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明花开别样红

注注重重精精神神引引领领 浇浇灌灌文文明明队队伍伍之之花花
——— 济南公交以文明创建为载体提升品质纪实之一

近年来，为加快公交发展、为广大群众带去更多便捷和实惠，济南市公共交通总公司(以下简称济南公交)以文明创建活动为载体，进一步
提高公交服务能力和水平，使公交成为百姓日常出行的最佳选择。一句温馨的提醒、一句亲切的问候，文明不经意间在在车厢里流动，感染着每
一位乘客，公交车更像是文明“使者”，将文明理念不断带到城市的每一处。随着创文活动的深入，公交文明之花也越越开越艳。

一年365个日日夜夜，济南市230多条公交线路上的4800多辆公交车行驶在泉城的大街小巷上，12000余名济南公交人用温馨服务来传承
文明之礼，把青春、热血和关爱抛撒在文明创建的大路上，奏响了一曲曲文明之歌。济南公交一直把文明单位创建工作作作为企业发展的重要
目标,以“让乘客满意、让政府放心、让职工快乐、为社会奉献”为己任,将精神文明建设融入到企业建设、服务、管理等各项工作中去,着力解决
群众关心、政府关注的突出问题,积极推动企业文明健康发展。连续多年保持“全国文明单位”殊荣，全市民主评议行风活动保持优秀，先后荣
获全国交通运输系统十佳先进企业、全国五一劳动奖状、全国文明单位等多项荣誉。

济南公交党委一班人认
为，企业发展，关键在人。构建
文明和谐公交，关键也在人。
建设一支政治坚定、业务精
通、作风优良的干部职工队
伍，是做好公交工作，构建“文
明和谐公交”的根本保证。

在济南公交的目标管理、
计划管理体系中，文明创建是
企业制度化建设的重要内容
之一，以创建促发展、以发展
带创建已成为公司上下的共
识。总公司与各分公司、基层
单位逐级签订目标责任书，并
与各单位主要负责人经济效
益直接挂钩，形成“一把手”负
总责、分管领导认真抓、党政

工团齐抓共管、职工广泛参与
的“四级联动”创建体制和运
行机制。

近年来，济南公交始终把
队伍建设作为创建文明行业
的着力点，坚持以人为本，全
面提高队伍素质。总公司党委
书记、总经理薛兴海身体力
行，把文明创建工作列入“一
把手工程”，在创建规划、标准
规范、运行机制、措施落实上
与各项工作同部署、同落实、
同检查。摸索形成了横到边、
纵到底的领导机制、顺畅高效
的运行机制和完善有序的创
建机制，以制度建设推动文明
创建工作。

2011年12月20日，全国精
神文明建设工作表彰大会在
北京举行。这是继2005年中央
文明委表彰首批全国文明城
市、文明单位等先进典型以来
的第三次全国性表彰大会。大
会上传来喜讯，济南公交获得

“全国文明单位”荣誉称号。这
是济南公交继2009年获“全国
五一劳动奖状”后，摘得的又
一国家级殊荣。

创建“全国文明单位”是

济南公交发展规划确定的一
项重要目标，也是各级领导
和 广 大 公 交 职 工 的 共 同 心
愿。文明单位的取得 ,是认可 ,
也是鼓励,回眸济南公交近年
来的发展步伐,给人印象最深
刻的是一幅幅全体干部职工
众志成城、激流勇进、攻坚克
难、凝心聚力谋发展的动人
场景,扑面而来的是建设者们
建设文明和谐企业的青春气
息。

公交车载着一车人正在
顺利运行，在停靠站点时突然
蹿上来一名拿刀的歹徒，一般
人可能就吓得不知所措。但是,
济南公交43路女驾驶员李慧
敏非常镇静地疏散了乘客，一
个人留下与歹徒周旋，最终在
民警的帮助下将歹徒制服。

李慧敏是济南公交43路驾
驶员，回想起5年前的那个心悸
瞬间来，李慧敏表示，当时最紧
张的就是害怕乘客被砍伤。

2006年12月22日下午，李
慧敏正在执行运行任务，在东
八里洼站点，后门突然蹿上来
一名男子，一手握着大菜刀，
一手握着刀锯，菜刀上还带着
血迹。歹徒二话不说便将刀架
在了她的脖子上，大吼，“快开
车！”面对突如其来的危情，李
慧敏表现得非常镇静，立即疏
散乘客赶紧下车。

为了争取时间，李慧敏故
意放慢速度，等待时机，这个
动作被歹徒发现了，歹徒开始
与她争夺方向盘，此时的公交
车就像盘龙在路上晃悠。在听
到警车的声音后，她果断地踩
死了刹车，拼了命将歹徒手中
的菜刀夺下。

李慧敏的事迹已入选初
中廉洁教育课的教材，成为孩
子们学习应对突发意外的榜
样。在济南市初中生廉洁教育
课教材第47页上，有2007年李
慧敏在全国见义勇为表彰大
会上获奖的照片，照片下面附
着她勇斗歹徒的事迹，“作为
公交驾驶员，让乘客安全满
意，是我的职责，也是我最大
的心愿，我愿把10米车厢变成
文明与真爱的阵地。”她说。今
年“五一”前夕，李慧敏被评为
全国劳动模范。

