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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6日起，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周
边交通将进行调整，为了方便市民前往
医院就医，成都交警联合成都公交集团
对公交线路进行优化，调整新开三条华
西医院专线，无缝衔接地铁、公交，并设
置公交车专用道，可快速通行。

民警建议，广大市民通过公共交通
出行，把大量道路资源留给急诊或危重
病人。那么，公交如何到达医院？网约车
出租车如何接送客呢？5月14日，成都
商报-红星新闻记者前往现场提前打
探了一番，交警对公共交通出行、停放
的问题进行了支招。

“为方便市民前往医院就医，我们
将启用三条公交专线，与地铁、公交接
驳，直达华西医院。”成都市公交集团
星辰巴士有限公司营运部经理李聪介
绍，其中，调整 1025 路公交，从地铁 1
号线华西坝站（B 口）起，途经华西医
院片区，环线运行；同时新开 1064 路，
起讫点为地铁3号线衣冠庙站（C口）；
新开451路，起讫点为二环紫荆北路口
站，均可到达华西医院，“市民出地铁、
公交后，可直接无缝衔接。”

5 月 14 日上午 10 点，记者乘坐地
铁 1 号线，从华西坝 B 口出来后，直接

转乘了1025路公交，前往华西医院。途
中，经过华西第二、第四医院等站点，当
车辆驶入电信路后，地面上左侧两条车
道设置为就医车道，右侧车道设置为公
交车专用道。1025 公交直接经过公交
车专用道通行。

“公交专线启用的同时，我们对交
通组织进行了优化，在华西片区设置了
公交车专用道和就医车道。”成都市交
警一分局二大队副大队长谢鹏说，公交
车班次频率高，通行速度更快，建议市
民通过公共交通出行。据了解，这三条
公交专线将于5月16日正式启用。

除了公交、地铁，出租车和网约车
接送客，如何前往医院呢？“交通组织的
调整和优化，其目的是倡导大家通过公
共交通出行，把大量道路资源留给急
诊或危重病人。”谢鹏表示，能到华西
医院的道路只有电信路和公行道两
条单向通行的道路，交通组织优化
后，电信路主要作为就医通道，而公
行道则为通过性道路。因此，他建议，
经过此路段转换道，或者乘客送达即
时离开的，尽量选择公行道通行。

“按照交通指示牌进行通行，允许停
放的地方即停即走，只允许人等车，不允
许车等人。”谢鹏表示，交警部门设置有电
子眼，对乱停车的行为进行抓拍。 成都
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张肇婷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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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晓彬
安全里程超38万公里

91路驾驶员、五星级驾驶员、线路班组长，安全里程达
387908公里，他热爱企业，始终坚持“以人为本，以客为尊”
的服务理念，工作出色，服务优秀。

作为91路的班组长，张晓彬注重班组建设。时常组织
伙计们聚在一起，在业务技能上互相探讨学习，共同提高
91路班组的驾驶技能。作为五星级驾驶员，他坚持“专心、
用心、细心、耐心、贴心”的态度服务每一位乘客。张晓彬还
时常带领91路志愿者小分队组织开展场站秩序维护工作、
为乘客答疑指路等志愿者服务。

他在日常安全营运生产工作中，从不计较个人得失，总
是无条件服从公司、车队的工作安排，任劳任怨，兢兢业业地
完成每一件工作。

●蒋中桃
热心助人的“三零”驾驶员

北星公司405车队46路“零投诉、零事故、零违章”的优秀
驾驶员。

2017年11月28日20：30左右，蒋中桃下班后步行至北
星大道很偏僻的聚星路时，发现路边躺着一个脑部、脸部
全是鲜血的男子，旁边一辆三轮车侧翻在地。

看到这一情况，蒋中桃立即上前，一边拨打120急救
电话、110报警电话，一边安抚伤者情绪，为伤者止血。由
于是新修道路行人罕至，蒋师傅守候了半小时，伤者被
救护车送去医院抢救，他才悄然离开。

