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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士三公司里的公交女“医生”
腌 笃鲜
■ 本报记者 沈轶伦
接到公交车的紧急报修情况是这样的：
不管白天夜里还是天寒地冻，都要带上工具
立刻出发。
孙咏琦不会忘记， 有一次出发是在冬天
的夜晚，她赶到出故障的公交大巴前，看见乘
客一个个站在车下，被冷风吹得瑟瑟发抖。她
连忙打开引擎盖， 将可能会出问题的部位一
个个排查过去。看到油管时，她干脆趴到冻僵
的油管前，用手把一节节油管拆下来。然后整
张脸凑过去，用嘴巴含住油管，把油从受损的
部位吸出来，判断到底哪里出问题……
问题找到了。原来是天气冷，油箱第一
节铜管裂开。等车辆重新发动的一瞬，大家
都不约而同长出一口气。乘客们一个个连声
称赞：“没想到你们的修车师傅是个能干的
女同志。”而此时，孙咏琦已经忙出一身汗。
她记得，等回到巴士三公司的修理车间值班
室，才发现因为天气太冷，水管都被冻坏。那
晚她满手油污，甚至没办法洗一洗。
“但这就是我们最平常不过的工作，”
担任巴士三公司修理车间曹杨电工组长的
高级电工孙咏琦说，“我们就是负责修好汽
车的。紧急情况下，用嘴吸油也没什么。就像
遇到突发急病的人，医生也要嘴对嘴人工呼
吸的。”况且，一代代传下来，在巴士三公司，
—没吃过汽油的
老师傅们都是这么说的——
人，车子修不好。

厚德大楼，
曾有所“最高”小学

大家刚刚熟悉这辆车，新的挑战又来了——
—厂里又来了更新的车。以前的集电板只有小
小一块，新车的电子化程度更高，集电器更复杂，电线更新型纤细。这倒逼着师傅们，尤其是老
师傅们必须要更新知识储备，必须迅速更新换代。
这是巴士三公司的公交车修理员面临的挑战，也是整个上海经历的变化故事。

路务组的职工正在制作公交站牌

老汽车三场车间

■ 任炽越

图片由巴士三公司提供

掌管西北片区的“三场”
巴士三公司所在地，前身是公共汽车三
场，掌管着整个上海西北片区的公交线路。
20 世纪 50 年代， 市政府开始建设为工
人提供住宅的曹杨新村。1952 年 6 月， 新辟
的自西康路大自鸣钟到真如火车站的 56 路
等公交线路开进曹杨新村。随着曹杨新村和
周边居住人口的不断扩大，普陀地区急需填
补文化生活、医疗和交通空白。1956 年 7 月，
上海市公用局成立筹建公共汽车三场调研
小组。翌年 10 月，公共汽车三场征地工作开
始。 按照要求， 共征地 43201 平方米。1958
年，筹委会与上海市建三公司签订三场办公
室和保养车间、值班宿舍、食堂建造等合同。
随着房屋兴建到位，45、54、62、63、94 路
汽车进入三场。67、69、71、72 路也进入三场。
1958 年 7 月 1 日， 汽车三场正式建成。1958
年 7 月 2 日，《解放日报》上登载了这样一条
消息：规模仅次于公共汽车一场、约可容纳
270 辆公共汽车的第三汽车场， 已经在曹杨
路建立起来，正式投入运转。这个设备先进
的汽车场， 将专门停放解放牌公共汽车。到
1965 年，场内已保管车辆 337 辆，全体职工
334 人，生产车间涵盖机、铜、电、木、缝、铁、
漆、车、钳、焊、胎、场务司机、普工等。
当时，能成为汽车公司的职员，是一件
令人骄傲的事。 根据报纸的记载，1959 年 5
月 12 日， 汽车三场举办了庆祝 143 万安全
公里、打破本市公共交通史上最高纪录的大
会，有 1500 多名职工参加大会。
1988 年，孙咏琦才 19 岁，就能进入这么
一个大厂， 成为极少的女性汽车修理师傅，
孙咏琦倍感光荣。当时，穿一身工人制服上
下班，能免费坐公交车，是一件令人羡慕的
事。在修理车间里，和同事们一起值班、轮岗、

