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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崎峰是北京公交集团客三
分公司19车队特9内环的一名驾
驶员。 从2008年跨入公交行业至
今， 他在公交驾驶员岗位安全行
车40万公里。 他爱岗敬业、 安全
驾驶 、 钻研技能 ， 不断进取 ，
2010年起连续参加三届北京市
“职工技协杯” 大客车驾驶员职
业技能竞赛， 通过比赛不断提高
自己的驾驶水平。 2015年11月 ，
他在第七届全国交通运输行业职
业技能大赛客运驾驶员技能竞赛
中， 以优异的成绩荣获全国一等
奖 。 2016年被授予首都劳动奖
章。 2017年5月被中华全国总工
会授予 “全国五一劳动奖章”。

11年安全驾驶百万
公里

2000年， 孙崎峰参军入伍 。
回想起在军营的生活 ， 孙崎峰
说： “军营改变了我的一切， 是
我人生最大的一次转折和蜕变，
给了我钢铁般顽强的意志、 永不
服输的精神和不抛弃、 不放弃的
信念。”

孙崎峰当兵之前就考了驾
照， 本来想当一名汽车兵， 但没
能如愿。退伍后，他在民营企业里
面开过农用四轮、面包车、半挂水
泥罐车，后来自己跑运输开大货，
每天穿山越岭， 往返数百公里，
还开过一阵子出租车 。 几年下
来， 他有了50多万公里的驾驶经
历 。 2008年 ， 通过社招 ,孙崎峰
来到北京公交成为一名驾驶员。

公交是个艰苦的行业， 碰上
堵车三四个小时是常有的事。 早
些年公交车上没有空调， 夏天酷
热 、 冬天严寒 ， 频繁地换挡操
作， 很艰苦。 但是， 孙崎峰坚持
了下来， 他也逐渐体会到公交人
“吃苦耐劳、 乐于奉献、 勇挑重
担、 先进引领” 的优秀品格。

来到公交11年， 孙崎峰处处
都体现了退役军人的优良传统。
无论是平时完成生产计划还是执
行重大任务， 他都执行的坚决、
完成得到位。 从他身上， 可以感
受到公交行业 “一心为乘客、 服
务最光荣、 真情献社会、 责任勇
担当” 企业精神。 到目前为止，
孙崎峰已经在公交驾驶员岗位安
全驾驶40万公里。

全国公交驾驶员大
赛捧得桂冠

北京公交集团从 2010年开
始， 连续组织职工参加北京市举
办的 “驾驶员 、 乘务员 、 调度

员 、 保修工 ” 职工职业技能大
赛。 2010年， 孙崎峰第一次参加
技能竞赛。 虽然没有做过多的准
备， 但多年的驾驶经历和较为丰
富的机械基础， 使他一路闯进决
赛，最终获得了第二十名的成绩，
晋升为高级驾驶员。 自从这次比
赛后，孙崎峰更加关注日常驾驶、
规章制度和机械常识。

2012年， 再次参赛时， 孙崎
峰提前一个月开始着手复习。 晚
上到家后就做题， 不断巩固、 强
化记忆。 即使家住房山， 他仍到
位于香山附近的练车场去练习。
经过20多天的练习， 孙崎峰再次
进入集团前20名， 遗憾的是没有
晋升为技师。 2014年， 孙崎峰第

三次参赛， 通过刻苦的复习和勤
奋的练习， 最终取得了集团第18
名的好成绩。

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
2015年11月， 全国第七届交通运
输行业公交驾驶员技能大赛在京
举行。 北京公交集团公司为了备
战全国驾驶员大赛， 组织前20名
选手进行集训， 孙崎峰也入选了
集训队。 为了在全国大赛中取得
好成绩 ， 他虚心学习 、 刻苦训
练。 俗话说： “台上一分钟， 台
下十年功。” 他与参赛的选手积
极备赛， 把三次参加技能大赛的
经验与其他选手进行交流。

比赛期间， 孙崎峰和同事们
总结出不少经验。 比如， 由于反
光镜的反射所造成的视觉偏差，
它的量化是多少， 需要把范围控
制在什么样的程度 ； 坐姿的调
整 ， 腿部和脚跟的支点和发力
点， 打轮速度、 车速和打轮时机
的把握判断， 反应时间和技术动
作的跟进等。 他经常说： “不能
一味强调车速而忽略技巧， 懂得
取舍才至关重要。” 功夫不负有
心人， 孙崎峰在决赛当天发挥出
高水平， 最终， 获得全国公交驾
驶员大赛第一名的好成绩。

用实践总结安全行
车工作法

在同事和领导的眼中， 孙崎
峰是一个低调、 踏实的人。 他之
所以在全国数百万公交驾驶员中
脱颖而出 ， 离不开他人生当中
“透、 精、 活” 的目标。 从刚接
触驾驶开始， 他就跟师傅从头学
起， 用心看、 用心记， 一直到站
在全国公交驾驶员的最高领奖
台， 他始终以自己的人生经历诠
释着 “工匠精神”。

