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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交活地图”王海娟：

用脚丈量，
手绘景点路线图

下月19条道路开挖

集中在中下旬施工

本报4月27日讯(记
者 宋珊珊) 27日，记
者从市城乡建设委获
悉，5月掘路计划确定，
市内四区及崂山区共有
19个项目要开挖，涉及
33个工程。多数道路集
中在5月中旬开挖，四方
区的嘉兴路因涉及多条
管道施工，工期最长需
要持续到7月上旬。

根据市城乡建设委
公布的5月掘路计划，市
南区有3条道路开挖，市
北5条，四方2条，李沧9

条。崂山5月没有道路开
挖。

其中，市南区因为
管道施工需要掘路，开挖
道路集中在西部老城区，
分别是濮县路、台西一路
和保定路。施工工期集中
在5月中下旬，最长工期
15天，最短工期5天。

市北区同样因为通

信管道等施工需要掘
路，5条要开挖的道路分
别是合江路、佳木斯一
路、嫩江路、西仲路和标
山路。工期也集中在5月
中下旬，最长工期20天，
最短工期10天。

四方区开挖道路比
较少，只有嘉兴路和庆
安路两条道路开挖。不
过因为嘉兴路涉及电力
入地、给水、灰口管改造
等4个工程，工期较长，5

月中下旬开挖，最长工
期60天，要一直延续到7

月上旬才能完工。
李沧区5月开挖道

路最多，涉及道路9条，
分别是十梅庵路、玉清
宫路、柳林路、向阳二支
路、向阳一支路、晓楼
路、永宁路、兴国一路、
正定一路。多数中旬开
挖，夜间施工，5天左右
就能完工。

芝泉路部分路段

暂改为北向南单行

本报4月27日讯(记
者 刘爽 通讯员 于
昕 梁峰 ) 2012年湛
山寺“佛诞节法会”将于
4月27日至30日举行，交
警将对周边部分道路及
路段实行交通管制。27

日22时至28日12时，芝
泉路的太清路至华严路
段暂改为北向南单行。

具体交通管制措施
措施为：芝泉路(仰口路
至江西路路段)、东海一
路禁止车辆停放。除上
述道路外，其他周边道
路车辆单侧停放；芝泉
路的太清路至华严路段
4月27日22时至28日12时
改为北向南单向交通
(公交车除外)。

周边停车场主要
有：岳阳路停车泊位、郧

阳路停车场、晓望路停
车场、华严路停车场、心
血管中心专用路、青岛
画院专用路、仰口路老
干部活动中心院内停车
场、烈士纪念馆南侧通
道。交警提醒，由于湛山
寺周边停车资源有限，
望市民尽量选乘公共交
通工具。

一旦湛山寺周边道
路发生交通拥堵，执勤
民警将根据指挥部通知
实施以下交通管制措
施：芝泉路(太清路至仰
口路段 )禁止车辆通行
(公交车除外 )；仰口路
西向东实行单向交通
(出租车除外 )；太清路
北向南行驶的车辆改行
南九水路、延安三路向
南行驶。

市内四区出租车

禁用公交车道？
交警部门调研，请市民建言

本报4月27日讯(记
者 刘爽 通讯员 周
江波 栾心龙) “市内
四区是否应当全面禁止
出租车通行公交车专用
道？”12日起岛城交警部
门对此进行专题调研并
发起网上投票，目前7成
网民支持“全面禁止”。为
更好倾听社会各界意见
和建议，交警决定自即日
起再组织一次全面调研，
欢迎广大市民参与。

截至目前，市内四
区共设有公交车专用道
41条，其中江西路、延吉
路、延安三路(海信桥至
江西路段 )等18条专用
道对出租车开放，占公
交 车 专 用 道 总 数 的
43 . 9%。奥帆赛举办前，
交警部门在调研基础上
将部分公交车专用道面
向出租车开放，允许其
借道行驶。

但是随着多个大型
基础设施项目相继开工
建设，市区整体交通运
行状况进入异常状态。
因出租车行驶公交车专
用道导致公交车通行不
畅时有发生，公安交警
部门对市区公交车专用
道通行情况进行了专题
调研，并于12日在“青岛
交警”新浪官方微博发
起“市内四区，是否应当
全面禁止出租车通行公
交车专用道”的投票，7

成以上的网民支持“全
面禁止”。

为了更大范围倾听
市民意见，交警部门决
定再次征求社会建议，
市民可以通过“青岛交
警”新浪官方微博向交
警部门提出建议，交警
部门将根据这些意见和
建议充分论证后决定下
一步具体措施的实施。

