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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1985年农历12月18日，康建芬出生在包头市九原区的一个普通个体工商业户的家庭。她在这座“境连

八邑，衢通九省”的大城市读完了高中，报考大学时由于没有考到好的学校，然后就放弃了再考深造的机会，
跟随着父母离开了素有“草原钢城”之称的包头大都市，于开发东胜高峰期的2003年来到东胜，做起了买卖
机械搅拌机的生意。起初，她是协助父母打理生意场上的一些记账、收支等事务的。可康建芬就像是个男
孩一样从小就喜欢上了汽车，而且就喜欢开大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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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建芬

她在20岁那年直接报考了天安公
交集团的驾驶员。报名之后考试之
前，家里人都反对她的选择，特别是来
自妈妈的反对意见更加强硬。妈妈
说：“你大哥开大车，你二哥修大车，你
一个女孩子家再开车，这叫妈怎么放
心呢？而且，你报考公交公司的驾驶
员，那是要起早摸黑、披星戴月，你一
个女孩子家大清早去上班，天墨墨黑
才能回来，是很辛苦的。再说了，做公
交车司机，就连半路上去个厕所都是
很不方便的呢。”康建芬听到亲人们的
这些似乎都为了她好的“中肯”劝告，
没有犹豫。她执意要开车，而且还要
开大车，因为，她喜欢，也许是受到两
个哥哥的影响吧。于是，这位对公交
公益事业没有任何概念的女子，就上
了天安驾校，并在驾校教练的严格训
练下，很快通过了所有科目的考试，取
得了 A3 驾驶证，也就是说，她已经完
全具有了驾驶城市公交车辆的技术资
格（也可准驾C1、C2、C3、C4），在准驾
车型顺序中排名第三。2007 年，她正
式进入了天安公交集团东胜公司上
班。半年后，由于结婚生子，她有中间
6年的时间没有去单位上班。这期间，
她和老公独挑门户开办了一个砌块
厂，可到了 2011 年下半年鄂尔多斯爆
发金融危机时，他们的砌块厂就倒闭
停产了。生意上的失败，对于她的打
击是可想而知的。为了生计，丈夫去
了一家煤矿打工，留在家里的她整天
闷闷不乐，无精打采地照料着自己刚
满4虚的宝贝女儿。

2014 年 2 月，康建芬实在坐不住
了。她重返天安公交集团东胜公司 9
路车队，翻开了人生旅途中新的一
页。从此，她开着编号为061号的9路
公交车，整天循环往复于这条线路上。

4年多，她虽然没有做出惊天动地
的惊人之举，但却用她的优质服务，诠
释了公交工作对于整个社会的价值与
作用，她把汗水洒在车厢，为乘客营造
了安全舒适的乘车环境，她把关爱献
给乘客，温暖着千千万万城乡百姓的
心田。她，不仅成为了天安公交集团
对外服务的一面镜子，同时也使自己
成为了中国共产党的一名预备党员。

她每天提前半小时到停车场，安
检例保，一丝不苟，对乘客绝对负责

清晨 5 点 20 分，笔者在天安公交
集团东胜公司西部停保基地见到了34
岁的康建芬。这里是公交车的聚集
地，康建芬驾驶的是一辆编号为061号
的25座车。

康建芬身材不高，瞧上去憨厚老
实。“很多第一次见我的人都会调侃我
的名字，说‘建芬’，你的心好芬芳呀。
其实，我上面有两个哥哥，我是在1985
年 12 月 18 日赶在计划生育被定为基
本国策时出生的，家里人觉得我运气
好，就给我取了一个与时间界限谐音
的‘建’字，因为我是女孩子，然后在

‘建’字后面又附加了一个‘芬’字。”
康建芬制服的右侧胸口处挂有两

块长方形的工牌，下面一块写着她的
名字，上面的一块则有两颗星。她自
豪地说，这两颗星代表她已经平安行
驶了 10 万公里以上且服务质量优良。
康建芬的右臂上戴着红色“安全员”臂
章。她解释：开车的同时，她还承担着
这辆车上所有乘客的安全职责。

