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位校车司机的心愿：

让校车跑得更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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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秦国玲 于潇潇 董惠

“接送孩子上下学”成
为家长的烦心事。校车的出
现让家长们看到了新的希
望。但面对不少没有营运执
照以及超载严重等存在的安
全隐患，以致事故频发。然
而，如何彻底消除校车的安
全隐患？如何尽快满足家长
对校车的需求？怎样让专业
校车成为大家心目中的“安
全保证”？让校车真正为广
大 中 小 学 生 系 上 “ 安 全
带”，让校车“跑”的更安
全。

在农村，真正由学校购买、

手续合法、专门用于学生接送的
校车很少。当前农村接送学生车
辆的经营形式主要有三种：一是
自有式，学校自有校车，自请驾
驶人，学校向学生收取交通费；
二是挂靠式，中小学校、幼儿园
指定相对固定的车辆及驾驶人
接送学生，学校起中介作用，学
生将费用直接交给车主；三是自
由式，学生家长联合雇请车辆，
按时接送学生。

校车司机，不是会开车就行

15日早上，王丽君将孩子平
安的送到学校，就匆匆地往青州
公交公司赶去。自打近一段时间
以来，各地校车事故频繁发生，
每周一次的安全例会在王丽君
这个干了一年多的“校车司机”
看来，更显得意义重大了。尤其
在冬天，雨雪天气也来得勤了，
安全的担子在王丽君肩上也明
显更重了些。

而安全例会的内容，除了冰
雪天气驾车应注意的问题，还包
括小年纪孩子的上下车安全事
项及如何护送孩子进校门等。虽
然这些看上去似乎与司机无关。

一周一次的安全例会结束
后，王丽君又得匆匆准备出车。10

点50分，她像往常一样，得准时回
到学校，等待孩子们放学。王丽君
驾驶一辆67座的公交校车，往返
于青州云河回小与云河村之间，
负责接送孩子们上学放学。

通常情况下，每天早上，王
丽君 7点 1 0分从公交公司取车
后，就得赶紧往云河村赶。因为
如果出现路况不好等问题，63个
等待上学的孩子就可能在外面

“挨冻”。
其实，在做“校车司机”以

前，王丽君已有15年的公交车驾
龄了。而能成为“校车司机”，王
丽君也算是过五关、斩六将。2010

年3月，公交公司成立校车队，王
丽君被推选参加选拔，“除了有
A1牌，保证5年以上没有刮刮蹭
蹭等安全事故外”，还得通过各
项严格的考试。而在4月正式上
岗前，还接受了正规培训。

但这些，现在在王丽君看
来，绝非是多此一举。“做校车司
机，本就不应该是‘会开车’就
行”，王丽君说，校车是为接送孩
子提供方便，但安全绝对是第一
位的。

王丽君告诉记者，在农村，
她也曾经不止一次地看到，一些
偏远村子的孩子由于上学路途
较远，家长接送不方便，也为了
省时省事选择搭伙拼车接送孩

子，“一辆七座的五菱面包车上
常常得挤下十多个孩子，而很多
司机也不过是随便找来的朋友
或者没有什么资质的社会人
士”。

“光是看着就挺危险的。”，
尽管当时心里有着大多数人“别
人家闲事，还是少管”的想法，可
王丽君也不禁暗自担心，然后自
言自语道，“自己宁愿骑电动车
接送，也不能图省事省钱让自家
孩子挤在这么‘危险’的车里”。

而正如王丽君所说，现在很
多学校开车司机都是“兼职司
机”，虽然学校、家长都“省事”
了，可是最终的恶果可能难以想
象。

王丽君至今仍然对11月16日
记忆深刻。那天，她回娘家，当看
到甘肃正宁县发生的校车事故
后，不禁落下了眼泪。“不仅仅是
严重超员，而且竟然在大雾天气
下逆向超速行驶。”王丽君脸上
仍是一脸的诧异和愤恨。“校车
该得到应有的重视”。

