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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
月
志

打扫车内卫生。

李月志是达
州的一名公交司
机，从业15年来，
他驾驶公交车总
行 程 超 53 万 公
里，始终保持着

“零投诉”的历史
纪录。他是乘客
眼中的好司机，也
是同事眼中的好
榜样。在四川省
第十一次党代会
上，李月志当选为
党的十九大代表。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曾业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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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全新 BMW i
Vision Dynamics 概 念
车在法兰克福车展的

亮相，宝马集团电动车战略的第
二个十年拉开帷幕。据悉到2025
年，宝马的电动车家族将扩大至
25款车型，其中12款为纯电动车
型。目前在中国市场，宝马新能
源车型主推的车型分为两种，一
是插电混动的PHEV，还有一种是
纯电动的BEV车型。而此次青岛
的试驾活动中，宝马的新能源家
族也来了一个集体亮相，PHEV车
型涵盖了X1、X5、7系、i8，而BEV
车型为i3。让人们对宝马目前取
得的成就有了更直观的感受。

“对于宝马集团，BMW i 不
仅是关于电动出行，它更是我们
创新的平台，创新的源泉。”刘智
博士如是说。

宝马对于科技和创新的理念
是深入骨髓的，早在45年前，便已
开始对新能源车的探索。1972年
的夏季奥运会上两辆名为1602e
的橙色宝马车登场，搭载与博世
共同开发的电动马达，配合铅酸
蓄电池供电，最高时速为每小时
100公里，惊艳世人。而今天全新
BMW i Vision Dynamics 概念车
的续航里程已超过600公里，最高
车速超过200公里/小时，百公里
加速仅需4秒，宝马带给我们的不
仅仅是“零排放”环保，还有不变
的不羁驾控体验。

触碰未来的驾趣体验
宝马完善新能源生态系统

为 了 让 灵 魂 能 追 上 身 体 ，
BMW i3采用了大量的碳纤维材
料，让车身尽量保持轻盈的同时，结
合强大的eDrive技术和空气动力
学套件最大化地提高电能使用率，
BMW i3只有1.3吨的体重却能一
口气跑出250公里，百公里耗电量
仅为12.5千瓦时。

从BMW i3出生，节能环保早已
在方方面面体现。出生地莱比锡工
厂有四座专用的风能发电设备，确保
了BMW i3生产所需电能100%由
风力提供，整体能耗一举降低50%；
同时生产过程精打细算，水消耗也减
少了多达70%，95%回收率的BMW

i3绝对是数一数二的优秀毕业生。
而环保方面，人们关注的不仅

是行驶过程中的“零排放”，车子在
报废后带来的环境问题也同样重
要。这一点，宝马并没有忽略。车
内饰大量自然原料几乎可以实现
100%的回收使用；车身中的碳纤维
材料在宝马的特殊工艺下也将被最
大程度地二次使用，而电动车最难
处理的电池问题更是没有被放过，
在 宝 马 集 团 的 创 新 公 园 ——
Wackersdorf工厂里，部分忙碌穿
梭的自动机器人身上安装的正是由
BMW i3回收的电池组，而未来，这
些电池还将被用在更广泛的空间。

本次试驾中感受最深的应该
就是纯电动驱动的BMW i3。作
为一个不太会开车的新手，纯电
动车i3的驾驶方式是我特别喜欢
的地方。操作起来简单清晰，给
电就走，松开加速踏板就停，完全
不会手忙脚乱，并且爆发力十足，
能安全体验到推背感，这是我这
样的驾驶菜鸟之前无法想象的。
因为有制动能量回收系统的设
定，驾驶员逐步松开踏板，车辆就
会产生明显的减速效果，以此来
回收能量。如果驾驶技术过关，
全程甚至都可以只用单踏板完成
行车。

BMW i3独步江湖的核心就
是只闻其名不见其形的 BMW
eDrive系统。eDrive技术单元包
括电动机、锂离子高性能蓄电池
和智能能量管理系统，听上去跟
别的电动车似乎没什么区别，却
能输出高达125 KW动力的最大

功率以及250N·m的最大扭矩，
更拥有3.8 秒完成 0-60公里/小
时的加速性能。确保了BMW i3
驾驶感受平顺，足以媲美市面上
很多2.0升涡轮增压发动机，而且
没有丝毫迟滞。