距离发车还有半小时，笔者看到
康建芬和同事正在对车辆进行着安检
例保。她戴上白手套，打开公交车的
后盖，检查发动机等是否完好，车上灭
火器是否有破损，用扳手敲打轮胎，听
听是否异常。她解释说：“敲打上去，
声音发脆就对了，如果沉闷，就要及时
更换，以免爆胎。虽然自己拥有 A3 和
B1驾照，驾车经验颇丰，但对于开车人
而言，行车安全，始终是第一位的。”她
还说：“公交车上乘客多，我要对自己
负责，更要对每一位乘客负责。”

刚开始做公交车司机的时候，康
建芬觉得这个工作很新鲜，能每天在
车上接触许多人、看看风景，也是一件
很有趣味的事情。但时间一长，她似
乎失去了新鲜感，没有劲头了。有时
车厢很挤，个别乘客还很刁蛮，月票不
给她看，康建芬经常受到委屈。她开
始有了想混混工作的念头了。这时
候，车队的老师傅关心她、指导她，帮
她疏导情绪。有一次，一个师傅无心
说的话让她醍醐灌顶：“小康，你开开
心心地做也是一天，不开心也是一
天。如果你不开心，你肯定会把情绪
传染给乘客，那乘客也会不高兴。这
位高明人的意见使她受到了很大启
发，心情顿感清凉舒适。她想，既然选
择了这份工作，只得埋头苦干了，每天
早晨 5 点钟她就得开上自己的私家车
去上班，还必须提前 15 分钟到达停车
场。这样，她必须在凌晨 4 点 30 分就
得起床、洗漱。因为担心迟到，她经常
睡不好觉。晚上收车后，还得给车辆
加气，又是经常要做到很晚，回到家已
经是9点钟了。回到家也不得休息，还
得为早已放学回家的女儿做饭吃。

笔者听到这个情况后，表示对康
建芬非常懂事的小女儿有些心疼和可
怜。康建芬坦然地说，我有两个孩子，
大的是女孩，今年13岁了，在东胜第三
小学读书，我清晨 5 点上班走时，孩子
还在睡觉。我把闹铃定在她起床的 6
点 40，到时候，孩子听到闹铃声，自己
起床、洗漱、吃点东西，然后自己出来
坐公交车去上学，因为他爸在煤矿上
班不在家，半个月回来一次，所以孩子
只好自己戴钥匙，每天放学自己回家，
自己写作业，我下班回来才给她做饭
吃；今年1月份，我又生了个小男孩，现
在才10个半月，为了不影响我的工作，
我就把我的宝贝儿子送回包头让他奶
奶去带他，不然，我哪能做好我的公交
事业呢？我们 9 路车共有 9 辆车在这
条线路上来来回回不停地运营，司机
是上、下午倒班，如果轮到上午班，早
上 5 点 20 就得到西部停车场，发着了
车之后，6 点到 9 路车的发车地点——
大兴生态小区，一个上午跑四圈半；如
果轮到下午班，一个下午跑6圈或5圈
半不等，晚上下班加完气后，也就 8 点
多钟了，回家的路上如果不拥堵，9 点
到家就算早的了。

会控制好每趟车的到站时间 每天
早晚几趟车的乘客最多

9 路公交车从每天早晨 6：34 运营
至19：34收车，往返于大兴生态小区公
交站与西沙渠公交站，跑一圈往返里
程共16公里。“从大兴生态小区公交站
发车到西沙渠终点站，去程是19个站，
回来也是19个站，每上完一个班，我要
在这段路上开 5 圈半或 6 圈不等。”康
建芬驾驶这一路公交车已有4年多，对
沿途的每个站点都了如指掌。每天有
9 辆 9 路公交车在这条线路上循环往
复，穿越东胜南北，每隔8分钟发车，以
确保全天候时间内车辆不间断。跑完
第一趟车，我大约 7：04 到西沙渠公交
站，休息5分钟后马上开车返回大兴生
态小区公交站。第二趟车一般也是乘
客最多的，因为是人们上班、学生娃娃
上学的高峰期。”康建芬说。

