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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 8月，怀着对未来的憧憬，36岁的曹保森从铜川
来到西安，成为了一名服务乘客的公交人。从普通驾驶员到
标兵，过去的十几年间，他把公交车当成自己的孩子一样养
护，让每位乘客都有个好心情是他每天追求的目标。

他的车永远窗明椅净

无论春夏秋冬，在城市还未苏醒时，公交驾驶员却早已
穿梭在各个路段。从家到公司，从始发站到终点站，两点一
线构成了曹保森17年公交生涯的全部。

每天清晨，迎着古城的第一缕曙光，老曹驾驶着 215路
公交车穿梭在最繁忙的长安路南北两端。老曹跑早班时每
天要在 4点半起床，最迟赶 5点半到车场，对车辆进行检查，
还要仔细打扫车内外卫生。“为乘客创造一个安全、整洁的车

厢环境是公交驾驶员的基本要求之一”，对于老曹来说，公交
车就像另一个自己。在同事眼里，他每天都是最早到岗、最
晚下班，他的车也永远是窗明椅净。13年间，老曹安全行驶
里程超过33万公里，工作时间超过2.2万小时。

满意度是工作标尺

从19岁投身公交行业至今，三十余年的公交生涯，老曹
遇到过形形色色的人，也碰见过大大小小的事。他对乘客总
是热情问候、笑脸相迎。因为在他心里，人与人相处，就是一
个交心的过程。多年来他始终为乘客着想，视乘客为亲人，
把乘客的满意度作为衡量自己工作的标尺。

有一次，老曹驾驶 215路行至南门附近时，有位乘客告
诉他，自己的手机丢了！得知消息后，他马上靠边停车，向车
上乘客解释情况后报了警。等警察处理完此事，已经过去了
一个多小时，尽管事后老曹向全车乘客鞠躬道歉，但还是有
部分乘客抱怨并投诉了他。“当时确实让乘客等久了，但也还
有很多人站出来替我说话，我心里很温暖。”

行驶途中，遇到行动不便的老人乘车时，他始终小心翼
翼驾驶，每到一站都要回头查看和询问。靠站时，给身边需
要帮助的乘客让座，让车内氛围更和谐。天气转凉，为了让
老年乘客有更舒适的乘车体验，曹保森自掏腰包购买棉坐
垫，安装在车内每一个老弱病残孕专座上。他还自学英语，
不断提高自己的服务水平。

老曹说，最开始的时候，自己就想着多拉快跑，干得久
了，就一门心思想着怎么能为大家服务得更好，让乘客开心、

舒心、放心。
“你真是个好人！谢谢，太谢谢了！”一句感激的话语，一

个满意的微笑，使老曹深感作为一名公交人的自豪，往日的
辛苦和委屈都化作烟云。

细致入微做好星级服务

老曹总是把计划放在今天，把行动放到现在。在他看
来，认真干工作只能把工作干对，用心干工作才能把工作干
好。因此，不管是对同事，还是对乘客，他总是“一言一行树
形象，一举一动见文明”。

做为215路的路长，他深深懂得“努力靠个人，成功靠团
队”这个道理。业余时间，他发动其他党员在线路开展“一帮
一、一对红”活动，带领大伙共同进步。2015年 5月 15日，五
公司“高星手拉手互助队”成立，作为第一任队长，老曹积极
发挥党员先锋模范和标兵传帮带作用，通过进站房、下线路、
交流会、文体活动等方式，将自己的驾驶经验、服务技巧倾囊
相授。如今，在他带出来的50多名徒弟里，有20多名已经当
上了高星驾驶员。老曹感慨：“没想到我能带出这么多的高
星徒弟！”

曹保森用一颗感恩的心，让“雷锋精神”在线路上四处开
花。穿梭在古城南北中轴线的 215路，迎来送往八方宾客，
让乘客在这个温暖的“港湾”里的一次次短途旅行中，欣赏着
不一样的风景，感受着不一样的快乐。

