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受疫情影响， 在大部分人宅在家里自我隔离的时
候，有这样一群人却坚守在路上，他们或为满足公众的
出行需要，或为保网约车的安全出行，或为防疫检查执
守街头……

战“疫”众生·交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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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2月13日讯 疫情当前，
大部分人在家进行自我隔离，也
有人说“你呆不住的家，就是他们
想回却又不能回的地方。”话里的
他们， 就是万千坚守在防疫一线
的医生、交警、社区工作人员、快
递小哥等……长沙交警孔清明
就是万千“他们”中的一员。

第一次见到来往车辆这么少

孔清明是长沙市芙蓉交警
大队十三中队的指导员，今年47
岁，老家在浏阳，有一个正在上
高三的女儿。今年这个特殊的春
节，他依然坚守在工作岗位上。

早晨七点，孔清明来到位于
长沙汽车东站的执勤点，他的任
务是做好春运检查。“今年除了

常规的春运检查以外， 更重要
的是防疫检查。 当了十几年交
警， 我还是第一次这么全副武
装地执勤呢。” 孔清明告诉记
者， 今年单位为他们一线交警
配备了口罩、手套、体温检测仪等
全套防护物资，“这样配备齐全，不
仅是给我多一分保护，也让我感到
多一份责任。”

给湖北女孩找到栖身之所

“要说起这段时间执勤印象
最深的人，就是那个湖北姑娘。”
孔清明告诉记者，1月27日下午2
时许，他突然看见岗亭外站着一
名20来岁的年轻女孩，拖着行李
箱一脸慌张。“她往我们岗亭这
里走两步又退回去，反反复复了

好几次。” 孔清明马上戴好口
罩走上前询问， 原来女孩是湖
北人， 年前她自己一人出国旅
游， 正准备回国时疫情突然爆
发，她无法回到武汉，决定先到
临近武汉的长沙。“当时年轻女
孩告诉我，她有些低烧，也没有
别的地方可以去。”孔清明立即
联系了省疾控的工作人员，女
孩在检查完身体后被顺利安排
住进了专为湖北籍滞留人员提
供的酒店里。

“我守护了长沙交通这么多
年，看见长沙现在这么安静，真的
很不习惯。希望情况早点好起来，
大街上再热闹起来， 我们继续好
好守护她。”孔清明说，这是他现
在最大的愿望。

■记者 田甜

本报2月13日讯 去单位
上班、去医院看病买药、参与一
线抗疫工作……疫情期间，对有
刚性出行需求的市民来说，搭乘
滴滴是他们的重要选择。

疫情期间，运营的滴滴车辆
都会进行消毒。目前，湖南设立
了11个滴滴司机防疫服务站，这
里的工作人员每天要穿7个多小
时的防护服，对车辆进行消毒。

每天穿7个多小时防护服

2月13日上午9点， 长沙妹
子陈双来到位于长沙市雨花区
湘府东路附近的一个滴滴司机
防疫服务站， 开始一天忙碌的
工作。

小心翼翼地穿好防护服，戴
上护目镜、口罩、手套……做好

准备工作后，9点半，全副武装的
陈双与同事们一起，开始逐一为
来此的滴滴司机们发放口罩，对
他们的车辆进行消毒。这个过程
一直持续到下午5点， 即便是中
午40分钟的吃饭休息时间，陈双
也只会取下口罩和护目镜。算下
来，7个多小时的工作时间，陈双
都裹在防护服里，甚至没有去过
一趟厕所。

陈双主要是从事滴滴湖南
公司的市场运营工作。疫情发生
后， 她不仅参与了湖南地区的防
疫服务站筹建工作， 还主动请缨
到防疫服务站工作。“正值春节，同
事大多离开长沙回老家了， 有些
在长沙的家里都有小孩， 我没结
婚，家里没有太多牵绊，我父母也
很支持。”

之后，滴滴对包括陈双在内

的疫情服务站工作人员进行了
相关专业知识的培训。 正月初
八，长沙地区的滴滴防疫服务站
正式投入使用。

“我做好自己的工作， 就能
为司机和乘客们提供一道保障。
有这么多人守望相助，相信一定
能尽快战胜疫情。”

已设11个滴滴防疫服务站

记者从滴滴出行了解到，目
前滴滴已在全国161个城市设立
了司机防疫服务站。 湖南地区，
长沙、邵阳、益阳等11个城市均
有设立司机防疫服务站，为坚守
在服务一线的司机师傅免费发
放口罩、 消毒液等防疫物资，并
对车辆进行消毒。