2 7日，在汇
泉广场附近一处
公厕门外贴上了

“公厕维修 暂停
使用”的字样。记
者看到，由于公
厕无法使用，不
少游客在公厕后
面和附近的树丛
里方便，十分不
文明。

本报记者
张晓鹏

摄影报道

本报记者 董海蕊

乘坐3 0 4路
公交车从轮渡走
沿海一线到流清
河，有58个公交
站的37公里路途
上，有多少旅游
景点和单位？每
个单位的门牌号
是多少？从公交
站到附近景点和
单位的距离是多
少？这些内容，被
称为“公交活地
图”的304路公交
车乘务员王海娟
一口就能说出。

业余时间步行，搜集路线信息

王海娟是青岛宏达巴士公
司304路线的一名乘务员，从事乘
务员工作24年。王海娟告诉记者，
她所在的304路线途经岛城众多
的旅游景点，外地游客较多，而
沿途许多景点又可以从好几个
站点下车，“刚开始有的时候乘
客问我在哪一站下车到景点的
距离最近？我只能回答不知道。”

为了能回答乘客的问题，王

海娟决定发动车队的乘务员一
起绘制一份“超详地图”，把304

路车沿线的各个景点地址、门票
价格、开放时间以及沿途各个主
要交通枢纽的车辆首末车时间、
沿途各个单位的地址电话等整
理到一起。“平时要上班，搜集这
些内容只能利用业余时间。”王
海娟说，她们每天要走两三个小
时，走了半个多月的时间才将

304路车沿途的大街与小巷走
遍。为了让乘客下车后到目的地
少走几步，王海娟还将两站中间
难以目测距离的单位和景点，一
步一步量出来：从徐家麦岛公交
车站到极地海洋世界要过两个
路口，走1520步，花12分钟；从王
家麦岛公交车站到极地海洋世
界则要过3个路口，走1250步，花
10分钟……

三上小鱼山用脚丈量最近路线

“有的景点可以从好几个
车站下车，乘客想知道哪个车
站下车最近。”王海娟称，为了
能让乘客少走弯路，在丈量过
程中，她曾用了两个小时，分别
从大学路、鲁迅公园、海水浴场
三个方向走到小鱼山公园，就
想为乘客寻找一条最近最省力
的路线——— 从海水浴场到小鱼
山最近，而从大学路到小鱼山

坡度最小，非常适合老人和孩
子行走。

“在丈量的时候，最害怕有
人和我说话，一说话步数就忘
了，就得重新再来。”王海娟说，
有时候为了量出步数，她要走
好几遍才能记录下来。全部丈
量完后，王海娟将所有的内容
整理成了一个小册子，由路队
打印后分发给了所有304路线

乘务员。王海娟每年还将其中
的内容制成便民卡，每年自费
印制2000张发放给外地乘客。
除了熟记304路线周边的景点
等，王海娟还将岛城140多条公
交线路的首末车时间和起始站
点熟记于心，并自学了英语、哑
语知识，面对国外友人和特需
乘客时也能展示青岛公交乘务
员的风采。

公公厕厕啥啥时时““病病愈愈””？？

自制移动窗帘，为乘客挡阳光

每年的夏季是青岛的旅游
季节，外地游客比较多，很多人
会到崂山游玩，乘车时间较长，
车厢比较烦闷，尤其是在下雨
天，关窗会导致车内太闷，开窗
又会淋湿乘客。注意到这些情况
后，王海娟自费购买了十把雨伞
放在车上，下雨时靠窗的乘客可
以打着伞开着窗，既淋不到乘
客，又保证了车厢的空气流通。

有一次，王海娟无意中听到乘客
抱怨车厢内没有空调和窗帘，车
厢内太热。“虽然青岛冬暖夏凉，
30℃以上的热天没几天，但就短
短这几天也给乘客带来不便。”
王海娟说，为了能让乘客有一个
好的车厢环境，她在车厢设施不
能改动的前提下，让她的母亲用
吸盘制作了五个可移动窗帘，不
仅可以随着光线左右移动，还可

随意拆装。
24年来，王海娟被乘客赞

誉为“百条线路一口清”、“问
不倒”、“活地图”、“岛城景点
通”等，还先后被评为青岛市

“精神文明建设先进个人”和
青岛市首批“工人先锋号”先
进个人等荣誉称号，今年王海
娟更是被提名为青岛市劳动
模范候选人。

王海娟正在帮乘客拎行李。(图片由宏
达巴士公司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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