面对未来，老曹说：“我还将一如既往，加倍努力，把自己
的一腔热忱奉献给乘客、奉献给公交事业。”本报记者 鲜康

前不久，由交通运输

部、中华全国总工会联合主

办的 2019 年最美公交司机

先进事迹报告会在长沙举

行，西安公交集团 215 路驾

驶员曹保森被评为 2019 年

“最美公交司机”。

“爱车如爱家”的老曹
——记全国“最美公交司机”曹保森

近日，一段员工集体跪地自扇耳光的视频在网上流传。
该家具厂称，培训的主题是心灵成长，为了打造铁军团，让员
工们激发最巅峰的状态，是他们自愿的。

近年来，某些“极端”团建活动经常出现在公众视野里。
例如，今年 5月，杭州某快递公司组织 56名员工开展团建越
野活动，要员工上交手机，只携带背包、登山杖及一张登山路
线图，事后造成18人被困深山，其中6人失联。

团建培训，即通过激励措施或活动设计等方式达到
“建设团队”的目的，尽管团建已成为不少公司进行业余拓
展的主要手段，但团建内容仍然以游戏、野外训练及唱歌
吃饭为主。

调查发现，部分公司的团建成为一些领导的个人秀，还
有部分公司的团建活动上出现了挑战员工承受底线的项目。

正因为如此，不少受访者认为，一些团建培训似乎并没
有发挥该有的作用，对公司团建持否定态度。有网友表示，
这种团建活动“不把员工当人”“员工毫无尊严可言”。

但也有人认为，团建可以缓解平时工作的压力，也可以
借此机会增强与同事之间的关系。

团建内容单纯简单
自愿参加更受欢迎

供职于某教育机构的钱先生就很喜欢团建活动。“我们
的团建活动特别简单，领导讲几句话之后，大家一起吃吃喝
喝，聊聊天。而且想去就去，感觉更像是公费组织聚餐。每

次听说要组织团建，我都会很期待。”钱先生说。
在某自媒体工作的褚女士对团建活动也持积极态度。

据褚女士介绍，其所在公司每年仅举行一次团建，形式为外
出旅游。

“第一次我也很抗拒团建，但刚进公司，不好意思请假，
只能硬着头皮去了。去了以后发现，我们公司的团建就是
单纯旅游，完全没有像网上说的那么恐怖，反而借着团建
的机会实现了每年出游的计划，而且几天行程后，与同事
之间的关系也变得熟络了很多。”褚女士说，公司每年团
建选择的出游目的地由员工投票选出，因此大多数员工都比
较满意。

奇招异术屡遭吐槽
不满挤占个人时间

尽管部分员工对团建持积极态度，但仍有很多员工表示
不喜欢甚至抗拒团建，这其中大多是出于对团建挤占个人时
间的不满以及团建活动内容所带来的不适，也有少部分员工
是出于个人性格较为内向的原因，对团建活动避之不及。

在某互联网公司实习的李女士无法拒绝参加团建活动，
即使她只是一名实习生。“在互联网公司工作压力比较大，就
算是实习生，每天也要到晚上 8点多才能下班，回到宿舍已
经很累了，好不容易有个休息日却还要出去团建。每天和公
司的同事在一起，感觉个人时间被侵占了。”

除个人时间被侵占外，团建内容也是让李女士不满意的

原因之一。
“我们下周的团建活动是去打羽毛球，我从小就很不喜

欢运动，结果现在下了班还要去运动，一想到下周要去打球，
整个人都觉得很累。”李女士说。

而令李女士无法理解的是，团建的各种由头——比如季
度完成目标团建一次、新员工入职团建一次、有员工结婚团
建一次等。

影响年终评优晋升
员工不敢缺席团建

既然不喜欢公司团建活动，那么很多职工为何还要继续
参加团建呢？

虽然性格内向但仍选择团建且逢场必到的王先生，说
出了大部分员工的心声：“如果不去，不仅会被扣上‘没有团
队荣誉感’的帽子，不知道同事会如何评价你，还会影响年
终评优晋升。”