●张华贵
站台“捡”到小女孩助她回家

98路驾驶员，安全驾龄17年，累计安全里程42万公里。
2018年10月18日，张华贵在和悦路公交站台旁发现，

一名小女孩独自一人呆坐。当时正值上班高峰期，张华贵
发现了异样，便让小女孩上车，还安排她坐在第一排。见其
冷得发抖，张华贵拿出车上备用的公交制服披在她身上。

随后，张华贵将其送到了公交站调度员手中，并从小
女孩的口中问到了其家人的电话，通知其父母接走了她。

●江辉
公交乘客的“暖男”驾驶员

335路驾驶员，五星级驾驶员，5年来保持着零违章、零
事故、零投诉的记录。

为方便乘客问询，江辉利用业余时间了解335路沿途
所有站点周围情况，制作出335路线路导示图，并向其他驾
驶员传授。

夏天来了，江辉总是会在发车时间的基础上提前半小
时打开车内空调，驱走车内的热气；雨季来了，细心的他买
来几把伞放在车上给乘客用；天渐渐冷了，他又跑到批发
市场买来绒布，包住车厢的扶手，并将棉垫一个个缝上带
子，固定到座位上。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严丹 摄影记者 王勤

曾经勇斗歹徒

2013年8月25日21时16分，王官忠驾驶公交车从一环
路北四段公交站点驶出。突然，车厢后部一名男子挥舞着
尖刀，向周围的乘客刺去。王官忠临危不惧，镇定停车并打
开车门，指挥疏散乘客逃离车辆。持刀歹徒逼近王官忠，刀
尖逼到眼前。紧急时刻，他拿起驾驶座下的备用安全锤，面
对歹徒大喊。被震慑的歹徒冲下车逃窜。王官忠一边手持
安全锤朝歹徒追去，还顺手操起路边的拖把，最终和热
心市民、紧急赶到的民警一起，将歹徒团团围住，并将
其擒获。“拖把哥”的名号也不胫而走。

他被授予第三届成都市道德模范、成都市“文明公交车
驾驶员”、“成都好工人”提名奖等；2015年1月更是被成都市
人民政府授予“成都市见义勇为勇士”荣誉称号；2015年4月
还被四川省人民政府授予“四川省劳动模范”荣誉称号。

如今认真履职

2018年2月，王官忠当选为成都市人大代表。一年多
来，王官忠提出多个建议，均被采纳。在2018年市两会期
间，他提出“关于加强成都市中小街道八小时时间之外秩
序管理”的建议。此外，他还向辖区街道办事处和城管部门
建议“规范42路停车区域”，解决了10台左右公交车停放问
题。2018年，王官忠又向车队建议“开行创新线路B151”被
采纳。该线路长30公里，每天载客200人次左右，目前该线
路运行效果非常好。

年 奋斗新时代壮丽77

最美交通追梦人推荐
优秀公交驾驶员点击

6年前，他在公
交车上见义勇为，
操起拖把追歹徒，
被评为“见义勇为
勇士”，还被亲切地
叫做“拖把哥”；6年
后，他多了一份建

言献策的责任，履职一年多来提出多个建议，又被称作
“建言哥”。48岁的他2001年进入成都公交集团，至今已18
年。最难得的是，18年的公交驾龄，他做到了无违章、无投
诉。昨日，记者采访了成都公交42路驾驶员王官忠。

还记得还记得66年前年前
见义勇为的公交见义勇为的公交““拖把哥拖把哥””吗吗？？
他如今成了“建言哥”

个日夜
公里

个国家途经

他从南极洲
跑到北冰洋

加拿大时间加拿大时间55月月88日上午日上午77点点1919
分分，，白斌跑到北冰洋畔的终点白斌跑到北冰洋畔的终点，，他一他一
头倒在茫茫雪原上头倒在茫茫雪原上，，整个身体都已放整个身体都已放
空空，，躺了半天躺了半天。“。“全身放松了全身放松了，，彻底放彻底放
松了松了。”。”他说他说，，当时只有这一个想法当时只有这一个想法。。

