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小伙子小伙子，，天有天有
点冷点冷，，我这有我这有
一条围巾送一条围巾送
给你给你””

““他会主动打招他会主动打招
呼呼，，上车时会说上车时会说

‘‘又来坐车啦又来坐车啦’，’，
下车时会喊下车时会喊‘‘慢慢
慢走慢走’。”’。”

主动打招呼 总是笑脸
“我们几个婆婆都说他好”

28日，曾志强排到首班车，才又碰到了给自
己送围巾的婆婆。

记者了解到，婆婆姓程，今年79岁了，“我跟
儿子住在羊犀立交那边。”程婆婆告诉记者，自
己在三道堰有套房子，“修了个鱼池养鱼，所以
每隔几天我都要过去喂鱼。”每次她会在6点半
出门去坐155路，到了荷花山庄的时候大概7点
过，“刚好能坐上727路首班车。”程婆婆表示，如
果晚了车上就要挤一些。

程婆婆对曾志强的印象，大约也是最近两
个月的事。“他会主动打招呼，上车时会说‘又来
坐车啦’，下车时会喊‘慢慢走’。”她印象深刻的
是，有一回车辆下完客后刚准备要启动，有个乘
客忘记下车，着急往后门跑，“小伙子就喊‘不要
忙，不慌不慌’，等那个人下去了再发的车。”程
婆婆当时就坐在旁边，“我就觉得很不错，因为
忘记下车生活里一些司机和乘客有可能会发生
口角。”

“不光是我，我们一路等车的几个婆婆都
说，这个小伙子服务态度好，车开得也好。”在几
个婆婆的眼里，曾志强看到她们时脸上总是在
笑，“笑嘻了。”程婆婆告诉记者，自己有股冲动：
要给小伙子送个礼物。“看到他没围巾，正好我
家里有一条，适合小伙子戴。”程婆婆表示，之后
她就一直把围巾带在身上，“又坐了两回727路
的首班车，但都不是他在开。”直到11月22日的
早晨。

婆婆：
担心曾志强骄傲 期待小伙永远如初

“坐我们这条线路的很多是老年人，我们能
做的就是阳光点、积极点。”曾志强向记者说道。
他已经戴上了程婆婆的围巾，在他看来，程婆婆
的礼物也说明，自己的做法获得了乘客认可。

不过，得知曾志强当公交车司机才两个多
月，程婆婆也有着自己的期待：她希望曾志强的
服务永远都是现在这样，“我们多给他鼓励。”不
过她又专门叮嘱：“不能让他有了骄傲的情绪。”

“新驾驶员嘛，开始有很多习惯挺好的。”曾
志强坦言，时间长了好习惯可能会忘记，“但是
有些东西我会保持，比如说阳光、积极、待乘客
如亲人。”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彭亮 摄影报道

最暖的爱，莫过于力所能及的善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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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交平台上打开成都
地铁的账号，随便翻一翻，你
就会看到他们用热情又接地
气的语言，讲述这些故事：

夜幕降临，冷风瑟瑟，
地铁员工帮助残障人士上
楼梯。成都地铁官方账号：
有需要的地方就有地铁人
的声音；

拥挤的车厢里，多名小
学生“花式”写作业，或站或
蹲。成都地铁官方账号：早晚
高峰正是孩子们上学和放学
的时间，上下车的同时，请一
定看看周边，不要伤到他们；

一个比地铁座位高不
了多少的小孩好奇地看着
周围，父亲的手护着他，眼
神充满爱意。

一名中年女乘客乘车
时剥瓜子随意将瓜子壳扔在
地上。待其下车后，一位暖心
小哥哥默默用手将地上的瓜
子壳捡起来，把地板清扫得
干干净净。成都地铁官方账
号：用实际行动给大家上了
堂公德课。为小伙子点赞！

一群年轻人蹲在路边
吃完午饭。成都地铁官方账
号：这是一张拍摄于成都地
铁5号线建设地点附近的照
片，照片中的年轻人都是成
都地铁运营公司在新线筹
备中的工作人员。因新线施
工地点条件有限，这群新线
筹备者，每天都是这样蹲在
路边吃完午饭。

……
每天，成都地铁有几百

万人次乘坐，期间会碰撞出
无数的温暖和感动。

据介绍，目前成都轨道
集团新媒体部门，共有 4 位
专职工作人员，他们除了负
责成都地铁网络官方账号
的日常运营外，也肩负互动
服务、在线答疑的工作，采
访中，该部门相关负责人表
示，秉持传播正能量的原
则，在网络上发现问题、帮
助乘客是地铁官方账号再
平常不过的举动，目前，@
成都地铁官方微博微信运
营水平居全国同行业前列，
仅2018年第三季度，地铁双
微平台回复网友私信 10200
条，回复率达 99%；官方微
博发布信息3172条，转评数
超过20万。

