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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安公交之退伍军人风采
编者按：

退役不褪色、新岗建新功，他们曾经是一名军人，为祖国安定人民幸福而奋斗，现在他们是一名公交人，为城市发展人
民便捷而出力。他们以爱国的情怀、不变的信仰、踏实的作风在工作和生活中彰显着军人的本色。

退伍军人是时代的见证者，虽然
已脱下军装，但他们依然是最可爱的
人，无论是当年保家卫国，还是现在
为梦想打拼，他们都继续秉承军队的
光荣传统，退伍后在各条战线上书写
着各自的精彩。阿康公司的驾驶员队
伍中就有退伍军人的身影，工作中他
们用军人的作风严格要求自己，用实
际行动在新的岗位上发光发热。
无论开什么车都要握好方向盘

杨强，2017 年 8 月 22 日入职天安
公交集团，现为伊旗1路上的一名公交
车驾驶员。

2003年12月1日，杨强入伍，成为
北京军区步兵八十二旅的一名坦克兵，
主要负责坦克驾驶工作，2005年12月1
日正式退伍。两年的军旅生涯虽不算
长却是人生中浓墨重彩的一笔，用他的

话来说，是以前在部队里的经历，锻炼
了他吃苦耐劳的性格。当同事问到他
开坦克和开公交有什么区别时，杨强说
开坦克是保卫人民，开公交是服务人
民，无论开什么车都要握好方向盘。

2018 年 2 月 7 日，杨强驾驶的蒙
K82869 车行驶至九悦宾馆站时，三位
男性乘客带着一名 4 岁左右的男孩乘
坐公交车。刚开始，杨师傅并没有觉
得有什么异常，后来在听到乘客们聊
天时发现，这名小男孩并不是他们任
何一位的孩子。听完这些情况后，杨
师傅立即向公司调度员汇报情况并报
警，与民警相约在第一幼儿园站将男
孩交给他们。事后，杨师傅说：“将心
比心，孩子走失，当父母的肯定心急，
在这种情况下，作为一个驾驶员，伸出
援助之手。对于咱们来说是小事，可

是对于他的家庭来说却是天大的事。
严于律己

由广忠，2015 年 7 月 16 日入职天
安公交集团，现为伊旗2路上的一名公
交车驾驶员。

1981年，由广忠入伍，成为哈尔滨
23 军独立通信团的一名巡线兵，主要
负责电线巡查工作，1984 年正式退
伍。谈及过往，由广忠颇为感慨，经历
了军营中的摸爬滚打让他终身受益，
四年的军旅生涯磨练了意志，塑造了
品格，生活中不管遇到什么困难，只要
回想起部队的的经历，就没有过不去
的坎儿。

2015年来到天安集团后，即使时隔
多年，仍能从他的身上感受到军人的精
气神儿，在日常的工作中，他对自己的
驾驶技术精益求精，认为只有技术过关

才能保护好每一位乘客的安全。从上
岗的第一天起他就严格要求自己，积极
参加公司组织的各类培训、演练，不断
总结工作经验，入职至今他已安全行驶
20万公里，无论春夏秋冬、寒来暑往都
一直保持着“三无记录”，无交通事故、
无违章行车、无服务投诉。
军令如山、有令必行

刘志，2019 年 7 月 22 日入职天安
公交集团，现为伊旗2路上的一名公交
车驾驶员。

2005 年 12 月 1 日入伍，成为内蒙
古军区的一名步兵，2007 年 12 月 1 日
正式退伍。

刘志说军旅生涯对他的改变是潜
移默化的，最大收获就是“军令如
山、有令必行”，严格遵守纪律。军
人出身的刘志一直以高标准、严要求

规范自己的驾车行为。在平日工作中
注重观察积累，由于一路途经学校、
医院较多，对待特需乘客，他总是能
够给予特殊关照。礼让斑马线、搀扶
老人上下车、行车过程中严格遵守法
律法规、公司制度……这些都是刘志
日常工作中的点点滴滴。
干一行、爱一行

王大力，2013 年 9 月 13 日入职天
安集团，现为伊旗9路驾驶员。1980年
11 月 24 日入伍，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
81634 部队的一名炮兵，1985 年 11 月
24日正式退伍。

今年是王大力作为公交车驾驶员
的第七年，他说无论从事什么工作都
要做到干一行、爱一行，这既是对他人
负责也是对自己负责。运行过程中如
何科学调配时间？哪些地方需要加