修车、吃饭，在这样的朝夕相处中，爱情也不期而
至。 和孙咏琦在同一所职校读书的一位男生，当
时也被分配到三汽，做机工。他游泳运动员出身，
身材高大魁梧，为人豪爽热情，看到女同事提不
动电瓶，常常慷慨出手相助。1991 年，孙咏琦和
这位昔日的男同学、 如今的男同事喜结连理。她
的弟弟也被分配到交通系统做驾驶员。他们成了
一个“公交之家”。

爱闻汽油味的女生
一辆车里几百根电线，光是图纸就一大堆，
足够叫人头晕。 可孙咏琦一下子迷上了这个领
域。母亲倒是为女儿有一丝担忧：都说汽车的汽
油味道不好闻，有人闻多了还会头晕呕吐，女儿
会不会受不了？ 但孙咏琦回家， 爽气地一甩辫
子，高高兴兴地告诉母亲：汽油的味道好闻!
最初学汽车维修，是因为长辈觉得女孩子
适合做份稳定的工作。但真的从事了汽车维修
行当，没人会因为你是女性而让着你。修理车
间的工人，要负责对公交汽车进行小修、保养、
道路救援等。保养每三月、六月、一年一次。一
级保养又分 30、60、120 天一次。此外，要根据
驾驶员的报修，24 小时对车辆进行小修。
夏季，公交车故障高发，全厂 200 多名技
术工人不吃饭不睡觉，也修不过来。柴油的味
道，会直直往人身上钻。往往回到家里，修理师
傅们的头发、毛衣，甚至内衣上都是柴油味道，
挥之不去。冬天，则是寒风凛冽。修车车间四面
透风，为了修理时行动自如，修车师傅们仅穿
一件毛背心就外出修理。 沿着地沟钻到车底，
仰头一看， 十几米长的公交车车底的电线如
“内脏”，真像肠子一样盘根错节，复杂如迷宫。
人蹲在地沟里，不能站直，始终处于扎马步的

半蹲姿势，久而久之，手痛脖子酸，十分辛苦。
照理说，修车的工人不上路，不会知道车
辆在路上行驶的情况，更看不到探头，不了解
驾驶员操作中的手势。 但是孙咏琦很用心。根
据车辆受损报修的情况，孙咏琦可以根据经验，
从报修的内容推测出驾驶员在驾驶时的行为习
惯。如一些车辆，报修问题是马达电线短路，可
以看出驾驶员驾驶过程中不回钥匙， 导致马达
抵住飞轮，马达就容易烧掉。再比如，有的驾驶
员喜欢用手一直拨弄方向灯开关， 或者用车灯
闪前车，这样，大灯组合开关就容易坏掉。碰到
这种情况，孙咏琦会在修好车子后，悄悄提醒
相关操作员注意，减少不必要的损耗。

车辆和知识，都要升级换代
从 20 世纪 80 年代至今， 外面的乘客日常
坐车，感受着公交从极为拥挤到宽敞舒适。场里
面的工作人员，则见证着申城车辆的更新换代。
刚刚进巴士三公司时，孙咏琦修的是老式
车，如铰链式公交车（661/640 车型），即上海人
俗称“巨龙车”的大型公交车。那时候，车辆内
部电线密布，转盘里全是线索，发动机前置，掀
开车前板来，一股热浪扑面而来，修车师傅们
最常受到的工伤是烫伤。另外，对女师傅来说，
电瓶沉重，有 52 公斤，两个电瓶巨大，需要两
个人合抱才能挪动起来， 或者边修边托住，真
是累死人。有时一不小心砸下来，工人还要被
砸伤。所以，当时修车，力气大最重要。
渐渐，孙咏琦发现，修理师傅光是力气大、
能吃苦没用，还要会动脑子。
2005 年开始，公交公司开始有高等级新型
车辆。 第一代申沃车开始出现在 01 路、112 路
和其他星级线路上。随着这些车辆上路，孙咏