驶向
春天
的地铁
成都地铁官方：
传播正能量
帮助乘客是再平常
不过的举动

地铁员工帮助残障人士
上楼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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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下来吧”

失意蓉漂地铁录抖音
地铁官方留言暖人心

小伙开公交才两个月
乘客婆婆为啥赠围巾

“他人多对的”

蓉漂：

投投简历简历、、被拒被拒
绝绝、、再投再投、、面面
试试、、放弃放弃、、等通等通
知…成都知…成都，，留留
下我吧下我吧。。

求职不易
空荡荡的车厢 突然神伤

回到成都已经 30 多天，还
是没找到满意的工作。“投简历、
被拒绝、再投、面试、放弃、等通
知…成都，留下我吧。”那是 11
月19日中午的12点50分，平时
拥挤的1号线车厢，在那一刻居
然很冷清。看着空荡荡的地铁车
厢，疲惫的小潘默默打开手机按
下快门，在抖音里写下这句话，
暗自神伤。7秒的视频里，镜头对
着地铁车厢扫视一圈，车厢里只
有她一个人。

“我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好像周围几节车厢就只有我一
个人。”刚刚结束了一场面试，此
情此景，让小潘的情绪又低落了
一些。点击上传，放下手机，她赶
去奔赴下一场面试。

2016 年大学毕业，在广东
工 作 两 年 ，去 年 年 底 回 到 四
川，一个月前来到成都，这是
小 潘 的 履 历 。“ 找 一 份 工 作 ，
留在成都。”小潘想在这座城
市留下来，但现实是，求职之
路刚起步就遭遇困境。两周以
来，她始终在投简历和面试之
中循环，转个背，新的一周又
开始。

官方安慰
只是因为多看了你一眼

也许是年轻人的共鸣，在城
市的各个角落，这则视频顺着网
线触发了簇簇火花。

“陌生人，你好，我也是蓉漂，
祝你幸运。”在小潘抖音账号的留
言区中，网友“文文”祝福到。“加
油！小姐姐，相信时间会善待你
的。”网友“旧梦”安慰到。“加油！我
在另一个城市跟你一样。”网友“小
小温暖”说。还有一些网友向小潘
发出了工作邀请：“我这里有份工
作，期待你的加入。”截至发稿前，
这条视频获得1.6万评论和8万点
赞。记者看到，留言的除了成都网
友外，还有不少外地的网友。

“我看到这条视频的时候，就
已经有些小火了。”记者联系到成
都轨道集团新媒体部门，一位小
编告诉记者，三天后的22日，他在
网络上闲逛时，无意间看到了小
潘发的视频。“首先肯定是关注到
了成都，然后是空荡荡的地铁车
厢，再看到她写的文字，觉得特别
灰心丧气。”这位工作人员迅速将
视频转给了负责运营“成都地铁”
官方账号的同事，于是有了视频
后边的留言，他们还为小潘准备
了一张纪念票卡作为小礼物。“我

们是想安慰她，传播地铁正能量，
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帮助发视
频的这位‘蓉漂’”。@成都地铁的
留言全文是：“牛奶会有的，面包
也会有的，不要着急慢慢来，加油
啊！送你一张成都地铁信步金沙
纪念票卡，留下来吧！”

成都地铁的留言继续在网
络上发酵，单独获得了 1.6 万次
点赞。网友们看到后说：“有爱的
成都地铁君。”、“官方表白，最为
致命。”成都地铁将视频和留言
截图转发到微博，配文“这，就是
成都”，放在了置顶的位置。暖心
的故事在微博中继续传播，四川
共青团就评价到：“留在成都，活
在四川，我们一起奋斗吧！”

“真的，好像因为成都地铁，
我这一周都过得特别神奇。”小潘
说。“成都地铁”告诉记者，小潘在
上周五下午正式领取了那张暖心
票卡，他们得知，小潘也在当天收
到了企业的录取通知书，即将走
上新的工作岗位，“她迫不及待地
截屏，将消息发给亲友，同时不忘
通知一声成都地铁。”

“你，喜欢成都什么？”在小
潘最新的抖音推送中，她告诉
网友们，最喜欢的答案是：“成
都有我。”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王拓

