

切身感受到了爱心奉献带来的温暖与
幸福。 最终， 北方共产党员阳光车队
队员张淑萍、 沈小芹、 张如兴、 徐丽
君、 陈雪松、 刘学强、 何利伟、 陈强、
陈思、 韩世锋十人成功献血， 总献血
量2400毫升 。 同时张如兴 、 沈小芹 、
陈强、 陈思加入了中华骨髓库志愿者
捐献队伍。

一年后的2019年5月12日， 伴随着
丝丝细雨， 北方共产党员阳光车队无
偿献血公益活动在军事博物馆献血站
如期举行。 由北方出租公司办公室主
任杜金勇和队长王建生带队， 大家身
着整齐的工装， 准时集结， 按顺序填
表、 体检， 等待那神圣时刻的到来。
“在等待献血的队伍中， 既有累计献血
3800ml、 获得献血金牌奖章的张淑萍

师傅， 也有初次参加献血的青年的哥
林嘉伟。 大家都非常积极， 想到我们
的血液可能会拯救到陌生的生命， 我
们就发自内心地感到愉悦。 我们的无
偿献血活动已经连续开展了多年， 在
献血的过程中， 我们感到了奉献的快
乐！” 王建生对记者说。

车队队员多次进行公益捐款

北方共产党员阳光车队还和鸿达
助康中心结成党建共建单位，将爱心进
一步延伸。

“在2017年通过房山区社工委和
公司领导， 我们得知有这样一群孩子，
他们和我们拥有同样的阳光， 生活却
给了他们不一样的境遇。 他们就是鸿
达助康中心的孩子们。这里的孩子都有
一些缺陷，需要不断进行康复，于是我
们每年都会在‘六一’前后去看望那里
的孩子们。 在我的倡议下， 大家还开
展了捐款公益活动。” 王建生说。

今年 “六一”， 北方出租办公室主
任杜金勇和北方共产党员阳光车队队
长王建生及10名骨干队员来到鸿达助
康中心， 与孩子们共度节日。 同去的
还有的士艺术团团长张志刚， 他赠送
了一幅书法作品； 宣传委员甄明捐赠
一辆崭新的儿童专用轮椅。 活动的现
场， 孩子们表演了生动活泼健康快乐
的节目， 小朋友和家长度过了轻松快
乐的节日， 特殊教育工作者也向家长
和社会展示了他们的成果和先进的教
育理念。

“活动现场我们又见到了接受资
助的阳阳小朋友， 真是发自内心地感
到欣慰！ 最初他的家长因为经济压力
一度曾想放弃康复， 由于我们的资助
和老师们的努力， 现在阳阳已经能够
站起来， 从蹒跚学步到可以骑着小车
儿玩耍了。 这也让我们坚定了帮扶他
们的信心。” 杜金勇说。

送藏族同胞游天安门

2018年12月22日清晨，“北方共产
党员阳光车队”与“首都的士爱心车队”
接上“美尔目藏区光明文化之旅”的藏
族同胞们， 到天安门广场观看升旗仪
式， 感受这既庄严又激动人心的时刻。
藏族同胞们在美尔目医院重见光明，在
天安门广场实现了梦寐以求的愿望。

“美尔目藏区光明文化之旅” 是
美尔目医院与社会各界爱心人士合作，
针对藏区同胞发起的公益活动。 热心
公益的北方共产党员阳光车队积极参
与其中， 承担起 “看升旗游北京” 的
接送任务， 一同参加的还有 “首都的
士爱心车队” 的同行们。

12月22日早六点， 从通州美尔目
医院出发， 到天安门广场观看升旗仪
式。 广场上来自五湖四海的游客们静
静伫立， 虔诚的目光流露出无限的感
恩与自豪。 在天安门广场高高飘扬的
国旗下， 身着民族服装的藏族同胞与
大家聚在一起合影。 这个场面感染了
周围的人们， 大家纷纷举起手机， 留
住这美好瞬间。

“在这激动人心的时刻， 我们北
方共产党员阳光车队的队员们说出了
心里话 ： 通过形式多样的公益活动 ，
愿更多的爱心人士参与其中， 将这爱
国情、 民族谊传递到祖国的四面八方。
在做公益的路上 ， 我们一直在努力 ，
一直在前行！” 王建生说。

——————记记北北方方共共产产党党员员阳阳光光车车队队
连连续续十十七七载载做做公公益益献献爱爱心心

北方共产党员阳光车队是
北方和北创出租公司的品牌车
队， 隶属于公司党支部， 队员
总数213人， 十七年来， 他们
爱心送考、 无偿献血、 公益捐
款、 孝老助残……很多公益活
动里都有他们的身影， 他们也
受到社会各界人士的广泛赞
誉； 2018年， 北方共产党员阳
光车队先后获得房山区、 北京
市和中华全国总工会颁发的工
人先锋号荣誉称号。 这支车队
里都有哪些感人的公益故事 ？
本报记者近日走访了北方共产
党员阳光车队， 为您讲述这里
的感人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