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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区门口设立公交总站 公交随意停放影响居民

现场

本为方便出行 怎知出行不便

年
2020

众所周知，
公交
车在总站等候发车时
应该停放在固定区
域，但是位于大众家
园公交总站的 841
路公交车，
不仅随意
停放，而且还占用机
非车道。由于紧挨着
居民小区，
造成小区
居民出行不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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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报料

841路车队

“我们小区出入口紧挨着一个公交
总站，
每天都有公交车随意停放在马路
边，
由于占用机非车道，
给我们出行带来
很大影响。
”
居住在大众家园小区的张女
士告诉记者，
她居住在这个小区已经有
很多年了，
当时为了方便周围小区居民
的出行，
设了一个 841 路公交总站。
“设
置公交总站本来是方便居民出行，
可是
现在却变成不方便了。
”
张女士说，
由于
841路公交车经常随意停放在机非车道
上，
不仅影响过往车辆通行，
而且对居民
出行也造成影响。由于公交车停放在
路边，
车身本身就很大，
居民从小区出来
后，
严重影响视线，
造成交通安全隐患。

记者来到位于大众家园小区内
841 路车队调度室，一名不愿透露姓
名的男性工作人员表示，这件事情已
经有很长时间了，据他了解的情况是，
他们车队的驾驶员不是不愿意将公交
车都停靠在路边，但是由于真理道两
侧长时间被私家车占满，他们也没有
办法将公交车停在路边。随后该名工
作人员联系了 841 路车队的蒋队长，
蒋队长告诉记者，他们公司有规定，不
方便回答记者的问题，需要记者联系
他们公司的相关人员。

记者调查
18日上午，
记者来到841路位于真
理道上的大众家园公交总站。记者观
察到，
该路公交总站与真理道上大众家
园车站合并在一起，
紧挨着大众家园小
区。该小区的出入口与公交总站相距
不足几米远。在车站橱窗里显示的公
交线路图上看到，
大众家园车站不仅有
841 路公交车停靠，而且还有另外 3 条
公交线路在该车站上下乘客。但是只
有841路公交车的终点站是大众家园。
记者看到，
真理道两侧的路边都已
经被停放的私家车占满，
两辆 841 路公
交车分别与路边的私家车并排停放在
一起，
两辆公交车不仅占据着机动车和
非机动车道，
而且还导致该方向正常行
驶的骑车人都骑到机动车道上行驶。
不一会儿，
又有一辆该线路的公交车停
放在机动车道和非机动车道之间的道
路上，
造成该路段出现拥堵状况。
居住在大众家园小区的赵先生告
诉记者，
841 路公交车随意停放已经有
很长时间了，
停放的公交车最多的时候
有五六辆，
虽然这些公交车不久便会开
走，
但是确实对他们小区的居民出行造
成影响。
“有一次一辆公交车就停在路中
央，
从小区出来的一辆轿车要右拐到马
路上，
因为公交车身大，
轿车差点与公交
车发生剐蹭事故。
”
赵先生回忆道。

愿做家人的
“传话筒”

天津巴士公司
随后，记者拨打了天津公交客服
热线，一名工作人员表示他们会联系
相关工作人员联系记者。最后，天津
公交巴士公司宣传部的张部长给记
者回复，这是一个多年的顽疾了，他
们也曾经向很多部门反映过，但是一
直都没有任何的解决办法。841 路大
众家园公交站是改线路的一个副站，
该副站并没有固定的公交车停车场，
原先公交车都是停靠在路边，但是由
于很多私家车将马路边都占据着，导
致他们公交车无法在车站周围的路
边停靠，只能随意停放在路中央了。
接到记者的反映后，他们表示会督促
该线路的工作人员尽量采取即停即
离的措施，如果需要停靠的时候，也
要停在不影响居民出行的地方。
交警河东支队万新大队
记者联系到交警河东支队万新大
队的王警官，
王警官告诉记者，
18日，
他
们在接到群众的反映后，
已经去 841 路
大众家园总站治理过了。公交车与顺
行停放的车辆并排停放是不允许的，
他
们如发现后，
会进行处罚。目前，
他们已
经与车队的队长商量完，
准备将队长请
到交警大队，
专门研究这个事情。并且
告诉车队的队长在早晚高峰期间，
公交
车不要随意停放在路边，
采取即停即离
的措施。

先天性耳聋，她每天戴上助听器
坚强学习；父母无法像正常人交流，她
当起了传话筒；爷爷奶奶生病住院，她
在医院细心照顾。您相信这是一名只
有 15 岁女孩每天要面对的经历吗？
她就是就读于武清区石各庄镇中学初
三的王欣蕾。
初次见到王欣蕾是在她的家中，
刚放学回家的她还没有来得及休息，
就 爬 到 奶 奶 的 床 上 ，用 双 手 给 奶 奶
按摩揉捏。一边揉还一边跟奶奶说起
自己在学校中遇到了高兴事。今年
64 岁的奶奶告诉记者，王欣蕾的父母
都是听力一级残疾，无法与人正常交
流。王欣蕾出生后，没想到也是先天
性耳聋，被医生判定为二级残疾。为
了给王欣蕾治病，她和孩子的爷爷从
小就带着王欣蕾四处求医，功夫不负
苦心人，经过医生的不断治疗，终于在
儿童医院为王欣蕾佩戴上了助听器，
孩子可以像正常人一样交流了。
“王欣蕾从小就非常懂事，而
且还很孝顺。”王欣蕾的奶奶说，在
上小学前，本来打算将她送去聋哑