此前的此前的433433个日夜个日夜，，他用脚他用脚，，从南从南
纬纬6262度度1212分分，，跑到北纬跑到北纬6666度度3434分分，，从从
极地到赤道再到极地极地到赤道再到极地，，途经途经1313个国个国
家家，，全程全程2411024110..5252公里公里，，日均日均5555..6868
公里公里，，跑完了相当于跑完了相当于600600场马拉松的场马拉松的
距离距离。。此前此前，，还没有中国人完成过这还没有中国人完成过这
样的挑战样的挑战，，白斌做到了白斌做到了。。

曾经有人质疑曾经有人质疑，，说他是说他是““疯子疯子”，”，这这
些声音合着赞誉些声音合着赞誉，，纷至沓来纷至沓来。。质疑是可质疑是可
以理解的以理解的，，毕竟其时间跨度长毕竟其时间跨度长，，单日运单日运
动量大动量大，，环境和路况恶劣环境和路况恶劣，，甚至期间还甚至期间还
经历了三次伤病和一次绑架经历了三次伤病和一次绑架。。

““这一路并不有趣这一路并不有趣”，”，白斌告诉记白斌告诉记
者者，，每天就是跑每天就是跑、、吃吃、、睡睡，，险些撑不过险些撑不过
去去。。巨大的强度和漫长的旅程巨大的强度和漫长的旅程，，是对是对
人类从生理到心理的挑战人类从生理到心理的挑战。。

他说
这一路并不有趣

请看
这一路真不容易

今年49岁的白斌，出生在贵州省思
南县一个小山村，自幼习武，奔跑于江
畔。有一天，电视里传来北京申奥成功
的消息，白斌萌生成为运动员的想法，
他希望有一天能参加奥运会。

于是，他关掉了在贵阳经营的电脑
维修铺，一路跑到拉萨。他将自己的第
一次长跑定义为训练。虽然跑到拉萨
后，在墨脱的雪山里迷路被冻伤，险些
截肢；虽然最终也没能入选奥运会，但
不可思议的跑步生涯从此开启。

2006年，白斌获得全国首届户外运
动竞标赛冠军，此后又获得全国首届山
地运动会山地多项混合组冠军、国际户
外公开赛亚洲第一等荣誉。

2011年，白斌从伊斯坦布尔出发，穿
越6国，历时150天跑到西安。“才1万公里，
跑得不过瘾。”白斌想完成更大的挑战，

“南北极”这个词，闪进脑海。
2018年3月2日，元宵节，白斌和他的

团队正式从长城站出发。团队里有来自
某上市公司辞去高管职位的李镇宇，是
行动的策划人，李镇宇的“李”加上白斌
的“白”，团队定名为“李白跑地球”。他们
一行5人，此外还有负责自媒体、摄影和
医疗保障的成员。

告别南极大陆，白斌乘飞机、轮船
渡过麦哲伦海峡和德雷克海峡。从南美
洲南端一路向北，披星戴月，每天不中
断地穿越南美洲，但随后，在巴拿马通
过达连地堑时停了下来。

“那里环境很恶劣，雨林密布，有毒
蛇猛兽出没，还有毒贩和反政府武装盘
踞。”有限的资料显示，达连地堑是世界
上最未知也是最危险的区域之一，除了
乘坐冲锋舟且由雇佣武装严加保护得

以部分通过的记录，尚无人类徒步穿
越。为此，白斌只能选择皮划艇从海上
绕路，却不曾想到，在加勒比海漂泊的9
天，让他严重晒伤，导致腿部细菌感染，
住进当地医院。逐渐康复后为了完成任
务，他硬是走了40多公里。

类似的伤，白斌一路上受了三次。
白斌说，这是对生理的挑战，虽然从来
没有过退缩的念头，但还是怕自己的身
体撑不下去。

继续北上来到美墨边境，当地时间
2018年11月12日10点26分，团队工作群
里发来语音信息，称“我们刚遇到歹徒
了”。那天，同伴正在前方城市处理事
务，白斌一个人跑在路上，一辆SUV突
然向他靠近，走下来几个壮汉，白斌被
押进车里，蒙住头部。