发动车辆后，康建芬开始一言不
发，全神贯注开车，这是天安公交集团
的硬性规定，禁止驾驶员驾车过程中
与乘客聊天或使用手机。

“一车一检”必须一丝不苟常年开
车令她患上职业病

9 路再次返回到大兴生态小区站
已是夜幕降临后 8 点多了。康建芬把
车子停回西部停车场后，照例要对车
辆进行仔细的检查，随后下车透气、活
动筋骨。常年开车，令她的脖子不时
发痛，这是许多公交司机都有的职业
共病。“平时空下来，我喜欢打打羽毛
球，这项运动对脖子有好处。”她解释。

但即使是这样辛苦劳累，康建芬
还是孜孜不倦地为乘客提供着高质量
的服务。有一次，一位老年乘客上了
她的车，康建芬立即搀扶着他，一遍遍
招呼乘客让座，但整个车厢的空气似
乎瞬间凝固了，直到老人下车，也没有
人给老人让个座位。事后，康建芬大
哭了一场，她不是为乘客的“无情”而
哭，而是因为自己的服务没能打动乘
客。从此，她开拓思路，尽量寻找打动
乘客让座的方式方法。

那是一个闷热的下午，一位抱小
孩的乘客上了她的车，座位上的乘客
见状纷纷“闭目养神”。康建芬从乘客
手中抱过孩子，说：“大家看，这孩子长
得多漂亮。”不少乘客睁开了眼睛。康
建芬不失时机地走到一位中年男子面
前，“这位同志，孩子在叫你伯伯呢，你
不想抱抱她吗?”这位中年男子即刻起
身、让座。

在车队里，康建芬还倡导其他几
个伙伴组成了9路青年文明号，相互友
爱，互相交流，互相携手共进，一起打
造 9 路公交线的良好乘车环境。他们
在车上为乘客提供各种便民服务，他
们遇到服务难题都会共同解决。每天
下班，他们都会把车厢打扫得干干净
净。康建芬还不断改进工作办法。每
天，30 平米的小小车厢里回荡着她甜
美动听的声音：“乘客朋友们，欢迎您
乘坐9路党建示范线车，本次行程由我
来为您提供服务……”从报站名，到提
醒乘客在车辆起步、转弯、下车注意台
阶和后方车辆，再到动员让座等等，她
越做越熟稔，犹如行云流水……

“酒鬼”闹事、电动车猛然窜出 公
交车路上“突发”不少

在双剑糖酒大厦站，29 岁的叶某
上了车。小叶在一家知名酒吧当 DJ，
每天凌晨 6 点下班，9 路车是他回安泰
苑小区的家的首选。

紧张了一晚上，放松下来的小叶
常常一上车就疲惫不堪地呼呼大睡而
去。他说，自己好几次睡过头，到大兴
生态小区终点站才醒来，只好再坐回
去。像小叶这样睡过头的乘客，康建
芬遇到过太多了。她说，只有乘客上
车前和她讲一句，让她到站时提个醒
儿，她都会去做，但大多乘客不会这样
要求。“印象最深的是，有一次，一名小
伙子坐到了终点站却怎么也喊不醒，
我甚至用尽嗓门的高音区喊他‘到家
了’都没有任何用处，拍也拍不醒他。
不得已，我去捏他的鼻子，这才弄醒了
他。”康建芬说，这还不是最令人头疼
的，遇上“酒鬼”才让人心累呢，特别是
夏天，有醉酒的男女在座位上吐得都
有，而且怎么也叫不醒，还有人喝醉后
跑过来敲窗户，甚至往车前一躺不走
了，“这时，我只能报警，最多的一年就
报过七八次警。”

开公交车不仅需要技术过硬，还
要有高度集中的注意力和良好的心理
素质。去年有一次路过东胜大酒店的
经历曾吓得康建芬出了一身冷汗。“当
时是午后 1 点多，天上乌云密布，下着
雷雨，光线昏暗，我开着开着，发现机
动车道的右前方有个小伙子躺在地
上，等停车时他已经在车身边上了。
幸好我开得靠道路中间，否则非轧到
他不可。小伙子醉酒醉得很重，我只
好报警等民警来救他。”康建芬说，更
让他心惊的是冷不丁违规窜出来的美
团外卖电动车，那些人骑车很“野”。

曾在寒冬夜里救助八旬老人 也被
乘客“仗义相助”

