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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义勇为的“城市摆渡人”

2023年1月13日/星期五/要闻编辑部主编
责编 袁婧 / 美编 张江 / 校对 桂晴 A6

广州巴士集团广205线公交车驾驶员张志德：

十六载“城市摆渡人”
守护出行更守护出行更守护生命守护生命
广205线公交车，从广州荔湾区康王路（上下九）总

站到佛山南海区白沙(中海金沙湾)总站，共25站，开一趟
一般要1个多钟头。驾驶员张志德在这条线路上“摆渡”
已有十余年，205路公交车就像是他的老朋友，见证了他
许多难忘的经历：2016年5月，他将一名在路边拦车的
孕妇紧急送院；2017年3月，他协助抓获了一名小偷；
2020年6月，他在内环路上抢救一名晕倒在方向盘上的
司机；2021年，他在珠江大桥“一抱救回两条生命”……

今年是张志德进入公交行业的第16年。16年来，
他坚守初心，为市民开好每一趟车；见义勇为，向社会
传递爱与温暖。对于获评广东省五一劳动奖章，他说：
“这个奖不只是我个人的荣誉，也是每一位公交人的荣
誉。我会继续开好每一趟车，为市民出行保驾护航。”

2007年，张志德进入广州巴士集团
有限公司，成为一名公交车长。此前，他
做了很多年的货车司机。“货车司机和公
交车司机差别很大。开货车更自我一
些，但公交车司机要多关注他人。我喜
欢当公交司机，这个职业带给我很多改
变和感悟。”

大多时候，张志德是紧握方向盘、认
真开车的“城市摆渡人”，而见义勇为、
扶危济困则是他公交车长职业生涯中另
一个特殊的剪影。

2021 年 10 月 21 日下午，张志德驾
驶 205 路公交车途经珠江大桥时，看到

一名女子牵着一个孩子走在桥边。“桥上
是没有人行道的，我觉得有点奇怪，就放
慢了车速往他们靠拢，想看看他们要做
什么。”正当张志德准备停车询问时，女
子突然抱起孩子欲翻过大桥护栏跳桥轻
生。张志德紧急停车，立刻冲出车门，在
女子跨过护栏那一瞬间将他们两人抱
住，拼尽全力拉回了两个宝贵的生命。
从紧急停车、解下安全带到打开车门、冲
出去飞扑救人，这一串动作，张志德仅用
了10秒。“当时就想着救人要紧，是本能
的一个行为。事后想起还是挺后怕的，
如果当时没站稳，可能我们三个人就一

起掉下去了。”
张志德的这次善举得到很多人的

点赞和关注，最让他欣慰的是自己儿
子的反应。“我没和家人说这件事，后
来，儿子通过抖音知道后，还向我求证
是不是我。他为我感到骄傲，也以我
为榜样。我觉得这也是一种潜移默化
的教育。”

张志德的善举不止于此，多年来，他
做了不少见义勇为、助人为乐的好事。

“我觉得这和职业没关系，这是一种向善
的本能，只要我遇见，我都会救都会
帮。”张志德说。

文/羊城晚报记者 柳卓楠 侯梦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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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钻研、爱学习的公交车长

检查车辆情况、观察胎纹检查轮胎
气压、试踩刹车、提前看看雨刮、转弯
灯、雾灯是否正常……205路公交车，张
志德开了有十余年了，每一次开车前，他
都会一如既往地对这个“老朋友”进行

“体检”，以保障行车安全。这些年他上
晚班居多，时间长的时候要从下午 2时
30分开到晚上12时，多年的经验让他对
这条路上的情况了如指掌。

“最常塞车的就是泌冲那个路段了，
因为那里有几个货运场，有时候塞一两
个小时；最危险的就是教育路口、白沙

村，那里人口密集，经常有人骑电动车买
菜；荔湾路口公交站岔路多，要放慢车速
留意四周情况……”聊起路线上的情况，
张志德侃侃而谈。

他的细心和认真还表现在对乘客的
关心上。每次乘客上车，张志德都会仔
细观察，如果有老人、孕妇、小孩，他会
主动让乘客帮忙让座。“如果遇到盲人，
我会主动询问他们去哪儿。有时候遇到
患老年痴呆症的老人乘车，有的将住址
电话写在拐棍上，我也救助过几次……”
因此，他和许多乘客成了老朋友，大家上