对于BMW，如果一辆车没有
了“驾驶乐趣”就如同失去了灵
魂。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工程师
们除了提高BMW i3升级款的动
力表现，也在轻量化上下足了功
夫。不同于传统的车身设计，
BMW i3升级款用碳纤维来制造

标准驾驶舱，不仅大幅降低了重
量又提高了强度，同时，这种设计
还让车辆的重心下移，使BMW
i3升级款更加安全、灵活。内饰
通过大量使用环保材质和自然原
料尽可能减掉了所有的“赘肉”，
如此努力最终让BMW i3升级款
的重量只有1.3吨。

底盘调校上，BMW i3升级
款同样深得家族真传。前麦弗
逊、后多连杆式独立悬架在BMW
工程师的妙手调校下变得韧性十
足。除了能过滤掉大部分路面起
伏之外，对于车身姿态的控制也
恰到好处，4.93米的转弯半径让它
在狭小的空间里依然可以自由腾
挪。

如今，BMW i3不仅设计与
理念领先，更是一款充满驾驶乐
趣和实用性并存的电动车。开着
它，你就能时刻感觉到，这就是一
台基因纯正的BMW。

独步江湖BMW i3 新手也能体验的驾驶乐趣

电动车最让人发愁的可能就是
充电了，目前分布的充电桩还较少，
而自家安装的费用也不是普通家庭
能承受的。而作为实力企业的宝马，
要做的就是将电动车推而广之，普通
人也能放心使用，为消费者解决一切
后顾之忧。为此，宝马已与行业领先
的充电运营商合作，至2017年底，即
时充电桩在中国的数量将突破性地
超过65,000个，覆盖超过60个城
市。其中包括一、二、三线城市，并逐
步覆盖新能源市场发展迅速的四、五
线城市。并且即时充电桩分布在城
市的主要交通枢纽和商业中心，为宝
马的新能源客户提供更加高效、便
捷、智能的公共充电服务。

除了与充电服务运营商的强强
联手，宝马在私人充电服务领域同

样处于行业领先地位。宝马为新能
源车主提供免费的BMW充电墙盒
及基础安装服务。至 2017年底，
BMW私人充电装置将扩展到全国
100个城市，覆盖90%的一至三线
城市。新一代BMW充电墙盒只需
3.8小时就能为BMW i3升级款充
电80%，充电速度更快。广泛的网
络布局和快捷的充电，将为国内消
费者带来更佳的用户体验。

快速扩张的充电网络布局，也
标志着宝马集团在中国建设可持续
的汽车新能源生态系统迈出了坚实
的一步。根据规划，宝马集团将通
过在研发能力、电池技术、创新科
技、品牌与产品布局、充电网络、电
动出行服务六大领域的建设，打造
一个完善的新能源生态系统。

从出生到转世 不变的环保优等生

年底覆盖超60个城市 实力企业让充电不再发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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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四川

“水箱、油路、机油、皮带、轮胎，
出车前我都要仔细检查一遍，这是
十多年来养成的习惯，现在成‘职业
病’了。”上班期间，只要到达首末
站，李月志都要在发车前给公交车

“体检”。他告诉记者，尽管如今的
安全管理已十分到位，但他依然坚
持这样做，“小心一点总是没错的”。

早上6点（冬季6点半）发班，晚
上10点收班，李月志平均每天要运
送上千人。这条公交线路，将沿途
的学校、医院、商场、公园、汽车站以
及几个大型企业串联起来，李月志
驾驶的公交车，是这座城市中一道
流动的风景线。

对待乘客，李月志始终坚持“服
务为本”的理念。有老弱病残孕和
抱小孩的乘客上车，他会提醒乘客
让座；对行走困难的乘客，他会主动
搀上扶下；营运高峰期，他会提醒乘
客保管好贵重物品，谨防小偷……
从业15年，李月志驾驶公交车的总
行程超53万公里，至今在公司保持
着“零投诉”的历史纪录。

自从2002年成为达州的一名公
交司机后，李月志就爱上了这个职业。
从业15年来，李月志驾驶公交车的总
行程超53万公里，始终保持着“零投
诉”的历史纪录。李月志有一副热心
肠，浑身都是正能量，是乘客眼中的好
司机，也是同事眼中的好榜样。