开 9 路车 4 年多，康建芬看过了不
少人间冷暖，感动过乘客，也被乘客感
动过。去年 12 月的一天凌晨，康建芬
驾车回到终点站，最后一名乘客是位
80多岁的大伯，在终点站下车后，老人
却茫然地站在原地。冬夜里寒风刺
骨，大伯被冻得来回走动以保持体
温。“老大爷，您要到哪里去？”康建芬

上前询问，但问了两三分钟，对方愣是
不理他。看到大伯的面容有些呆滞，
康建芬判断这是一名走失老人，最后
报警帮其找到了家人。

前年的一个晚上，一名中年男子
提着两壶10升装的白酒想从双剑糖酒
大厦站上车，康建芬问里面装的是什
么。“酒！”对方一开口，满嘴酒气。“不
好意思，带酒是不好上车的。”康建芬
拒绝。中年男子很不服气，破口大骂，
还撸起了袖子。康建芬听到骂声，虽
然有些委屈，但始终拒他于车门之
外。其实，当时的康建芬真还有些心
慌，毕竟对方的个头很大，近1.8米，还
喝了酒。就在此时，一名 40 多岁的大
哥站出来说话了：“驾驶员做得对，酒
精是万万不可带上公交车的！”其他乘
客也开始指责那位男子，最后，那位男
子在无奈之下只得作罢，拎着酒，离开
了061号公交车。

当车子起步后，有的好心乘客问
康建芬为啥饶过了那位撒野男子？康
建芬回答说：“公交属于服务行业，我
只能耐心向他解释酒是危险品，但对
方不听，我既不能跟乘客吵架，也不能
让他上车。”

8.8 公里的一段路，她重复地走了
4 年多，她感动过不少乘客，也被许多
乘客感动过。

在从事公交的4年多来，康建芬始
终如一地以“语言文明、仪态文明”为
自己的工作指针，用自己的汗水踏踏
实实地履行了自己的职责。她始终坚
持无私奉献的理念，为乘客提供及时
周到服务。当遇到老、弱、病、残、抱婴
者乘车的时候，她总会在搀扶这部分
人上车的同时，礼貌地说道：“哪位师
傅给这位老人让一下座？”当得到座位
的这些人坐下后，她还会替人向让座
者亲切地道一声“谢”；当遇到外地人
乘车时，她会清楚、详细地讲清路线、
方向、转乘的车次，外地人在得到正确
的引导后，会连连道谢。当遇到小孩
上车时，她更会告诉孩子们不要来回
走动和大声喧哗，以防自己摔倒，同时
也避免其他乘客听不到报站的声音。
譬如有一次，车辆经过中心医院时，一
位耄耋老人准备上车。康建芬马上热
情招呼道：“老伯伯，您慢些走，我来搀
扶您。”待把老人搀扶上车后，她环顾
四周，用颇为夸张的语调询问：“谁能
为这位寿星让个座，沾一份长寿者的
光？”顿时，好几位乘客同时起身让
座。这就是康建芬自创的“夸张法”。

康建芬时时处处都想着乘客。她
很善于在细节处着手。例如：因为空
调车内外温差很大，有的乘客戴眼镜，
上车后镜片起雾，康建芬常常递上餐
巾纸让顾客擦镜片；有的乘客拎着大
包小包地上车，康建芬从来不催促他
们快点买票、刷卡，而是耐心等待他们
把包裹行李先放好，再提醒他们投币
或刷卡买票。

在乘坐公交车时，很多乘客会因
不注意或者着急赶时间，把东西落在
车上。康建芬每次回到终点站都要仔
细将车厢内检查一遍，每当发现有的
乘客落下大到面值不等的现金、小到
一把雨伞，但不管面对的这些东西是
什么，她都始终不见钱眼开，如实主动
地把遗物上交给车队队长，或直接归
还给失主。那是 2018 年 11 月 19 日的
一个早晨，她在跑完第二趟车行至大
兴生态小区终点站检查车厢时，发现
后排座位的地板上有一个小小的蓝皮
夹。她打开一看，里面夹着一张老人
卡、一张身份证、一张社会保障卡、一
张银行卡，还有一张在中国移动通信
营业厅近期缴费的发票。她拿着这张
缴费发票与里面的身份证进行了一番
比对，其缴费人的名字与身份证和社
会保障卡上的名字完全一致。于是，
她按照缴费发票上的电话号码拨通了
失主。原来，这位失主是一名刚退休