车后都会热情地喊他一声“德叔”。
在同事眼中，张志德是一个爱钻研、

爱学习的老司机。不同路况如何踩刹车
才能稳、上桥下桥怎样控制车速、怎样开
车节能降耗……从业多年，他总结了很
多安全驾驶的技巧，常常与同事交流学
习。如今公司每月都会组织两次学习培
训课，张志德几乎从不落下。“公交司机
常常要处理很多突发情况，不是会开车
就可以，要具备很多技能。所以我要不
断学习和提高，才能在未来开好每一趟
车，为市民出行保驾护航。”张志德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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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城晚报讯 记者孙唯报道：
1 月 12 日，广东省教育考试院公
布了 2023 年省统一命题地市的
初中学业水平语文、数学、英语、
道德与法治、历史、地理、物理、
化学和生物学等科目考试时间安
排。

本次考试将于6月 26日-28
日进行，包括语文、数学、道德与法

治、物理、英语、化学、历史、地理
（初二）、生物学（初二）等科目。初
中学业水平体育与健康、音乐、美
术、信息技术等科目及物理、化学、
生物实验操作统一考试的具体时
间，由各地市根据本地实际情况确
定。非省统一命题地市初中学业
水平相应科目的考试时间，由相关
市自行确定。

广东今年中考时间确定
6月26日-28日考试

羊城晚报讯 记者王丹阳，通讯员
常大、张庆云摄影报道：1 月 12 日下
午，中山西环高速公路有限公司发布消
息，中山西环高速（含小榄支线）将于1
月15日10时28分正式通车（见右图）。

中山西环主线起于广中江高速永
宁互通，终点与坦洲镇域内的香海大桥
相接，全长约58公里；小榄支线起于中
山西环小榄枢纽互通，终点与广珠西线
中山西区出入口顺接，全长约14公里。

中山西环主线和支线均为双向六
车道，限速 120 公里/小时。全线设有
小榄南、龙昌、泰昌、永宁、古镇东、古
镇南、横栏西、大涌、板芙西、神湾、神
湾南、新合等 12个收费站，其中龙昌、
永宁、神湾南、新合四个站场暂不开
通。全线设板芙服务区（北行）、横栏服
务区（南行），设有小榄北停车区（双
向），服务区和停车区的加油站、充电桩
等设施将同步投入使用。

中山西环通车后，中山西部地区通
往大湾区各城市中心将更加便捷，30
分钟可达珠海金湾机场及澳门，1小时
可到达大湾区各城市中心。

羊城晚报讯 记者李志文、
通讯员机场宣报道：自1月 7日
春运大幕拉开以来，白云机场
客流增长显著。头 5 天（1 月 7
日-11 日）共接送旅客 54.3482
万人次，日平均 10.8696 万人
次，与 2022 年春运同比增长
20.63%。其中，国际出入境旅
客 2.3307 万 人 次 ，日 平 均
0.4661 万人次，与 2022 年春运
同比增长 295.97%，1 月 8 日创

下近期新高，单日接送国际旅
客5341人，同比增长562.66%。

据了解，今年春运白云机场
客流主要以探亲流、商务流为
主，春节前预计旅游、探亲客流
还会有一定比例的增加。此外，
随着年前企业之间的业务往来
加密，将催生部分商务客源。根
据预测，白云机场近日客流将持
续高位运行，预计节前高峰将持
续至1月21日（除夕）。

春运前5天，白云机场共接送旅客逾54万人次

预计节前高峰将持续至除夕

羊城晚报讯 记者刘欣宇、
通讯员粤疾控报道：春运已启
程。返乡过程中需要做好哪些
防护措施？广东省疾病预防控
制中心提醒，在乘车过程中，
还未“阳”的人尤其要注意做
好“口”和“手”的防护，以防被
感染。

广东疾控提醒，所有返乡

出行人员应在乘车出发前、乘
车过程中、抵达目的地后注意
以下这些关键防护要点：

乘车出发前，一要进行体
温测量和自我健康监测，感染
未康复者应暂缓出行；二要准
备防护物资，长途乘车可以准
备几个备用口罩，以便及时更
换，尽量选择医用防护口罩

（俗称 N95 口罩），随身携带消
毒湿巾或棉片，以便清洁双
手；三是尽量携带个人水杯，
出门前装满水，在人员密集场
所避免饮水；四是应提前规划
好行程时间，查询好检票时间
和检票口，避免在候车区长时
间停留。

乘车时，尤其要注意全程

规范佩戴口罩，如佩戴时不要
随意触摸口罩内侧和表面，如
遇口罩变形、破损、潮湿、有异
味、被明显污染时，口罩的防护
性能将会降低，需及时更换，更
换口罩时应选择车外空旷通风
的环境；要减少摘除口罩饮水、
进食的次数，或与他人错开摘
除口罩饮水、进食的时间；上下

