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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爱在车厢 社区同欢乐

“友爱公交·乐游珠江”水上同乐会拉近珠江两岸街坊情

□

本版撰文 信息时报记者 刘俊

本版摄影 信息时报记者 陈文杰

乘豪华游船、赏珠江美景、聚街

坊同乐、听友爱故事……12月 7 日，

在天字码头信息时报号客轮上，“友

爱公交·乐游珠江”广州公交集团服

务进社区水上同乐会正式举行。 本

次同乐会由广州市公共交通集团有

限公司主办，信息时报社、广州公交

集团客轮有限公司承办， 来自珠江

两岸人民街、滨江街、北京街、海幢

街、 珠光街 5 条街道近百名街坊参

与。

据介绍， 本次同乐会旨在通过

讲述友爱故事、展示客轮变迁、交流

文艺表演等方式， 拉近珠江两岸街

坊距离，让友爱精神不断延伸。

33载温暖羊城 友爱精神在市民中传承

1986 年， 广州开全国先河推出

“友爱在车厢” 活动， “广州式乘车

排队” 成为广州街头文明友爱的亮眼

一景。 今年是该活动开展的第 33 个

年头， “友爱在车厢” 与时俱进， 常

创常新。

在同乐会开始前， 信息时报通过

微社区 e 家通平台进行友爱故事征

集， 收到来自珠江沿岸不少街坊的热

烈反馈。

“当年就应该感谢那位司机的。”

2015 年 3 月， 街坊胡女士从兴华路乘

坐 219 路公交回长堤， 在动物园站有

位 70 多岁的老人拄着拐杖步伐缓慢，

只见司机离开座位， 搀扶老人上车，

一位乘客立马起身让出座位， 老人家

感动得连连说道： “唔该， 唔该

……” 时隔多年， 胡女士已经忘了当

时司机和乘客的样子， 但对那友爱一

幕的记忆仍印象深刻。 胡女士告诉记

者， 虽然不是自己的事， 也不是什么

大事， 但这么多年总觉得欠那位司机

一句“谢谢”， 这样的友爱值得一直

传承下去。 如今， 她是一个三岁小孩

的母亲， 时常教育孩子对待她人要友

爱、 善良。

这样的友爱的确在无声传承着，

大四学生小罗是同学口中的“让座

侠”， 每次公交上老人、 小孩或孕妇

没座位， 她总是第一个起身让座。

“小时候来回动物园的公交上总有叔

叔阿姨给我让座， 但我都没有好好说

过一次谢谢。” 小罗遗憾地说。 所以，

她希望能像他们一样帮助有需要的

人， 以友爱的传承表达最好的致谢。

经过多年发展， “友爱在车厢”