■记者 潘显璇

的哥：每一次行程都有详细“日志” 交警：为湖北女孩找到栖身之所

坚守在路上，他们护你平安出行

战“疫”众生·的哥

2月12日中午，长沙的哥罗旭
和往常一样到河西一个小区接
胡爹爹去医院透析。这是他所在
的长沙交通集团蓝的出租车公
司雷锋车队长期结对帮扶的一
位老人，每周一三五雷打不动都
会有司机来免费接送。在大家都
闭门不出的防疫期间，为了给必
须出门的人提供方便，罗旭从春
节前至今，已经连续出车了近一
个月。

让他感受最深的是正月初一
前后，广播里播放着疫情新闻，长
沙也如空城一般， 一天下来接不
到几个客人，“其实我也有过担
心，但是看到高铁站、地铁站等都
有相应的防疫措施， 人人都戴着
口罩，我也就不害怕了。”

每天第一件事就是消毒

2月12日早上8点， 罗旭戴上
防护口罩来到位于沙湾路的车
队。测量体温、签到后，他和一名
工作人员用装有84消毒液的喷
壶，进行出车前的全车消毒。他告
诉记者，公司接到防疫通知后，就
采购了口罩、 消毒液、 酒精等物
资。 每个司机每天可以到车队领
两个口罩， 进入车队站点必须给
车辆全面消毒。 罗旭拿着喷壶仔
细给车身和车内喷洒消毒液，特
别是车门拉手、座椅、门框附近等
乘客接触较多的地方会着重喷一
下，方向盘、仪表盘他也会小心地
抹一遍。临走前，公司还给他发了
一小瓶约1升的便携型喷壶，这是
给乘客下车后消毒用的。

当每个乘客下车后， 罗旭就
把车停路边， 用小喷壶对车内进
行消毒，乘客接触的后排靠枕、车
门和垫子都喷洒一遍。“公司要求
消毒水不要擦，自然吹干。”罗旭
指着汽车内饰上的很多小白点
说，这些都是消毒水留下的印记。
“上次有个乘客跟我说，闻到车里
有消毒水味， 摸到座位也有点湿
润，反倒觉得安心。”

疫情期间记录“乘客日志”

“真没想到，出门还能等到出
租车”“车里收拾得真干净”，这是
罗旭这两天听到乘客说得最多的
话。前几天，罗旭在路上接到一名
要去机场的女乘客， 上车前对方

用手机拍下了车辆车牌号。 后来
罗旭才知道， 乘客拍下车牌号目
的很“暖心”，“她对我说，在这样
的特殊时期， 记下车号是怕万一
自己出现了问题， 好第一时间能
告知司机， 对自己负责也是对别
人负责。”

“细心” 的不只是这位女乘
客， 这些日子罗旭对工作也更上
心。罗旭说，这段时间接的客人基
本都是一人乘车， 他会提醒乘客
坐后排，而空调已经关掉，车窗也
早已被摇下。“新闻里说必须保持
空气流通，所以可能会有点冷，但
是大家都理解。”

长沙启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
事件一级响应后， 罗旭也多了一
项特别任务———每天要填写一份
行程单。“把接送的每一个乘客的路
径信息都详细记录下来，几点、出发
地、目的地等信息，还要登记消毒的
时间， 以备乘客确认感染进行追
溯。”罗旭感到暖心的是，有一次接
一个客人去跟朋友拿口罩，硬是塞
了3个给他。

复工之后的“保点运营”

企业开始逐渐复工，但机场、
高铁站、火车站等客流集中地段，
却没有往年那种熙熙攘攘、 人流
不断的场面， 尽管乘客出租车用
车需求下降，但运力还是要保证，
特别是23点过后地铁停运、 公交
甚少， 出租车就成了乘客的重要
交通选择。

罗旭说， 营运出租车上可接
到长沙市巡游出租车GPS监管平
台的调度信息。 平台每天会根据
机场、 高铁站等旅客到达时间和
人数来下发信息， 就算最后一趟
高铁或者飞机到达的时间是凌晨
2点，站点附近的空车司机也会过
去给旅客提供“保点运营”。

疫情期间的哥们的收入较平
常有所下降， 有些车队的空车行
程达到50%， 但像罗旭这样坚持
上班不休息的司机却不在少数。
他所在的蓝的公司也有122位管
理工作人员从年前就未放假。罗
旭说， 大家互相打气， 心态更积
极，这也是他们的担当精神。目前
长沙每天约有2000台巡游出租车
为市民出行提供便利， 也暂未有
一位的士司机被感染。

■记者 石芳宇

战“疫”众生·网约车“医生”

“女汉子”给车辆消毒，7小时没上一趟厕所

向湖北女孩伸援手，盼街头早点热闹起来

▲上班前进行体温测量。

▲公司给司机们发的便携式消毒喷壶。
均为受访者供图

载一次客消一次毒
还有详细“乘客日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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