某大型装饰设计公司总经理张先生也坦言：“虽然团建
培训的目的是为了提升团队凝聚力，明着说是鼓励员工参
加，原则上不得请假，不来也没有处罚，不过会当作其晋升
的一个考评因素。公司出了团建费组织员工一起活动，就
可以看作是另外一种形式的工作，理所当然会安排会议、培
训和表彰。”

调查发现，有这种想法的企业负责人不在少数。
（赵丽 孙一菲）

挤占个人时间、影响评优晋升？

团建为何出力不讨好

本报讯（周博伦 杨朝阳）11
月1日18时，经过82天的连续紧
张奋战，西安火车站改扩建控制
性工程——西安太华路跨陇海
铁路立交桥主体及桥面系工程
全部完成，比计划工期提前 50
天竣工。

据了解，太华路立交桥建于
1992年，桥长 22米、宽 34米，位
于西安火车站东咽喉区，跨陇海
铁路上下行正线。太华路立交
桥改扩建项目是西安火车站改
扩建工程的重要环节，是南北站
场改建的控制性工程。按照规
划，该桥改扩建后为两跨三幅，
桥长 65米，宽 63米，箱梁 44片。
因旧桥拆除、新桥建设均在陇海
铁路营业线或邻近营业线施工，
施工难度大、安全风险高。

为确保太华路立交桥改扩
建项目圆满完成，中国铁路西安
局集团有限公司积极与西安市
政府研究对接，将原计划的半
幅封闭式施工调整为全封闭施
工，工期由 24 个月压缩至 4 个
月。对制梁、运梁、支座焊接、
吊装、场内通道、架桥机轨道转
移等多个环节安排专人负责，
24小时不间断作业，突破施工难
度和工期极限。

据悉，西安站改工程完成
后，西安火车站既有站场规模将
由 6 台 11 线扩建为 9 台 18 线。
同时，地铁 4号线、7号线将直接
引入火车站内，实现了地铁与火
车的“零换乘”，对进一步方便市
民出行、缓解十四运会期间的交
通运输压力具有重要意义。

地铁与火车将实现“零换乘”

西安太华路立交桥改扩建项目
提前50天竣工

“光盘了，为您点赞！”10月29日，咸阳市
烟草专卖局（公司）机关第五党支部党员志愿
者竖起大拇指为践行光盘行动的同事点赞。

连日来，该局多渠道加强宣传教育和餐饮管
理，引导干部职工从身边做起、从点滴做起，厉
行节约，杜绝浪费。 魏锋 摄

最近，大葱价格涨幅较
大，引起消费者的广泛关注。

“大葱看起来不起眼，却
是重要的调味蔬菜。这次大

葱价格上涨快，在个别区域零售市场上，葱价短短几天内
能翻番。”农业农村部蔬菜市场分析预警团队首席分析师
孔繁涛说。

从全国 28个批发市场月度平均批发价格来看，8月份，
大葱价格为 3.18元/公斤，价格波动相对平稳。9月份，大葱
价格为3.66元/公斤，环比上涨15.1%，同比上涨21.2%。10月
份，大葱价格为 3.99 元/公斤，环比上涨 9.0%，同比上涨
51.1%，创近12年同期价格新高。

近期葱价为何加速上涨？孔繁涛认为主要原因有三点：
一是今年大葱种植面积缩减，市场供应偏紧。一般来

说，蔬菜当季种植面积往往由上季价格决定。上季某一品种
的价格高，当季种植面积就会增加，价格就会下跌。反之，当
季种植面积就会减少，价格则会随之上涨。

二是今年雨水普遍增多，抑制了大葱单产水平。大葱具
有耐旱不耐涝的生物学特征，雨水较多时，容易造成沤根、烂
根，从而降低大葱单产水平。

三是今年菜价普遍偏高，带动了大葱价格上扬。今年 2
月份，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蔬菜播种、育苗及定植受到一
定影响，东北冷凉区蔬菜种植面积总体同比减少，导致蔬
菜价格创近 10 年最高纪录。1 月份至 10 月份，28 种主要