获奖以后， 孙崎峰结合工作
实际践行工匠精神， 刻苦钻研业
务， 驾驶技艺不断提高。 公交司
机每天驾驶公交车穿梭在大街小
巷， 面对的是纷繁复杂的交通状

况， 车厢里是年龄各异的乘客，
孙崎峰深知自己的责任和使命，
他不敢有一点点的麻痹和大意，
在行车当中， 严格遵守交通法规
和企业的规章制度， 规范操作、
文明驾驶， 通过路口时不抢行、
不加速。

多年的公交驾驶员经历， 孙
崎峰总结了安全行车 “三心、 三
勤 ” 的安全工作法 。 “三心 ”
即： 进站观察要细心、 行车过程
要专心， 遇 “五种乘客” 乘车特
殊照顾要上心。 “三勤” 即： 脑
勤多思， 眼勤多看， 耳勤多听。
在车厢服务方面， 孙崎峰说要坚
持热心对待每一名乘客， 把乘客
当成亲人、 当成朋友， 急乘客所
急、 想乘客所想， 不断提高服务
乘客的质量。

车队成立了以他名字命名
“孙崎峰创新工作室”， 组织特9
路内环的新驾驶员集中进行几次
技术辅导。 就练倒车入库， 由孙
崎峰讲解要领、 亲自示范， 对新
驾驶员进行培训。 逐个进行手把
手地教， 直到他们全都掌握倒车
技术为止 ， 并且帮他们结成对
子。 孙崎峰发挥劳模作用， 在日
常工作中， 利用停站点、 班前班
后的时间， 经常指点新司机的操
作， 把自己的技术经验毫无保留
传授给他们。

作为车队的运营班组长， 当
车队运力紧张的时候， 孙崎峰总
是冲在最前面。 当身边的同事需
要帮助时 ， 他也会及时伸出援
手。 孙崎峰每天都会提前到岗接
班， 打扫车辆卫生， 保证车辆整
洁、车窗明亮。认真做好出车前的
例检， 清洁发动机， 确保车辆正
常运行。在驾车过程中，坚持 “五
好操作”，通过点点滴滴的驾驶操
作细节为车队节省不少燃油料。

2017年， 孙崎峰先后被授予
“全国技术能手”、 “全国五一劳
动奖章”。 孙崎峰曾经是一名军
人， 而现在他成为了一名公交行
业的优秀工匠。

孙崎峰：不改军人本色 护航乘客出行
□本报记者 盛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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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鑫， 男， 1983年5月出生，
现任大兴区人民法院执行实施厅
副厅长。

自2012年独立办案以来， 他
探索出流程化、 模块化、 标准化
的快捷执行模式， 简案快办难案
精办； 近三年执行到位金额超13
亿元，平均用时缩短3个月被誉为
“执行尖刀”。 仅2017年他携团队
结案近1400起；2018年执结涉194
名工人的民生案件， 近1500万元
的工资款全部执行到位。

肖壮 ， 男 ， 1999年 10月出
生， 今年参加高考， 已被北京工
商大学生物科技专业录取。

先天性成骨发育不全、 无法
独立行走的肖壮在父亲陪护下刻
苦读书， 多次在市及国家级学科
竞赛中获奖。 崇拜爱迪生的他发
明的手提袋减压器 、 新型开瓶
器、 膨化食品专用封口器、 防滑
自热型手套等获得了新型国家专
利； 论文 《生活中的惯性现象及
其解释》 被国家级期刊刊发。

芦静 ， 女 ， 1984年 12月出
生， 北京西站地区志愿服务协会
副秘书长。

通过挖掘协调动员等大量工
作， 三年间她将北京西站注册志
愿者从几十人增到三千多人， 累
计组织18万余人次服务旅客500
余万人。 她参与编制志愿服务文
件规范管理、 带志愿者实地勘察
培训； 她参与创立的服务项目获
第三、 四届 “全国青年志愿服务
项目大赛” 金奖。

严敏文， 女， 1942年7月出
生， 朝阳区望京西园四区居民。

2018年3月24日， 76岁的严
敏文回村支教帮助留守儿童的
“小课桌” 正式开课了， 学生从
小学一年级到初二最多时达26
人。 从望京到河北西官庄坐公交
单程需换乘4次用6个小时， 她每
周往返一次， 用买菜小车拉来图
书建读书角、 掏12万元积蓄盖起
三间教室； 她说只要不生病 “小
课桌” 就能办下去。

周飞虎， 男， 1971年3月出
生， 解放军总医院第一医学中心
重症医学科主任。

在汶川抗震救灾、 利比里亚
抗击埃博拉、 天津大爆炸救援、
马里爆炸案及我国维和伤员救治
等重大救援中， 周飞虎创造了诸
多生命奇迹。 在利比里亚摄氏40
度高温炙烤下他着三重隔离服参
与接诊61例， 重症救治成功率达
80％以上； 论文被首届国际埃博
拉大会录用并作英文专题发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