我们的心在一起
接下去的日子并不好过。“每天、每
时， 我都在关注着他俩的身体情况，要
求他们一天报告五次以上的体温测试
结果。而两人的体温报告在当时既是我
们医疗队上最重要的报告，也是我国驻
几内亚大使馆向北京方面报告的重要
情报，它牵动着祖国人民对我们身处非
洲大陆的数十支医疗队的关注与关心。
我们真不敢有一丝马虎和闪失。” 孔晴
宇说， 在曹广和吴素萍被隔离的日子
里，一日三餐，他和刘小丽几乎天天都
是亲自给隔离者送餐。“一是让他们放
下紧张情绪，二是监督他们按要求保养
身体、蓄存体力，这从医学角度讲非常
重要。没有强健的身体，不可能抵御像
‘埃博拉’ 病毒这类高强度病 毒 的 侵
袭。”孔晴宇小心翼翼地观察、分析自己
战友的每一个细微的变化，哪怕是说话
的语气和腔调，更不用说直接决定是否
确诊“埃博拉”病毒感染的体温了。
“那些日子，几内亚在熬煎，我们所
在的医院在熬煎，我们两位被隔离的队
友在熬煎，我们医疗队的全体队员也跟
着在熬煎。”孔晴宇说。
这是与死神较量的煎熬，这是意志
和情感的熬煎，非亲历者无法体验也无
法想象。
2014年 3 月 31 日， 隔离的曹广大
夫感觉依然不错，日记中这样说：“大小
便也都正常。希望没事吧。”但外面的情
况则越来越不妙。疫情暴发以来，几内
亚总统第一次在国家电视台 （RTG）晚
上 8 点 30 分的 《新闻节目》 中发表讲
话，对死难者表示哀悼，也对多个国际
组织和国家给予几内亚的帮助表示了

琦也面临全新挑战。 第一次接触新型车时，仪
表盘就给孙咏琦来了个下马威。一次，一辆新
型车的门泵指示灯一直亮着。驾驶员来报修时
指出，门能正常开关，就是仪表盘上的指示灯
一直亮着。 由于自己也是第一次接触新车，没
有图标也没有任何说明书，只能硬着头皮去摸
索，一条线路一条线路排查过来。当时，脑子一
片空白，完全不知道到底哪里出问题。等到全部
线路排查一遍，最后孙咏琦发现，是门泵的限位
开关的问题。从此之后，孙咏琦就自己用万用表
和校灯逐一摸索，然后画了一张图纸，将配电板
上的一个个要点记录下来， 再把自己摸索到的
经验告诉同事。这张自制的图纸被使用多次，最
后几乎被修理车间的人翻烂。
然而，大家刚刚熟悉这辆车，又来了新的
—厂里又来了更新的车。以前的集电板
挑战——
只有小小一块，新车的电子化程度更高，集电
器更复杂，电线更新型纤细。这倒逼着师傅们，
尤其是老师傅们必须要更新知识储备，必须迅
速更新换代。如果说以前修车是力气活，那现在
修车真是脑力活。现在，巴士三公司，光公交汽
车就有好几种。有柴油车（电脑控制发动机）、进
口柴油车（沃尔沃进口车，全部电脑模块控制）、
混合动力车（柴油电动切换）、增程式车、新能源
车等。这些车辆的特点，都是电控部分多，技术
含量高，电子化程度高，而且升级换代快。
经历从吃香到冷清， 如今的公交行业，重
新吸引年轻人投入。
今年 5 月，巴士三公司人力资源部得到了
这样一组数据：公司目前现有正式驾驶员 3231
人， 实习驾驶员 356 人， 平均年龄 45.9 岁，较
2017 年的 47.2 岁降低 1.3 岁。40 岁以下青年
驾驶员有 1685 人， 占总数的 47%。“截至 4 月
底，今年累计有 350 余人投递简历应聘驾驶员
岗位，其中绝大部分为 80 后及 90 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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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并宣布自“埃博拉”疫情暴发至此
日，全几内亚共有 116 例患者，其中 72 人
死亡。这说明，几内亚的疫情已十分严重，
到了全国动员的地步。
这一天，曹广在手机里收到了中国驻
几内亚使馆参赞高铁峰激动人心的短讯：
亲爱的同志们，同胞们：大家好，天佑我中
华儿女健康平安！同胞们，战友们，不怕！
加油！在一起，在一起，我们同舟共济！在
一起，在一起，我们坚持到底！在一起，在
一起，我们共渡难关！在一起，在一起，我
们奔向胜利！亲爱的同志们，同胞们：一声
声平安报来，一颗颗悬着的困乏的心慢慢
平静下来，一股股暖流温暖全身。团结就
是力量，大家可以更加从容地应对眼下的
危难，坚持，不怕，我们的心在一起，共同
期待胜利的曙光。人不经事不长大，年轻
的小伙子们、姑娘们，磨难让大家更加坚
强，艰苦的环境增进我们之间的感情……
看了高铁峰参赞的短信，曹广微微一
笑，内心泛起阵阵激动之情。他感到并不
孤独， 他知道身后有伟大的祖国， 有 13
亿亲人。需要补充一句的是：当时曹广和
吴素萍的体温报告， 连国内的计生委领
导都是知道的。 远在万里之外的祖国每