【可口可乐生姜+】登陆天津！
真姜实料 热饮更暖心

打造医药零售新模式

天津首家邮政便民药店开业

新报微信平台

11 月 18 日，本市首家以邮政网点
为经营主体的便民药店——津邮 001
店在红桥区芥园道邮局内正式开张纳
客。便民药店将用普惠的价格，经营
处方药、OTC 药、中成药等逾 3000 种
药品，惠及广大居民。
同日，
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天津
市分公司与老百姓大药房连锁（天津）
有限公司举行了战略合作签约仪式。
在签约仪式上，
天津邮政总经理江淞宁
表示，
天津邮政与老百姓大药房此次合
作，
既是落实天津市委市政府服务民生
的要求，
也是邮政谋求网点转型的一次
实践，双方将通过整合邮医资源，推出
的又一项便民、
利民的服务举措。
据了解，
该药店位于红桥区芥园道

学校就读，但是王欣蕾听后表示不愿
意离开他们两位老人，而且觉得爸爸
妈妈都听不到也不会说话，她应该留
在家里，可以充当爷爷奶奶和爸爸妈
妈交流的传话筒。他们听后心里别提
有多激动了。
王欣蕾说，上学后，她知道自己如
果想和其他健康的小朋友一样取得良
好 的 成 绩 ，必 须 要 比 别 人 加 倍 的 用
功。学校老师了解她的情况后也非常
照顾她，把她的座位放到离老师最近
的地方，可以让她听得更清楚。从上
学的第一天开始，家里就没有人能够
辅导她的功课，奶奶和妈妈是文盲，爷
爷和爸爸也仅仅会写自己的名字和进
行非常简单的 10 以内的计算。她全
靠自己的努力学习，小学 6 年的时间
学习成绩一直在班级里名列前茅。并
在 2018 年以非常好的成绩升入了石
各庄镇中学 7 年级。
在生活中，王欣蕾也很自立，经常
帮助家里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家务，每
天早上起床之后，还为家里人熬上一
锅粥，才开始洗漱，晨读。每天饭后帮
助家里洗碗洗锅。
今年春节前，王欣蕾的爷爷突发
脑出血，住进了武清中医院，王欣蕾正
是放寒假的时候，因为医院只允许一
个家属陪护，她知道自己的爸爸妈妈
没有办法和医生护士交流，奶奶也是
年迈多病，她就义无反顾地独自一人
去了医院照顾爷爷。每天细心地为爷
爷喂饭，擦脸，刮胡子，照顾爷爷大小
便，一直到爷爷康复出院，整整半个月
的时间，她都没有睡过一个好觉。
今年 7 月暑假期间，王欣蕾的奶
奶双侧膝盖做了置换膝关节手术，她
又一人在医院照顾奶奶，爷爷奶奶都
心疼她，让她多休息，出院之后，她每
天都为奶奶做康复训练，使奶奶康复
得很快。
本版撰文 新报记者 孙瑜

2-18 号芥园道邮局内，
占地面积 80 平
方米，
经营人员均为老百姓大药房具有
相应资质的药师，
可为周边社区群众提
供多元化的综合服务，
包括为到店用户
提供测量血压、血糖等健康体检，为周
边百姓提供用药咨询、
健康咨询等相关
服务。邮政绿卡持卡客户及邮政金融
VIP 客户购买药品可享受折扣优惠等
福利。据悉，
便民药店还将开展线上平
台对客户进行直播健康讲座、
线上问诊
等服务；
线下开展门店收单、门店设立
邮政服务专区等业务。通过线上线下
相结合的方式，全方位、多层次深化合
作，畅通医疗惠民的“最后一公里”，全
力打造医药零售的新模式。
天津邮政始终践行
“人民邮政为人

民”
的服务宗旨，
履行普遍服务，
推行网
点转型、
全力打造
“便捷高效、
功能齐全、
安全保障”
的综合便民服务平台。本次
战略合作双方充分利用各自优势资源，
为社会提供更加优质、
便捷的产品和服
务，
同时，
加强重大活动合作，
实现优势
互补、
资源共享，
更好地服务百姓民生和
地方经济发展。合作内容涉及金融服
务、
速递物流、
电商分销、
医药零售连锁
经营、
网络零售、
采购配送等相关业务。
天津邮政渠道平台部总经理曹有兵表
示，
目前001店处在试点阶段，
随着合作
继续深入，
通过邮政遍布天津城乡的基
础网络，
双方将复制现有合作模式，
将医
药便民服务延伸到更基层的区域。
新报记者 张珊珊 通讯员 李聪琮

天气正
式转凉，除了
厚衣服新围
脖外，一瓶暖
暖的【可口可
乐 生 姜 +】您
值 得 拥 有 ！ 11 月 12 日 ，
【可 口 可 乐 生
姜+】已暖心登陆天津市场！
【可口可乐生姜+】是第一款冬季可
加热饮用的汽水饮料，产品添加真正姜
蓉，滋味热辣畅爽，产品倒出加热，微波
炉加热 90 秒，叮出姜味，加热后依然畅
爽，好喝带劲，是冬日里温暖的选择。产
品适合佐餐搭配、饭后休闲、居家养生等
饮用场景，与朋友家人们一起享受冬日
里的暖心畅爽的同时，也提供了更年轻
化的口味。
可 口 可 乐 与 生 姜 的 碰 撞 ，热 辣 畅
爽，
“ 姜”您暖到。还等什么？快来选购
尝试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