张波是济南公交七分公司
47路线一名驾驶员。2014年7月9
日晚上，张波驾驶着47路自编号
4023号公交车由东向西行驶在
工业南路上。当车辆从化纤路站
点出站时，他看到右侧路边有一
男子袭击一名女子，旁边还有两
名女子已经躺在地上，并流出鲜
血。张波看到那名男子在路边向
西快速跑过。本来车辆在低速滑
行，但张波本能地意识到行凶事
件的发生，心中只有一个念想，
决不能让行凶者跑掉。他随即加
速向前行驶，当车辆行驶至省监
狱门口时，张波将车向右打方
向，横在嫌疑人前面。他迅速停
车、开门，起身跳下车厢，在追出
一百多米后，张波感到对方已经
没有后劲了，他加快步伐，飞脚
踹向犯罪嫌疑人，最后将嫌疑人
制服。

10月13日，第五届全国道德
模范座谈会和授奖仪式在北京
人民大会堂举行，张波荣获全国
道德模范提名奖。

无独有偶。2015年7月12日
17时许,董丹驾驶的K52路公交
车被一男子劫持。董丹冷静疏
散乘客 ,并与留在车内的李风
军一起同该男子周旋。在车辆
行驶到银座商城附近时 ,接到
报警的济南警方逼停被劫持公
交车。此时 ,在后车执行运行任
务的K52路驾驶员张宇从换乘
乘客口中得知情况后 ,也赶了
过来 ,以交谈的方式分散该男
子的注意力,并试图要求该男子
让董丹下车,自己当人质,遭到拒
绝。见该男子注意力被转移 ,董
丹快速拔下灭火器保险销,冲着
该男子面部喷射,民警迅速将歹
徒抓获。10月15日上午，中华见

义勇为基金会在济南举行“中华
见义勇为楷模群体”荣誉称号命
名大会，授予济南市公交总公司
K52路驾驶员董丹、张宇“中华
见义勇为楷模群体”荣誉称号。

张波、董丹、张宇的事迹只
是济南公交先进典型带头垂
范、拼搏奉献的一个缩影。他们
的先进事迹表现出了多个层面
的道德建设意义 ,包括作为传
统道德要求的义字当先、同舟
共济 ,作为现代职业道德的责
任意识、敬业精神等。作为突发
于公共交通工具上的公共安全
事件 ,其反映出来的更多是个
人职业行为如何以维护公众利
益为第一要务的问题。从公民
个人层面强调的一个重要方
面 ,就是把“敬业”作为一种基
本的价值追求来加以倡导和培
育。

润物细无声!近年来,在创建
文明单位的潜移默化下,济南公
交涌现出全国劳动模范薛兴海、
吴倩、李慧敏，全国五一劳动奖
章获得者、济南公交五分公司
1 0 3路女驾驶员徐维玉，全国
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济南恒
通汽车服务有限公司雷锋车队
队长郭泗镇，全国十大见义勇
为好司机、济南公交一分公司
职工刘欣等一批先进典型 ,他

们中既有坚定信念、始终默默
耕耘的“老黄牛”式楷模 ,又有
甘于奉献、扎根一线的先进典
型 ,通过数年如一日的坚守 ,诠
释了济南公交“开拓、务实、诚
信、和谐”的企业精神 ,唱响了
主旋律,弘扬出正能量。

“劳模就在我们身边 ,他们
是有形的正能量、鲜活的价值
观 ,他们的先进事迹、优秀品
质和高尚精神就是激励我们

拼搏奋进的不懈动力。”济南
公 交 1 0 2 路 驾 驶 员 刘 怀 奎 表
示。

济南公交注重发挥劳模
“传、帮、带”作用,开展“师带徒”
活动 ,推进创新创效 ,开展班组
建设“擂台赛”,把宣传弘扬劳
模精神与激励职工投身创新实
践紧密结合 ,以实际行动力争

“劳模身边再出劳模 ,能手身边
再出能手”。

以制度建设推动文明创建工作

将创建“全国文明单位”作为一个目标

李慧敏事迹入选初中廉洁教育课教材

劳模就在我们身边,他们是有形的正能量

张波、董丹、张宇的事迹是拼搏奉献的缩影

文明创建活动开展以来，职工参与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空前提高，精神面貌焕然一新。

在文明创建活动中，他们
注重精神引领，提炼新时期公
交精神。以育人铸魂为基本原
则，公司坚持以人为本 ,以职
工队伍素质能力、思想建设
和文化建设为抓手,夯实文明
创建基础,促进干部职工的文
明 行 为 规 范 和 文 明 思 想 养
成。公司深入开展“弘扬雷锋

精神、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系列活动”、“厚道鲁商、
诚信公交”倡树行动等活动 ,
结合“道德讲堂”、“班组大讲
堂”、职工培训等进行展示,播
撒核心价值观传播的“金种
子”,对公交站房、维修车间进
行文化阵地改造，形成了浓厚
的学习氛围。

努力播撒核心价值观传播的“金种子”

本报通讯员 赵东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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