这不仅是王丽君，更应是校
方、家长和整个社会的共同态度。

平安，无过就是功

12月15日早上7点，距离江苏
丰县校车事故第4天，寿光营里
镇第一实验小学的校车司机杨
云松驾驶着校车从家住地往大
北河村行去，7点15分，准时到达
大北河村的学生集合地，校车刚
停稳，孩子们奔向自己的位置。
这辆校车，每天早上要从孙家庄
到大北河村，再行驶到学校，而
每天下午4点10分，又要从学校
驶向大北河村，放下学生后再返
回杨云松孙家庄的家中。

每天早上6点半，杨云松起
床，洗刷完之后发动车辆，检查
油门、刹车、电路系统，7点从家
所在的孙家庄出发到大北河，7

点10分到达学生集合的候车点。
学生上车后，由跟车老师拿学生
登记表点名。7点40时到达学校，
送学生进校上课。忙完校车的事
情，杨云松再骑电动车忙自己的
事儿。下午15点30分，杨云松赶到
学校，检查校车之后，接学生送
到村里的候车点。

自从2008年开始和学校签订
了一年一签的运送学生协议合
同后，曾经做过17年驾校教练的
杨云松就觉得自己的专长终于
找对路了。“干了17年驾校，后来
干了5年村支书，现在终于又摸
着车了。”杨云松这样评价自己
的职业轮回，“始终和车分不开，
都是为人师表的事儿”。

13日，校车惨剧事发第二天

一大早，杨云松就接到营口镇教
管办的短信，提醒检查校车，注
意安全。而紧接着当天中午，营
口镇教委就将各学校的司机都
集中起来开会，“语重心长，老生
常谈，还是安全问题。”

为了保险，杨云松自己检查
一遍校车之后，又将车专门送去
维修店检查，“现在别的地方校
车一出事，就紧张。有时候一想
第二天还要开车就紧张的睡不
着。没办法，之前孩子家长接送，
出事也就是小事，现在校车统一
接送，不出事最好，一出事就是
大事。”杨云松说，“无过就是
功”。

2008年，杨云松的儿子刚刚
读大学，他凑钱买了一辆新的中
通车，19座，开始跑学生运输，本
想着买了车就大干一场，把投入
的15万赚回来，但没想，没干两
年，跑了没有3万公里，2010年开
始，寿光市加大校车监管力度，
开始要求学生运营车辆必须换
国家新标准的车辆。就这样，没
跑多久的新车卖了又换了新车。

杨云松向记者透露，寿光市
教育局要求接送学生车辆在道
路上行驶，不得超过限速标志、
标线标明的时速。接送学生车辆
发生交通事故或者学年内有举
报违规行为并查实的，视情节轻
重给予减少奖励、罚款、取消接
送学生资格等处罚。“接送学生
这档事，严格的很！”

杨云松告诉记者，营口镇党
委和教委都非常重视校车的事，
安全这一根线绷着，教委和交警
大队都会时不时的抽查。对于江
苏丰县的事故，他觉得非常不可
思议，“校车司机一定要有很强
的责任心，没有责任心的人，干
不了这事。责任心这事说小不小
说大不大，但是一想一车孩子都
系在你身上，你不能掉以轻心。”

进入冬季之后，接二连三的
校车事故让每个校车司机心头
的安全警钟大响，“每天都要检
查车子，发动机、冷却液、刹车，
孩子们的座位都要检查是不是
稳固，安全带是不是牢靠。很细
微的事情，我们都要负责到底，
谁让我们负责这个事情呢。”

“最高时速不能超过50公
里，只要超过了，跟车的老师
就会提醒，而且还会在行车记
录中留下污点。事情再急，也
不能急孩子在校车上的时间。
每逢雨雪雾的天气，营里镇教
委的负责人都会挨个给我们司
机发信息，‘孩子晚到没问题，但
是一定要安全。’”杨云松这样告
诉记者。

寿光市各部门挑选的校车

司机严格按照国家标准来，身
体健康、有A1级证，驾驶人员
必须具有准驾车型3年以上安全
驾驶经历，3年内未发生交通死
亡责任事故，政审合格且未受
过刑事处罚等等。

“干这个活，就是个良心
活，因为开车不累，累的是压
在你肩膀上的责任。”杨云松
说，司机年龄大，经验丰富，
遇到事情沉着冷静。“现在都
是老司机，从来没交过罚款没
出过违章记录。”