天也在关注这两位专家的身体， 既是对
他俩的关心， 也是对整个突如其来的疫
情的高度重视。中国吃过“非典”的亏，再
不能吃比“非典”更厉害的“埃博拉”病毒
侵袭的亏了。
曹广想到自己的家，内心显然无法平
静。两年前赴非洲时，家里人就不怎么赞
成，但这是国家的任务、“国际主义义务”，
最后还是同当医生的老岳父开口才把家
里的“矛盾”化解掉。此次几内亚疫情暴
发，曹广当然不能瞒着妻子丁汶。“你也是
医生，该知道它的严重性。不过你无论如
何不能透露给我父母， 他们哪能扛得住
嘛！” 小两口在电话和短信里一直为如何
向老人“保密”密谋了好些细节。妻子丁汶
是中医院的大夫，当年“非典”时与曹广一
起奋战在第一线，颇有经验。尽管如此，她
仍担心远在非洲的丈夫。
“不管有多困难，你必须第一时间、原
原本本地把情况告诉我！听到没有？求求
你了……”异常坚强的她，说着说着就忍
不住哭泣起来，乞求丈夫。
“没事。我说没事就是没事嘛！”曹广
嘴里说得依旧轻松，但眼里已经噙满了泪
水。

小时候，我家住在南市老城厢的人
民路上。读小学时，我们片区的适龄孩
子全部被划到了新开河马路对面的丹
凤路一小。丹凤路第一小学就设在人民
路丹凤路口一幢名为厚德大楼的大厦
内。大楼是一座形态恢宏、气度雍容的
欧式大厦。 学校只占了大厦的一小半，
与占据大厦一大半的上海圆珠笔厂毗
邻。
刚刚开学，我们这一片的孩子们都
把“本性”藏了起，上课认真听讲，下课不
敢疯皮，得到了老师的表扬。戴红领巾选
班干部时， 我们这片多人入选中队委员
与小队长，连我也佩上了“一条杠”。
就读一段日子后，我们的“本性”开
始显露出来了。有一次，我与几位同学
课后负责打扫卫生， 扫好地翻好椅子
后，几个同学用扫帚当武器对打，搞得
浑身是汗。我们就从五楼教室的窗口探
出身去，扶着铁栏，让初夏的风吹拂着，
看地面上很小的人和车，嘴里大声唱着
不成调的歌。 正当我们感到很爽的时
候，一位检查教室门窗是否关紧的工友
正好进来，见到我们坐在窗台上，忙挥
手让我们赶快下来，说我们学校是全市
楼层最高的小学：“这么高的楼，你们这
样趴在窗台上太危险了！”
那时，小学上半天课，下午以小队
为单位，开展课外小组学习。我们常常
互相帮忙，草草完成课外作业就去玩耍
了。那天，我们几个小组的同学在一起
玩“斗鸡”，双方正杀得难分难解时，我
见对方一“主力”连克我方几人，猛冲上
去，翘起“鸡头”，对他就是一击。他一下
子摔出老远，趴在地上爬不起来。送医
院一查，才知骨折。学校对此事非常重
视，搞了个安全专题展览，我们斗鸡造
成骨折的事也上了展览，并特意配了图
画。很惭愧，我一下子成了学校“名人”。
我们在“最高”小学念到五年级时，
学校停课了。五年的小学生活，共有三
位老师当过我们的班主任，每每回想起
来，虽然岁月已过几十载，但她们在我