蔬菜平均价格为 4.66元/公斤，总体上一直高位运行，带动
大葱价格上涨。

大葱价格走高是否会推动整个CPI走势？民生银行首
席研究员温彬表示，前几年也出现过一些农产品价格轮番上
涨的情况，比如“蒜你狠”“姜你军”“糖高宗”等等，但是它们
在整个食品结构中影响力不大，不会对整个CPI造成明显的
通胀压力。

他表示，9月份CPI 已进一步回落至 1.7%，当前整个通
胀水平处于一个温和可控的范围。随着生猪产能逐步恢复，
翘尾影响逐渐减弱，猪肉价格还会进一步回落，并带动整个
食品价格及CPI的回落。

（黄俊毅）

大葱价格上涨快 供求失衡是主因

本报讯（郭青）近日，
中国国家博物馆联合陕西
省考古研究院等，对宝鸡
一处祭祀遗址进行了考古
发掘，发现祭祀坑内埋藏
大量马、牛、羊等，数量惊
人。考古人员根据遗址地
望（地理位置）、发现的祭
祀坑，初步确定这处遗址
是秦宣公修筑的密畤，用
于祭祀青帝。

据项目负责人、中国
国家博物馆副研究馆员游
富祥介绍，祭祀遗址位于
宝鸡市高新区磻溪镇下站

村，地处秦岭北麓渭河南
岸台塬上，总面积约 23万
平方米。在能见度良好的
情况下，三个遗址与秦都
雍城都可互见。

据史书记载，密畤大
体上位于原秦国都城雍
城，即今凤翔县以南的渭
河南岸台地。截至目前，
考古人员已经在23万平方
米的遗址区域内，勘探发
现 1400多座祭祀坑，并对
其中的 50 余座进行了发
掘，可窥见秦汉时期国家
祭天典礼的盛大。

宝鸡发现秦宣公祭祀青帝的密畤

本报讯（记者 赵院刚）
10月 30日，记者从省政府
新闻办公室举办的“决战
脱贫攻坚”系列新闻发布
会上获悉，今年 1-9月，全
省共查处扶贫领域腐败和
作风问题 3293 件，处理
4804人，给予党纪政务处
分 2510 人，移送司法 38
人；查处扶贫领域形式主
义、官僚主义问题1481件，
处理 2151人，给予党纪政
务处分994人；全省通报典
型案例 411 批 1181 起，其
中省纪委监委机关通报 6
批35起。

据介绍，陕西纪检监

察机关紧盯脱贫攻坚的关
键岗位、重点人员，严肃查
处产业项目分配审批、资
金拨付使用、项目招投标
等方面违规操作、滥用职
权、以权谋私等问题；严肃
查处向农村低保、危房改
造、易地搬迁、产业扶贫、
惠农资金伸黑手等问题，
不断深化专项治理，切实
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

据悉，十三届省委至
今开展了 9 轮巡视，省纪
委今年先后 5次专题研究
扶贫领域监督执纪问责工
作，认真落实“五级书记抓
脱贫”要求。

前9月全省查处扶贫贪腐问题3293件

本报讯（陈思存）日
前，西安市发展和改革委
员会发布消息，西安市商
品住房价格调控工作由
西安市住房和城乡建设
局负责。

西安市发展和改革委
员会近日发布消息称，依
据国家、省、市房地产市场
调控“一城一策”政策要求
及房价调控职责，经西安
市政府同意，即日起，商品
住房价格调控工作由西安
市住建局负责。

为便于企业进行申
报，通告中提到工作交接

有关事项，包括：1.原发改
委商品住房价格申报信息
管理系统企业申报通道即
日起关闭，商品住房价格
申报受理请向西安市住建
局市场处具体咨询办理
（办公地点：西安市雁塔区
雁塔南路 300-9 号 A 座，
联系方式：029-87617730)。
2.此前已受理的项目申报
件，由西安市发改委整体
按项目移交至西安市住建
局，企业不再另行申报。3.
西安市发改委已公示的商
品住房项目价格信息保留
至2020年12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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