速、哪些地方需要减速？哪个路段的
高峰期是几点？沿途的商场、学校、医
院、小区地址他都能够对答如流。

王大力所在的伊旗 9 路学生和送
孩子去上学的家长居多，有的乘客因
为不理解或高峰期堵车等原因对他发
脾气，他都会耐心的做好解释工作。
时间久了，和很多常坐车的乘客成了
朋友，上下车时会心一笑或者点头致
意，这些暖心时刻，让他对这份工作更
加热爱。

为人民服务的意识、良好的作风纪
律、团结协作的精神、吃苦耐劳的品质，
这些都是像由广忠、王大力、杨强、刘志
一样的退伍军人的优势。脱下军装、换
上工装，但他们依然保持着责任感和使
命感，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用新的形
式为人民服务。

锡市公交总公司运行干事周文光
是一名退伍军人，2005 年正值风华正
茂的他为响应国家的号召义无反顾的
投身到火热的军营，成为中国解放军
的一员。2009 年 7 月光荣的加入了中
国共产党。12年的军旅生涯，荣立“三

等功”1 次，也曾多次被评为优秀士兵
和优秀士官。如今，作为一名退伍军
人，依旧不忘初心，始终以军人的标准
严格要求自己，始终牢记全心全意为
人民服务的宗旨，处处发挥党员先锋
模范作用。

入职以来，他积极向老前辈、老同
志虚心请教，发扬无畏困难，迎难而上
的精神，将自己的满腔热情投入到工作
中。今年年初，周文光结合工作的发展
情况，向领导提出分队管理的意见，并
积极主动的担任起团队队长一职。经

过一段时间的团队比拼，他所带领的团
队排名第二，各项工作数据指标均有明
显提升。

2019年10月协助单位领导组织员
工开展反恐、消防演练。用自己在部
队中掌握的专业知识向公司职工普及

法制观念和安全意识。
在今年年初新型冠状病毒爆发

时，他积极为一线驾驶员做好科普防
疫工作，每天凌晨5:00到公交停车场，
为出车前的驾驶员进行“面对面，一对
一”的岗前防护工作与车厢消毒记录

工作。身为运行干事的他用自己的实
际行动守护每一位奋斗在一线的驾驶
员。退伍不退志，作为一名普通的退
伍军人，他不怕吃苦、甘于奉献的精
神，在平凡的岗位上实现着自己的人
生价值。

刘科，2019 年 11 月 11 日入职，
现为东康公司运行干事。入职前，他
曾在部队服役两年，是一名退役军
人。人们常说：“当兵后悔三年，不
当兵后悔一辈子”。能够成为一名军
人是每个男孩子的梦想，刘科就是幸

运的一位。
刘科在工作中积极践行退役军人

“不怕苦、不怕累”的精神，积极深入一
线了解线路的车辆配置、运行环境及
运行参数等基础资料，掌握处理事故
的流程，主动开展安全行为和服务现

场等各类检查，认真负责做好所辖线
路的安全管理工作。

2020年春节期间，一场突入其来
的新冠肺炎疫情在全国各地迅速蔓
延，受到党中央、国务院以及各级党
委政府的高度重视，并将疫情防控工

作作为当前最重要的工作来抓。身为
一名退役军人，在疫情防控的关键时
刻，刘科主动报名参加“东胜区退役
军人志愿服务队”，在罕台镇开展为
期9天 （2月24日至3月3日） 的志愿
服务活动。

据“东胜区退役军人志愿服务队”
的组织单位“东胜区退役军人事务局”
反馈：刘科同志在志愿服务期间，能够
听从命令、服从指挥，始终坚守疫情防
控第一线，发扬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
斗；奉献社会，服务他人的精神，彰显

新时代退役军人“退伍不褪色，退役不
退志”的责任与担当；以饱满的热情筑
好广大居民安全的第一道防线，赢得
了服务地社区工作者、居民群众的肯
定和高度赞扬。

戎装换工装 军魂在心中

发扬军人作风 做好本职工作
文 / 锡市公司

宋建文，2000 参军，2005 退伍，中
共党员，在部队先后担任文书、军械
员、副班长、班长、代理排长职务，入职
天安集团后，先后担任稽查、东胜一、
二公司运行队长、东胜一公司经理助
理、现任东胜公司副经理。回顾这 11
年来的成长经历，他始终以军人身份
严格要求自己，服从命令、听从指挥、
恪守职责；始终以原则性强、执行力坚
决作为自己名牌，用自己的心血和汗
水踏踏实实地履行自己的职责，践行
着自身的人生价值。