在四川省第十一次党代会上，李月
志当选为党的十九大代表，全省交通系
统仅此一人。“我要把咱公交人的心声
带到北京去、带到十九大，在会上说说
咱公交人的心里话。”9月22日，李月
志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他绝不辜负党的
重托和兄弟姊妹的期盼。

他独创了“眼勤、手勤、嘴勤”的乘客服务“三勤”工作法，以及
闻、听、看、摸的车辆安全检查“四字”法，任何车辆安全隐患，他基
本上可以判断得“八九不离十”。这5年 说心愿

作为十九大代表，我要去北京说说心里话：未来的公交人，要
有更美的公交梦，我们要让更多的人享受到公交优先发展带来的
红利。

喜迎十九大
党代表风采

达州公交司机李月志 从业15年“零投诉”

“我要去北京说说心里话”

“公交人平时的工作很枯燥乏味，
但只要用心，也是很有意思的。”从事公
交驾驶工作以来，李月志为使车辆运行
保持在最佳状态，独创了眼勤多观察、手
勤多记录、嘴勤多沟通的“三勤”工作
法。同时，还独创了运用闻、听、看、摸的

“四字”法，无论是什么样的安全隐患，只
要经过他排查，基本上能“八九不离十”。

从业15年来，李月志不仅做到了服
务质量“零投诉”，而且未发生一起有责
安全事故，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取得了

不平凡的成绩。由于工作业绩突出，李
月志先后被达州市委、市交通运输局、市
公共交通有限公司评为“创先争优优秀
共产党员”“达州好司机”“党员示范岗”
和“先进工作者”等荣誉称号。

一线驾驶员岗位工作强度大、工作
环境复杂，下班时本应好好休息，但李月
志常常接受额外工作任务，除了完成自
己正常的营运工作任务外，还负责公司

“观光车”的包车业务，这样一来，他很少
有自己的休息时间。

2016年9月6日早上8点50分，李
月志驾驶的K2快速公交车，行驶到达州
南城十字路口站时，一位女乘客在准备
下车时突然昏迷。李月志立即招呼车上
的乘客帮忙，并拿起手机拨打急救电
话。考虑到现场情况紧急，120调拨救
护车需要时间，李月志当机立断，开着公
交车直奔附近的医院。

“当时车上的乘客不多，大家都很理
解，也很支持我。”李月志回忆，将这位乘
客送到医院后，家属还未赶到，他又主动

提出帮她垫付医药费。因救援及时，昏迷
的女乘客经抢救后苏醒过来，而此时，李
月志早已重回工作岗位。像这样的温情
故事，在李月志驾驶的公交车上还有很
多，热心助人，已经成为李月志的一种习惯。

2014年的一天，李月志在给车厢打
扫卫生时，在车内捡到一个钱包，包里有
三张火车票和银行卡、身份证等重要物
品。他急忙通过广播室发布招领启事，
最终物归原主，失主后来还特意打电话
到达州市公交公司致谢。

每天运送上千人
15年行程53万公里

热心助人是常事开公交车送晕倒乘客就医

“公共交通，是缓解城市交通拥堵
问题的重要途径，公交优先也是国家战
略。”在四川省第十一次党代会上，作为
党代表的李月志，曾建议省委、省政府大
力发展公共交通事业，并建议统筹规划、
加快推进公交停保场、枢纽站、首末站、
加气站等基础设施以及公交专用道、公
交优先道的建设。

李月志认为，由于公交行业的特
性，公交一线驾驶员始终处于劳动强度
高、工作时间长和精神压力大的工作状
况，长期如此，不少人视力减退，很多人
患上了胃病、腰椎病、前列腺炎、糖尿病

等职业病。为此，他也曾多次呼吁把公
交车驾驶员划归到特殊工种，以落实相
关福利待遇，让他们可以享受提前退休
政策。

这些年，李月志切身感受到了社会
经济发展的巨大变化：公交车不断升级，
城市道路愈加畅通，乘客素质不断提升，
工作环境不断改善，作为一名公交车驾
驶员，幸福感和获得感逐年飙升。“作为
十九大代表，我要去北京说说心里话：未
来的公交人，要有更美的公交梦，我们要
让更多的人享受到公交优先发展带来的
红利。”

他是“达州好司机”独创“三勤”和“四字”法

倡导“公交优先”幸福感和获得感逐年飙升

工作中的李月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