“押到他们的基地后，我看见几十个
人，手里都端着枪。”白斌告诉记者，他当
时没有慌，心想要和歹徒周旋，趁夜里再
想办法。双方只能用简单的英语交流，到

关键处，白斌只能装傻：“他们跟我提
money、bank（钱、银行）这些单词，我就回
答I don't know（我不知道），他们问我会
不会功夫，我就说只会running（跑）。”

歹徒头子知道白斌是中国人后，两
个人开始用翻译软件交流。看了白斌手
机里一路上拍的照片、视频，歹徒头子明
白了白斌的来历，于是招呼手下，把白斌
放了，还送他两瓶饮料。“后来很多天，每
次听到、看到有汽车路过，我心里就害
怕。”白斌说。

旅程最后一天，白斌在零下19摄氏度
的北冰洋畔，用时18个小时，跑了105公里。
加拿大时间2019年5月8日上午7点19分，
白斌跑到北冰洋畔的终点，本想一头扎
进冰冷的海水里，却发现自己整个身体
都已放空，倒在茫茫雪原上，躺了半天。

“我想，这次终于跑完，明天不用继
续了，全身放松了，彻底放松了。”白斌
告诉记者。曾经，有一个澳大利亚极限
跑者，完成过从南极跑到北极的壮举，

在可查询的资料里，白斌是全世界第二
个完成的人，中国第一个。

跑完这么艰难的路，感想是什么？
“人生就是这样，没有这么多感想。”白斌
告诉记者，他没有“感想”，他跑步是为了
让生活更充实，让人生不虚度，而自己立
下目标后，更大的意义在于行动，去实现
目标。有网友评论，能够跑完这么远一定
是心无杂念，想太多反而完不成。 成都
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王拓 图据受访者

加勒比海漂泊漂泊 严重晒伤，腿部细菌感染住院

美墨边境遇险遇险 遭遇“歹徒”，后安全获释

北冰洋畔终点终点 终于跑完，“彻底放松了”

这一路上，有什么乐趣吗？“没
有乐趣，很枯燥，每天都是跑跑跑
跑跑、吃饭、睡觉，像完成任务一
样。”白斌的回答很直接，连用了五
个“跑”字，“累到手机都不玩，朋友
圈都不发。”每到要被打垮的时候，
白斌会想起红军长征。

让他感到鼓舞的，是国内传来
儿子出生的消息。2018年5月29日，
白斌在秘鲁时，妻子早产，好在母
子平安，那天他们吃了中餐和小蛋
糕庆贺。遗憾的是，因为他不能立
即回国看刚出生的儿子，只能把思
念埋在心中。

白斌回国后，他的经历一度被各
大媒体报道。“这几天正在北京，马上
要回贵州，想回去好好休息，吃好吃
的，陪儿子。”白斌说，接下来，他希望
在明年能完成快攀珠峰的目标，在24
小时内从珠峰大本营快速登顶。

华西医院周边交通将进行调整

调整新开三条公交专线

元宵节动身，
团队叫“李白跑地球”

长城站出发出发

完成快攀珠峰目标

调整
1025路

（华西医院专线1号线）

站点设置：地铁
华西坝站（B口）、人
民南路三段中站、电

信南街东站、电信路南站、电信路北
站、地铁华西坝站（B口）。

建议收出车时间：6：40-19：00。

新开
1064路

（华西医院专线2号线）

站点设置：地铁
衣冠庙站（C口）、电
信南街东站、公行道
南站、公行道站、公

行道北站、电信路北站、黉门后街站、
浆洗街站、地铁衣冠庙站（C口）。

建议收出车时间：6：40-19：00。

新开
451路

（华西医院专线3号线）

站点设置：二环
紫荆北路口站、玉林
北路站、小天北街
站、电信路南站、电

信路北站、地铁衣冠庙站、二环紫荆
北路口站。

建议收出车时间：6：30-17：00。

在路上

未来
打算

公交车司机王官忠

电信路的公交专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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