的新闻记者，他是在把自己的外孙送
到学校后，从东胜区第八小学站上的9
路公交车往回返的。他从伊泰集团站
下车后，准备进伊泰办点事。可是，当
他踏进办公楼前台进行访客登记的时
候，伊泰的工作人员要看他的身份
证。他伸进口袋一摸，奇怪了：刚才还
在第八小学上公交车时刷卡用过的那
个蓝皮夹，怎么就不见了呢？顿时，他
焦急万分，因为，那个蓝皮夹里同时装
有银行卡、身份证，卡里有某家出版社
刚刚为他转过来 24 万元巨额出书稿
费，这身份证也在这个蓝皮夹里夹着，
一旦被不怎么规矩的人捡到，还指不
定有什么闪失。正当他掏出手机准备
向银行挂失的时候，一个陌生电话的
铃声从他的耳边响起。他赶紧接听，
打电话的人正是当班的 9 路公交车司
机康建芬。她用平和的语气说：“你是
XXX 吗？我在车厢内捡到一个蓝皮
夹，请你在东胜大酒店公交站等候我
过来，认领你的失物，好吗？”那位失主
听到这个声音，激动万分，感激不已地
说：“谢谢！谢谢！我现在就在伊泰集
团的大门口，如果你还没有超越伊泰
集团公交站的话，我就在伊泰集团站
等你过来吧。”话不落地，只见康建芬
开的那辆编号为 061 号的公交车从北
向南缓缓驶来，然后停靠在了伊泰集
团公交站的站台上。那位失主三步并
作两步走，一溜小跑似的登上了061号
公交车的车厢，从康建芬的手中领取
到了那个失而复得的蓝皮夹，让自己
的失物原璧归赵，丝毫无损，也让康
建芬拾金不昧的精神和真挚感人的正
能量在车厢内的众多乘客面前得到了
一次较大的释放，将一个公交人令人
仰望的高度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层
次。

康建芬是一个特别追求完美的
人，她觉得她的这一行为只是平常事，
她非常认真地做好自己，但是日积月
累地努力工作，难免也会损耗身体的
健康。在压力面前，她有时也会失眠，
整夜睡不好觉。于是，她开始平和地
看待人生。她开始注意运动，有时候
也打打羽毛球，参加些聚会，使自己放
松一下。工作之余，她尤其喜欢沉浸
在书本里，特别是喜欢阅读一些文笔
清丽流畅、说理明白无碍的书籍，她
说，读书可以让她读到感性与理性的
美。在繁杂的生活中，她的心更加沉
静下来，这位水瓶座的女性看到了生
命沉潜的力量。因为，她出生在农历
1985 年 12 月 18 日，即阳历 1986 年 1 月
27日（星期一）。出生在这个时间的女
性，性格特征是个性极其强悍的人。
她博学多才、富有创造才能和独立精
神。她为人宽厚，感情脆弱，不喜欢粗
暴无礼心中充满良好的愿望，但真正
的利益是在物质以外的其他方面或精
神方面。她是一个富有开拓精神的
人，思维能力高于本能，是个先锋派人
物。她感兴趣的不是昨天而是明天，
喜欢坐超音速的“协和”号飞机，而不
愿骑自行车。她迷恋斯特劳斯优美的
旋律，而不喜欢听莫扎特的小夜曲。
当她沉浸在某一念头中的时候，往往
会废寝忘食。人们争相与她交往，是
因为她的创新精神和开拓思想，看事
物的积极方式、理想主义、宽宏大量和
与生俱来就具有的高尚品德。一般地
说，在困难的时刻，她总会得到亲朋好
友乃至素不相识的人的帮助，而她自
己也随时准备帮助和支持那些在烦恼
之中煎熬的人，有时甚至全然不顾自
己的一切。如果她错信于人，有可能
导致物质上的巨大损失。实际上，如
果真正涉及到钱财的问题，她并不动
心，贫穷还是富贵她都觉得无所谓。
她既能很好地适应俭朴的生活，又不
知道如何不为财富冲昏自己的头脑。
她是新思想的开拓者。如果给她以完
全的行动自由，让她随心所欲地去思