的辐射范围也在不断扩大， 友爱的身

影不仅仅局限于公交， 广州客轮上奋

不顾身跳入江边救人的船长、 毫不犹

豫抱起生病路人奔赴医院的出租车司

机……是他们让羊城友爱不断、 充满

温度。

“摆渡船”到新游船 客轮丰富市民出行方式

在信息时报征集的故事中， 不仅

有关于友爱的传承， 还有那些年与客

轮共同成长的奇妙缘分。

从事客轮工作 6 个年头， 而奇妙

的缘分似乎从 30 年前就定下了， 客

轮有限公司员工张颖分享了一个故

事。 30 年前， 她出生后从医院回家，

乘坐的第一个交通工具就是过江船，

她父亲说当时船行驶的声音很大， 但

都没有把她吵醒。 从小时候羡慕能去

坐珠江夜游船的朋友， 到长大后加入

客轮公司成为其中一员， 奇妙的缘分

并未就此打住。 2016 年， 张颖参加

“友爱在车厢” 30 周年的客轮集体婚

礼， 她在客轮上完成了自己的人生大

事。 从心心念念到成为现实， 张颖从

心底里享受着， 从当天证婚人说的

“持证上岗” 到客轮上喜庆的布置，

她都记得十分清楚。

最让张颖感到奇妙和自豪的还是

这些年客轮飞跃式的发展， 她进入客

轮公司工作时刚好是水巴开通的第二

年， 这些年经历过航线的增加、 优

化， 各大码头增设自助售票机， 建造

网上商城、 与各大 OTA 的合作， 和

广州塔、 观光巴士以及其他景区合作

联动， 增设了很多不同主题的游船航

班、 建造无人超市等等。

“客轮公司成立 67 年， 从摆渡船

到新游船， 现在的客轮不仅仅只是

珠江夜游、 过江轮渡， 靠一代又一

代客轮人的努力， 它不断地满足人

们美好出行出游的需求， 未来会有

无限可能 。” 张颖说， 她和客轮一

同成长， 希望未来还有更多奇妙的

缘分。

服务进社区

聚珠江两岸街坊同乐

同乐会现场， 珠江两岸街道的街

坊都拿出看家本领， 海幢街的男女二

重唱、人民街的电声乐队、北京街的粤

剧同台展示，好不热闹。

“很难得有这样的机会，珠江两岸

几个街道的街坊聚在一起。 ” 同乐会

上，北京街街坊群姐十分激动地说，作

为北京街广府文化会馆的一员， 她们

平时都是成员间一块唱曲， 较少有机

会能和其他街道交流。

通过这次活动， 群姐结识了很多

新朋友。“我们一江之隔，都是几十年

的‘老广州’了，以前也没机会认识，今

天真是好开心， 以后大家可以用音乐

多多交流， 肯定很有意思！” 群姐更

是喊话， 希望“友爱进社区” 活动多

多举办， 尤其是能拉近街坊情的友爱

活动。

今年以来， 公交集团积极开展各

类“友爱”服务的主题活动超过 100 场

次，通过“友爱进社区”活动，客轮公司

与大元帅府纪念馆合作开展“红色连

环画”主题共建活动；与东河道派出所

开展“警企共建促发展，履职尽责保平

安”共建活动。

值得一提的是，公交集团“友爱进

社区”模式不断创新，一汽公司在 1 路

线、2 路线、5 路线、4 路线等线路组织

开展多场进社区活动， 先后有 600 多

人次参加。其中，通过创新发掘“党建+

公交+社区”的服务模式，对退役公交

车的重新改造，打造流动“党群之家”，

并将公司党员教育阵地与社区便民服

务点灵活结合， 成为独具特色的多功

能党建车厢。

在解决市民出行的烦心事、 操心

事方面， 二汽公司结合如约社区线路

推广、“交通+旅游” 定制出行等业务，

组织各单位党团员、青年志愿者，深入

到线路服务社区，开展“友爱进社区”

活动， 现场听取社区居民有关线路服

务、营运管理等方面工作建议，并根据

实际情况进行相应的调整。

三汽公司则依托“全国企业文化

基层示范点”旅游 1 线的辐射效应，与

白云山管理处等 6 个沿线旅游景区、

街道办签署了《党建结对共建协议

书》，开展了大手拉小手关爱石围塘暑

期“小候鸟”等爱心公益活动；并与和

天河学院合作开展"为民出行解难题，

公交服务进校区"主题宣传活动，大力

倡导以“公交优先、绿色出行”的城市

公共交通文化。

此外， 电车公司联合团市委在

80、134 两条路线上打造垃圾分类主题

车，开展社区垃圾分类推广宣传工作，

同时结合“巴士学堂”品牌通过互动学

堂形式向幼儿园师生普及交通安全知

识、公交突发事故逃生技巧等，搭建起

与市民共融的桥梁。

形式在变，包裹的友爱核心未变，

服务社区居民的宗旨未变， 居民的广

泛参与，使得广州公交集团“友爱进社

区”活动范围和影响日益扩大，广州正

逐步形成广式邻里情怀的公交文化。

同乐会现场街坊的电声乐队表演。 街坊带来的粤剧表演。 活动在信息时报号举行。

活动拉近了街坊关系，互动环节，街坊踊跃参与。

本报社常年法律顾问： 广东凌信律师事务所 熊谌宇律师 电话：

020-3826256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