寿光市单独拿出财政款设
了一项安全运营奖，但这个奖
励也不是很容易到手的。“要
一丁点违章记录都没有，才能
拿到这笔奖励，一年下来安全
运行的话，到手能有 2 0 0 0 元
钱。”

从2008年开始跑校车，到目
前，杨云松的校车都是平安驾
驶，无一例事故。“怎么着也
得对得起咱17年‘师傅’的头
衔啊。”

“长线”变“短线”责任可没小

校车为啥会出事儿，开了几
年校车的王守军和周围的人讨论
了许久，也没想出个所以然来。

“大概是自然环境的问题”，王守
军想，如果像自己开车经历的这
些关卡，是万不可能出事儿的。

王守军很珍惜现在这份工
作——— 在锦程中学开一辆44座
的校车，负责接送附近三个村庄
的孩子。早上六点五十，王守军
准时来到学校。七点钟出发接学
生，跑两趟。下午四点再次到校，
送两趟学生。

这辆车，他投了18万，还没
收回成本。这是2009年购的新车，
锦程中学实行“私车校管”，车辆
产权属个人所有，由学校统一管
理，编排序号，统一安排运行
线路、统一制定运行时间。“系
好安全带。”“别乱跑。”“慢点儿
下”，车上还有一名专职“督导
员”，王守军和他每天都要把这
几句话重复无数遍。

每一辆校车车辆信息进行
详细登记，严格准入制度，对每
一位司机进行审核。为保证校车
的准入合法有效，锦程中学还专
门把车辆和司机的有关手续提
交到交警部门和交通主管部门
进行严格审验。

潍坊经济开发区交警也会
在每周进行不定期抽查，他们丝
毫不敢大意。

这样的严查，如果还能出问
题，那才是“见了鬼了”。王
守军最初想，原因应该归于自

然环境太差吧，就像当初自己
“跑线儿”，从潍坊到广州，
四个司机连跑四十多个小时，
每次出车，妻子在家都紧张得
睡不着觉。一遇到雨雪天气，路
上事故频发，光看就已经心惊肉
跳。

跑线儿跑了两年，实在撑不
住了。不仅是赚不到钱的问题，
身体太过疲惫，总怕哪天一不小
心出了事儿，就全完了。

“其实校车也赚不到什么
钱，只是轻松点儿，但责任更重
了。”早晚加起来不过三个小时，
白天王守军还撑着个驾驶员培
训学校，在外面跑业务，日子总
算没那么紧张。王守军自己的孩
子也在这所学校就读，五年级。
每天下了班，王守军和女儿一起
回家。“哪个孩子不是父母的心
头肉，出了这个事情，谁受得
了。”为这，他还戒了酒。

自己这辆车跑的路近，学生
一般是每月100元，现在是冬天，
家长嫌冷。一旦天暖了，车上的
孩子会少一大半。再加上亲戚朋
友塞上来的孩子，校车司机，“真
的赚不到多少”。

近来总有媒体报道校车超
载。“有些是为了多挣钱吧，但也
不全是。”从自己的经验出发，王
守军说，有些村里孩子多，可能
有五十个，而一辆校车核载四十
几人，多出来那么五六个人，单
放一辆车不划算，有些校车“超
载”，可能也是迫不得已。

“私人的车总会有个赢利的
问题，除非真的政府投钱。”王守
军模糊觉得，政府应该挑起这个
担子，因为这些事故与学校的布
局调整不无关系。

以前，几乎每个村都有小
学。这些年，政府调整农村中小
学布局，合村并校，很多孩子必
须要走很远的路去上学。

有数据显示，从2 0 0 0年至
2009年，我国农村普通小学数从
521468所缩减到263821所，减少了
49 . 4%；2000年至2007年，教学点
减少了50 . 9%。

上学的路变远了，交通工具
必不可少。

可是，在农村乡镇，政府不
给学校配校车，上下学问题学生
和家长只好自己解决，比如租
车，尽管家长们知道不安全。

去年12月发生在湖南衡阳
的校车事故中，所谓校车，就是
农用三轮改装成的。

思路在脑子里转了个圈，王
守军终于想，要保证农村中小学
生上下学安全，政府一定要加大
投入，如果没有钱，“超载”怕是
难以避免。

放学后，学生根据回家路线不同分批走上不同校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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