车时尽可能与他人保持安全距
离，不随意走动到其他车厢，减
少人员接触和交谈。

抵达目的地后，要及时更
换衣服、洗手，用75%酒精湿巾
擦拭行李箱、手机等物品。如
出现身体不适等症状，不要前
往人流量大的公共场所，应观
察身体状态，视情况就医。

身上背一个行囊、胳膊挽
一个挎包、脖子再挂一个小袋，
手上还拿了一个大水壶，虽然
行李已经满满当当，但来自河
南濮阳的建筑木工张电权仍执
意再拿上两个大药袋。他说，
这是药，更是乡亲们的“健康”，
一定要把它们带回村里。

12 日，“平安春运 带药回
村”公益行动在广州南站启动，
该活动准备了超 40 万片（瓶）布
洛芬、阿咖酚散、板蓝根、馥感啉
口服液等缓解新冠病毒感染症
状的急需药品，拟通过春节回乡
旅客带回广大农村卫生室，从而
助力广大农村地区应对疫情防
控新挑战。简单来说就是，活动
工作人员在广州南站等交通枢
纽的回乡旅客中寻找“公益带药
人”，委托其春节回乡时带药回
村，转赠给村卫生室，由村医接
收并使用捐赠药品。

张电权就是上述活动的其
中一位参加者。碰巧在仪式现
场附近候车的张电权听完活动
介绍后，马上找到了工作人员，

表示愿意成为“公益带药人”。
张电权老家在河南省濮阳

市清丰县纸房乡五里屯村，人口
规模庞大，达 1800 多人。“真是
有钱也买不到。”据他介绍，前段
时间村里“阳了”一大片，但大多
数乡亲都买不到相关药品。

“听家里人说了村里的情
况后，我心里很着急，但我自己
也没啥渠道买药。今天等车看
到这个活动后，我特别激动，想
着一定要参加，为乡亲们做点
贡献。”张电权笑着说。

记者了解到，该活动规定，
旅客在领取药品之前，还需要
与村医进行沟通验证。

“这真是太好了！”当得知
张电权将携带两大包免费药品
回去时，电话那头的村医汤绍
伦显得特别兴奋。

据汤绍伦介绍，村里老年
人多，其中很多人“阳了”之后
造成的咳嗽、咳喘等症状一直
好不了，相关药品的需求量非
常大。当地政府和村书记也曾
通过各种渠道为村民买药，此

前刚刚发放一批，不过目前仍
存在缺口。“谢谢你们给我们免
费送药，真是‘及时雨’，太感谢
了！”汤绍伦在电话里对活动工
作人员反复道谢。

“药包里面有很多我们的中
成药，分别对应不同的症状……
没有症状不要随便吃药。”听完
现场专业医生的嘱咐，张电权从
工作人员手中接过了两个沉甸
甸的药袋，满心欢喜地回到候车
座位，静静等待着列车开行。

据了解，由于路途遥远，张
电权回家一趟其实很不容易：住
在广州黄埔区的他，转了 5 条地
铁线才到广州南站；在高铁上，
还要花 8 个多小时才到站；出了
高铁站，又要打车才能回家。

记者看到，张电权本身也带
了很多行李，再拿上两大包药
后，张电权看起来有点“不堪重
负”。但张电权毫不在意，他
信誓旦旦保证：“哪怕是我部
分行李不要了，也要将这
批 药 完 完 整 整 地 带 回
给村民！”

羊城晚报讯 记者梁怿韬报
道：1月 12日，记者从广东省气
象部门获悉，为方便春运旅客
知悉目的地天气以便及时添衣
保暖，广东省气象部门已基于

“缤纷微天气”微信小程序，增
设“春运天气”小程序。旅客通
过“春运天气”小程序，可获得
出行目的地天气服务。

记者当日使用“缤纷微天
气”微信小程序时发现，增设的

“春运天气”小程序位于“常用服
务”栏目中。用户打开“春运天
气”小程序页面，输入行程信息，
就会显示旅客目的地与出发地
的天气差异，并根据旅客性别给
出目的地穿衣指引，同时还显示
目的地未来一周的天气预报。

广东气象部门推出“春运天气”小程序

旅客输入行程信息
可获目的地穿衣指引

羊城晚报讯 记者梁怿韬报
道：随着寒潮天气对我国影响的
加深，中央气象台在 1月 12日傍
晚将寒潮预警由蓝色升级为黄
色。广东省气象部门 12 日预
计，强冷空气将在 14 日夜间起
影响广东，预计广东气温将持续
下降，但持续多日的雾天或有机
会解除。