宋建文同志从入职以来，就把天安
这个大家庭看作是第二故乡，以饱满
的工作热情、扎实的工作作风、优异的
工作成绩，坚守在生产一线。

在安全监督工作中，干净干事，
廉洁自律，一身正气；在安全检查工
作中，始终坚持四个“严”即：从严

检查不留死角、从严教育不留人情、
从严处理决不手软、从严整改速战速
决；在安全生产的防控上，能够谦虚
学习、学以至用，向兄弟单位学习优
点总结教训，向行业规范学习规范制
度提升能力。同时，时刻牢记一名共
产党一名军人的身份，规范自己的言
行，以自己的行动带动安全管理工作
的落实。针对本部门安全生产工作的
重点、难点和隐患点，组织加强安全
防范，全面掌握本单位的安全生产状
况，组织彻底排查治理隐患、落实各
项安全生产措施，确保责任层层落实
到每一个环节和工作岗位。

伴随着天安的成长与进步，身知
肩负的重任之重，11个年头的时间，一
心钻研安全预防与管理，先后出台了

《新驾驶员的实习流程及注意事项》、
《驾驶员培训指导教案》等制度，无一

不凝聚着宋建文同志的心血和智慧，
因为他明白一个道理，安全事故是驾
驶人生产出来的，也是管理者管出来
的，更是领导人领导出来的，牢记安全
无小事小事也是大事。

日常工作中协助经理做好公司所
有安全管理工作，不仅是经理的得力
助手，更是安全工作的执行者。认真
开展日常安全检查，发挥安全队长及
运行干事的作用，不放过任何一个小
问题、小隐患。

在驾驶员队伍和公司行政队伍
中，宋建文是说话直、办事实、处理
严的一个管理者，甚至有的还说，宋
建文爱好找问题，爱好批评人，而且
语气不和蔼等等，因为一直以来他坚
信一条“在其职谋其责”，一直强调
的信条是“宁在骂声中工作，绝不在
哭声中总结”。坚持严格纠察和奖

惩，坚持“四不放过”的原则，责任
追究抓改进。在他的履职过程中，注
重人性的发掘，抓住个人个性，从习
惯行为出发出，不放过任何一个小细
节，总是将别人发现不了的问题他能
查处，别人不好管理的驾驶员他能迎
刃而解，别人不好完成的任务他能达
到目标，总之公司里急难险重的任
务，他是第一个。

“幸福你我他，安全靠大家”在个
人成长的道路上，宋建文有自己的人
生追求，那就是为集体、为他人甘作孺
子牛，大公无私，做一个大爱的人。在
工作生活中，不盛气凌人，不欺上瞒
下，外求支持协作、精诚团结、同舟共
济；内求团结向上、真诚相待、宽以待
人；协调好内外关系，把工作的主动性
与针对性、实效性统一起来，秉承“团
结协作，积极进取，共同进步”的宗旨，

努力完成领导交办的各项任务。从百
辆新车上线到万人多米诺现场保障，
从少数民族运动会赛事保障，再到联
合国防治荒漠化第十三次缔约方国际
盛会的保障，一路走来，他忠诚企业、
不怕困难，一次次出色的完成了每次
重要的任务。尤其是2017年联合国防
治荒漠化第十三次缔约方大会的保
障，从7月初接到任务，先期是为12天
的培训，学习了我国与周边国家的关
系、外事处理的原则以及服务保障人
员的礼仪等16门课程。8月18日保障
小组正式成立，从各公司抽调近200名
驾驶员、10名管理人员、71台车、组建8
条大会专用线路、其中两条旅游专线、
6 条现场保障专线到正式运营迎来第
一位国际友人，从入住康巴什公司到
接受市委书记牛俊雁的成功验收，从
组织全体保障服务承诺宣誓到接见交

通运输部部长刘小明的视察，克服了
炎热的酷暑、语言沟通的障碍、任务一
次次升级的困难，以及住宿条件差等
问题。

2017 年根据集团总部精神，在东
胜公司打造示范线路的任务又一次落
到了宋建文同志的身上，打造示范线
路在公司历史上找不到先例，他开始
草拟自已的标准，从驾驶员的挑选到
培训合格上岗，从言行举止，安全行为
以及服务理念到初具规模，严格执行
自己摸索出的建设标准和淘汰制度，
并积极与政府工会、妇联、组织部的多
次对接与请教，提取宝贵的建议。

一份耕耘，一份收获。宋建文同
志在平凡的岗位上以饱满的工作热
情、扎实的工作作风、优异的工作成
绩，坚守在一线，为公司做出了不平凡
的贡献。

追求卓越 无私贡献
文 / 东胜公司

疫情当前 我是退伍军人我先上
文 / 东康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