你来成都多久了你来成都多久了？？又为什么留在了这里又为什么留在了这里？？
来到成都来到成都11个多月的小潘个多月的小潘，，最近因为求职遇到问题最近因为求职遇到问题，，情绪正处于低潮期情绪正处于低潮期。。灰心的她灰心的她，，拖着拖着

疲惫的身体走进地铁疲惫的身体走进地铁，，看着空荡荡的车厢看着空荡荡的车厢，，录下一段录下一段77秒钟的视频秒钟的视频。。只是因为多看了一眼只是因为多看了一眼，，成成
都地铁官方账号留下一句话都地铁官方账号留下一句话，，安慰这位安慰这位““蓉漂蓉漂”：“”：“牛奶会有的牛奶会有的，，面包也会有的面包也会有的，，不要着急慢慢不要着急慢慢
来来，，加油啊加油啊！”！”

““留下来吧留下来吧，，成都欢迎你成都欢迎你。”。”这条视频连带成都地铁的回复都火了这条视频连带成都地铁的回复都火了，，网友们也纷纷送上祝网友们也纷纷送上祝
福福，，获得获得11..66万评论和万评论和88万点赞万点赞，“，“这这，，就是成都就是成都。”。”———让我们留下来的—让我们留下来的，，也许叫做也许叫做““暖心暖心”。”。

乘客告诉司机
“有个老人家在找你”

22日早晨5点过，天还没有
亮，727路的司机曾志强早早地
出了门，那天是他开九里堤往
古城公交站方向的首班车。6：
50车辆出发，大约7：05的时候
车停在了沙西线上的“荷花山
庄”公交站。

曾志强记忆里，站台上等
车的乘客不多。“一个婆婆上来
以后，从口袋里拿了条围巾给

我。”他告诉记者，老人家头发
花白，还说“小伙子，天有点冷，
我这有一条围巾送给你”。车上
监控视频里，婆婆走开前还拍
了拍曾志强的肩膀。他收下围
巾后放到一旁，“婆婆坐下后又
说；‘前几天没遇到你，今天终
于碰到了。’”

“有点吃惊。”曾志强这样描
述当时的感受。事情也唤起了曾
志强的记忆。他告诉记者，就在
前几天，“有坐车的其他婆婆跟
我说，有个老人家在找我，好像

要给我什么东西——我也没放
在心上。

下班以后，曾志强和线路上
其他同事交流后发现，只有他收
到了太婆的礼物。他告诉记者，
自己开公交车才两个多月，坐首
班车的人都很固定，“其中就有
几个一起等车、坐车的婆婆，不
过我们的交流也不多。”因为开
车时不允许与乘客交谈，不多的
交流是上车时双方的问候，“我
会说婆婆你好，她们也会跟我说
谢谢。”

刚刚开公交车两个多月刚刚开公交车两个多月，，成都成都727727路的司机曾志强就收到了乘客程婆婆的礼物路的司机曾志强就收到了乘客程婆婆的礼物：：围巾围巾。。
在程婆婆和其他坐车的老人眼里在程婆婆和其他坐车的老人眼里，，曾志强曾志强““人多对的人多对的”：”：主动打招呼主动打招呼，，对他们总是笑脸相迎对他们总是笑脸相迎；；她印她印

象最深的是象最深的是，，有一回劝忘记下车而着急的乘客有一回劝忘记下车而着急的乘客““不慌不慌”，”，等到人下了车才又启动等到人下了车才又启动。“。“我心里就有种冲我心里就有种冲
动动，，要送他一个礼物要送他一个礼物。”。”程婆婆说道程婆婆说道。。得知曾志强是新司机得知曾志强是新司机，，程婆婆担心他骄傲程婆婆担心他骄傲，，又期待他继续保持又期待他继续保持。。
曾志强则表示曾志强则表示：：阳光阳光、、积极这样一些新手的好习惯自己不会忘积极这样一些新手的好习惯自己不会忘。。

成都地铁：
牛牛奶会奶会有的有的，，
面包也会有面包也会有
的的，，不要着急不要着急
慢慢来慢慢来，，加油加油
啊啊！！送你一张送你一张
成都地铁信步成都地铁信步
金沙纪念票金沙纪念票
卡卡，，留下来吧留下来吧

网友：

官方表白官方表白
最为最为致命致命！！

天啊天啊，，是官方是官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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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交司机曾志强 车载监控里，程婆婆把围巾递给司机曾志强

成都地铁官方账号截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