广东省气象台预计，强冷空
气影响前，目前影响广东的雨雾
天气将持续至 14日白天。14日
夜间起，强冷空气将自北向南影

响广东，15 日凌晨前后影响广
州。14日夜间至16日，广东大部
有小雨，粤北高寒山区将有冰
（霜）冻，广东各地在强冷空气影
响过程中，日平均气温将下降
8℃—12℃。16 日早晨，粤北日
最低气温介于-1℃—2℃，高寒
山区介于-3℃—-1℃。

广州市气象台预计，广州市
区阴雨雾缓慢升温的天气，将维
持到15日。受强冷空气影响，16
日至19日，广州市区日最低气温
在6℃—7℃之间徘徊。

强冷空气明晚将来袭
广东气温或持续下降

羊城晚报讯 驻京记者刘克洪
报道：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
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加强新时代
水土保持工作的意见》（以下简称

《意见》），提出到2025年全国水土
保持率达到73%，到2035年达到
75%。这些具体目标将如何达到？
在12日国新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
上，水利部有关负责人进行了解答。

数据显示，到 2021 年年底，
全国水土保持率为 72%，但各地
具体情况不同。如浙江、福建水
土保持率达到 90%以上，而西部
的内蒙古、新疆等地水土保持率
不到60%。

“经过分析，过去十年我国
水土保持率年均提高约 0.29 个

百分点，但近三年年均才提高
0.2 个百分点。这说明我们剩余
的这部分水土流失面积都是难
啃的‘硬骨头’，治理难度越来越
大，提升水土保持率的难度也越
来越大。”水利部总规划师吴文
庆说，意见提出的目标积极有
为，但也需要付出艰苦努力、攻
坚克难才能实现。

吴文庆表示，要强化预防保
护与监管，大力实施小流域综合
治理等重点工程，着力打好“减
量、降级、控增”组合拳。要把林
草地水土流失作为“减量”的重
点，把坡耕地和侵蚀沟作为“降
级”的重点，把人为扰动作为“控
增”的重点。

全国水土保持率目标
如何实现？

水利部：着力打好“减量、降级、控增”组合拳

羊城晚报讯 记者王丹阳，通讯员
粤交集宣、岳路建报道：1 月 12 日，伶
仃洋上，国家重大工程深中通道的海
上建设现场，长 11.2 米，宽 49.7 米，重
达 225.8 吨，约相当于 150 辆小汽车重
量的钢箱梁被提升至目前世界通航净
空最高的海中大桥——伶仃洋大桥
东、西主塔中间，由吊索稳稳固定于云
端之上。这段从海面到桥面的垂直距
离约为 91 米，相当于 30 层楼高。至
此，伶仃洋大桥首片钢箱梁完成吊装，
大桥进入上部结构钢箱梁吊装施工新

阶段，建设取得突破性进展。
深中通道全长约 24公里，集“桥、

岛、隧、水下互通”于一体，其中伶仃洋
大桥为主跨1666米的全漂浮三跨吊悬
索桥，主塔高 270 米，共有 213 个钢箱
梁节段，是目前世界通航净空最高的
海中大桥。

“位处珠江口开阔水域、强台风频
发区，面临着深水、强风、巨浪、急流等
复杂环境，需要攻克超高桥面抗风的
世界性难题。”深中通道管理中心桥梁
工程部部长姚志安介绍，建设团队经

过3年多的平行研究，在世界上首次将
超大跨整体钢箱梁悬索桥颤振临界风
速提高至88米/秒，为跨海工程建设提
供技术储备，显著提升了我国特大型
桥梁建设技术水平。

目前，深中通道建设正有序推
进。海底隧道已完成31个沉管管节安
装，正进行最后一个管节（含最终接
头）的预制；东、西人工岛正稳步推进
建设；中山大桥正开展路面及附属设
施施工；伶仃洋大桥正开展钢箱梁吊
装施工。

深中通道伶仃洋大桥
首片钢箱梁完成吊装 云端架长虹

深中通道伶仃洋大桥首片钢箱梁吊装深中通道伶仃洋大桥首片钢箱梁吊装 通讯员通讯员 张政张政 刘春月刘春月 苏振飞苏振飞 摄摄

河南老乡张电权今年回家有了新任务——

做“公益带药人”
带着“健康”回村羊城晚报记者 李志文

春运返乡出行人员应如何做好防护措施？广东疾控提醒：

感染未康复者应暂缓出行
未“阳”者要做好手口防护

中山西环后日将通车
届时，中山西部地区到珠海金湾机场、澳门仅需30分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