考和决定，那么，她会表现出卓越的工
作才能。她是一个创新者，层出不穷
的念头和突如其来的直觉，使她能预
感到未来。她常常把强烈的愿望和独
立精神融合在一起。她是一个反习俗
和不愿意随声附和的人，说话和做事
全凭自己的兴趣。她希望凡事都能自
己去自由选择和行动。

多年来的车厢服务实践，使康建
芬悟出了一个道理：动员乘客让座仅
仅有责任心是不够的，它还是一门服
务艺术，这里既有恰到好处的动作要
领和语言感染力，更有整个车厢驾驶
员与乘客之间、乘客与乘客之间的真
情互动。她总结提炼出的为需要帮助
的乘客落实座位的“五种操作法”和无
处不在的服务细节，像春雨滋润一样
无声地滋润了乘客的心田。

另外，9 路公交沿线医院多，一路
上，不断有乘客特别是外地乘客向康
建芬问路。为了摸清 9 路沿线的情况
变化，她经常头顶烈日开着自己的私
家车，一个站、一个站地走街串巷，摸
底调查，所有的资料，她都能够认真
地记在工作手册上。一个半月下来，
写满大半本子的《工作手册》密密麻
麻地收集了各种各样的信息：每个站
点附近的企事业单位、主要景观、购
物场所和公交换乘线路等统计得一
清二楚，她对沿线各家医院的走向了
如指掌。

康建芬常挂在嘴边上的一句话
是：“我是平凡的，我是幸运的，我更是
幸福的。”康建芬认为，她平凡，因为她
只是公交行业的一名普通司机；她幸
运，因为她有幸走进了9路公交车队这
个优秀的团队，得到了各级组织的关
爱和同事们的帮助；她幸福，因为乘客
们的支持和厚爱一直在陪伴着她，温
暖着她。

康建芬在实践中摸索落实座位的
五种操作法，被人们誉为“十佳”先进
操作法之一，并在全行业推广。笔者
在交通运输局的采访中，9 路公交车 5
种需照顾对象上车，招呼率100%；特殊
座位落实率100%。她倡议的9路公交
车向社会推出的“两个 100%承诺”，拉
开了东胜公交行业“创建文明让座示
范路线”的序幕；2016 年以来，她向社
会做出了“小学生上车100%得到帮助”
的第三个“100%承诺”，得到了广泛的
认同与赞誉；她倡导的“服务技艺研
讨”活动，推动了车队的服务工作向前
发展。作为“工人先锋号”的 9 路车司
机，康建芬在传承9路公交车队优良传
统的基础上，注重个人素质的提高，她
向自己提出了“感受高度、体验速度、
发挥亮度”的奋斗目标。她注重提供
平台，充分发挥党员作用，每日手握着
方向盘，穿梭在东胜这座城市之间，迎
人来、送客往；冬起三九、夏战三伏、周
而复始、默默轮转……无声地为这个
城市的公众交通事业奉献着自己的青
春与生命。她每日在为广大市民们提
供安全、便捷的出行服务时，从不奢求
任何回报，只希望社会公众对公交行
业多一份理解、多一份关爱。

康建芬在不断地成长，她从 2014
年2月开始进入天安公交集团、2016年
当上公司先进，再到现在当选行业服
务明星，可以称得上是全市最美最有
影响力的女性。她的荣誉不断在叠
加，她的社会影响力也在不断增强，她
在劳动光荣这个美丽的字眼里，倾注
了无数的时间和汗水，牺牲了不少个
人利益，尤其是亏欠下子女的那么多
情缘，让她日日夜夜总是心神不安，感
到心头有一种最疼痛的挂牵难以偿
还。她一直与9路车厢共同奔驰，她仿
佛像一朵玫瑰，一直在9路的公交车道
上盛放、奔跑，在奔跑的过程中，她看
到了太阳、星星、雨露和彩霞，看到了
黄昏和黎明的交替，更看到了未来无
垠的曦光和晴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