小小的脑海中都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2002 年 3 月 7 日凌晨 1 点，始建于
1920 年的厚德大楼在爆破声中轰然坍
塌，为豫园、外滩、浦东新区打通了一条
“视觉通道”。此后，站在豫园古城公园，
即可望见崛起于十六铺的上海滨水旅
游娱乐中心和浦东的高楼大厦。据《新
民晚报》报道，“建于 20 世纪 20 年代的
厚德大楼高六层， 位于人民路 261 号。
1949 年前它曾是华商面粉交易所，抗战
时期被日伪占用，1949 年后曾被先后用
作区政府办公地和上海圆珠笔厂厂房，
现为建设银行二支行等单位的办公大
楼。厚德大楼的地基正是老城厢古城墙
—丹凤楼，此楼当时亦
上的一座城楼——
有瞭望黄浦江的作用。”
在城市变迀中，那座历经百年沧桑
的厚德大楼，已不复存在。开启我们人
生教育的“最高”小学，已无处可寻。代
之而起的是一座绿树参天、 花儿盛开、
绿草萋萋的公园。

盖思姆的去世，对整个中几友好医院
来说是个特别沉重的打击，对中方医疗队
的冲击也是空前的，这是因为盖思姆不仅
平时人缘好，而且医术在几内亚也是一流
的， 像他这样有中国留学背景的医学专
家，非洲太需要了！盖思姆与中国医疗队
的关系自不用说，有此人的存在，中国医
疗队有了通往非洲人民和患者的一条坚
实的桥梁。
“他是工作狂，平时不知道休息，不知
道保护自己。2011 年从中国留学回国后，
就立志要为自己的同胞服务。在我们中几
友好医院，他是几方中工作表现最让人敬
佩的一个，有时做手术，一天甚至几天不
见他休息。这回不幸传染上了‘埃博拉’，
宣布隔离后，盖思姆一直不相信，也不愿
意，情绪十分抵触，甚至有同事帮他注射，
竟然被他拔掉针管。他说他相信自己不会
被感染，最要命的是他已经感染后仍然坚
持要上班给病人看病。 盖思姆很情绪化，
平时也有这个毛病。可这回他遇上的是无
法遏制的‘埃博拉’病毒，他因此丧失了宝
贵的年轻生命。” 孔晴宇院长讲起盖思姆
时，非常动情与沉重，“我记得非常清楚。3
月 27 日对盖思姆隔离后，他就非常抵触，
一个上午都在跟医院的人吵吵嚷嚷。我最
后见他，是在这天中午。那时我正陪人民
日报两个记者采访医院几方院长卡马拉
先生，这时已经被宣布隔离的盖思姆突然
破门而入，很情绪化地责问院长为什么不
让他工作。我赶紧举手，示意我们现在有
事，可否一会儿再说。盖思姆平时对我和
我们中国医疗队专家十分尊重，他看了我
一眼，就退出去关上了门。我朝他挥了挥
手。 没想到这是我最后一次与盖思姆挥
手。4 月 1 日下午 2 点 47 分，盖思姆被‘埃
博拉’病毒夺去了年轻的生命……”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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