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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个大年初一，到派出所给
警察叔叔拜年，成为张尚祺一种
特殊的“过年仪式”。

送上一束鲜花，递上手写的
贺卡，这个15岁的初中男生用自
己的方式，表达对人民警察的敬
意，表达对大西安的爱。民警说，
这份礼物是前行的动力；张尚祺
说，盛世太平中国年，要感谢每一
位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守护者。

2月5日，正月初一，红缨路
派出所，张尚祺又来了。和往年
一样，他和妈妈敲开值班室的门，
将一束康乃馨送给坚守岗位的民
警，“叔叔阿姨，过年好！”

所长李文博正在值班，这一
幕，让李文博心头一热。“谢谢小
伙子，你都长这么高了。”

李文博对张尚祺并不陌生，
从2013年大年初一开始，这已是
他来派出所拜年的第七个年头。

“警察的世界，没有怎么办，
只有勇敢上；警察的世界，没有为
什么，只有去执行。”他围着大红
色围巾，声情并茂，字正腔圆地表
演了一段诗朗诵。

朗诵完毕，掌声响起。李文
博走上前去，给了张尚祺一个大
大的拥抱，“感谢你！你很棒！”

民警刘晓燕的眼眶有些湿
润。“有了这份鼓励，我们再辛苦，
都是值得的。”7年前的大年初一，
刚好是刘晓燕值班，一大早，街道
很安静，千家万户还沉浸在过年
的气氛中，“当天接待的第一个群
众，就是张尚祺。”刘晓燕说，当时
张尚祺还有些紧张，一直躲在妈
妈身后。

此后，这成为一个约定——
每年大年初一，张尚祺都会准时
到来，送上新年祝福。每次到来，
刘晓燕都会拍下照片。从围着红

领巾的小男孩，到身高1米75的
小伙子，一张张照片，见证了成
长，诠释了警民鱼水情。

张尚祺在西安铁一中上初
三，他不仅是三好学生，而且多才
多艺，酷爱朗诵、街舞、霹雳舞、相
声表演，蝉联过省市区三级诗朗
诵第一名。3年前，他参加“华罗
庚金杯”少年数学邀请赛，获得全
国三等奖。

“7年前，我上小学，除夕晚
上，我们全家人放鞭炮，看到很多
警车仍然在巡逻。”张尚祺说，这
一幕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岁
月静好，正是因为有人为你负重
前行。”

第二天一早，他便和妈妈来
到了离家不远处的红缨路派出
所，给春节值班的民警们拜年，

“几位警察叔叔正在吃泡面，我心
里特别不是滋味。”

张妈妈尚小燕告诉记者，前
几年拜年时，都是她领着儿子，而
现在拜年，则成为儿子一种融入
生活的习惯和情怀，“孩子想用这
种方式，送上对城市普通劳动者
的祝福。”

除了送鲜花和贺卡，张尚祺
还会表演一些自己擅长的节目，
比如说段单口相声、跳一段街舞。

“对民警来说，舍小家顾大
家，既是工作也是责任。”老民警
梁保森说，他的小孙子一岁多，每
逢过年，特别想孩子，但是见到张
尚祺的一刻，所有的思念统统消
散了，“因为，我们的付出，有了最
动听的回应。”

本报记者宋雨实习生杜豆

张尚祺给值班民警送来鲜花和贺卡 本报记者 党运摄

买鲜花写贺卡
给警察叔叔拜年
15岁男孩连续7年到派出所拜年

2月10日凌晨的一场降雪，
雪景刷爆西安市民的朋友圈。
其中一些温暖感人的画面，也被
网友记录下来。

当天早上，经过西安西二环
任家口附近的市民发现，脚下的
路并没有想象中那么湿滑，原本
可能上冻的道路，被一层红色的

“地毯”覆盖，让行走更稳当。市
民陈女士双手提满物品，走到任
家口公交站牌时说，本以为下了
一夜的雪，清晨赶路去走亲戚，
还拿着这些东西，路上一定会耽
误时间，没想到路面上的积雪早
已被清理，一些边边角角及容易

打滑的坡道等地方被铺上了一
层红色的“地毯”。原本怕行走
不便，提前出门的她，感受到了
一路的温暖。随后，陈女士将脚
下铺设的“地毯”拍摄并记录下
来，发到朋友圈。

当天上午，记者在莲湖区多
条街道看到，为了防止市民出行
时滑倒摔伤，在清扫积雪的同
时，有街办工作人员在行人逗留
的公交站牌下、过街天桥的陡坡
处，铺设了大量红色毛毡等防滑
物品，这一暖心之举赢得不少市
民点赞。

文/图本报记者葛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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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李佳）2月 10
日19时左右，西安交警灞桥大队
纺织城中队交警在白鹿原山区
道路进行巡查时，发现樱桃东路
路面结冰严重，交警立即实施道
路封闭管制。经进一步巡查，发
现两辆外地车辆受困。

为了让车上孩子少挨冻，交
警先将小孩转移至警车上，同时
救援警力调拨四驱警车前往拖
拽救援。交警趴在冰面上给受

困车辆安装了防滑链，调来四驱
专项作业车辆进行牵引，历经3
个小时，终于将受困车辆转移至
安全地点。而另一辆安徽籍奔
驰轿车，则因车辆性能原因拖拽
不易。交警暂时将其移至路边
安全地带，并将车上司机、老人
及刚满月的小孩安全送回酒店
先行休息。2月11日上午，在备
齐防滑链和相关工具后，交警终
于帮奔驰轿车脱困。

路面结冰车辆被困 交警救援

2月10日，一位七旬老人在
列车上突发晕厥，西安铁警上
演了一场从车上到车下的爱心
接力。

当天上午10点50分许，由重
庆开往宝鸡的K1004次列车从杨
陵站开车后，硬座2号车厢乘务
员紧急呼叫车长称，2车厢16号
座位一位 70 岁的旅客晕倒了。
接报后，乘警刘春龙立即会同列
车长田新龙到达2号车厢，组织
相关救助。

通过广播寻找医务人员，平
凉市第二人民医院一名急诊科护
士赶到现场，对老人展开救治。
经初步诊断，这位老人突发晕厥
系低血糖所致。在给老人喂上糖
果等食物后，列车长联系了救护
车，建议其在蔡家坡站下车，进行
后续诊断治疗。

与此同时，乘警刘春龙将这
一情况向西安铁路公安处蔡家
坡车站派出所进行了通报，请其
帮忙一同救助发病旅客。接报
后，蔡家坡车站派出所副所长带

领民警前往站台接车。蔡家坡
站派出所民警张晓鹏则带领两
名队员在车站广场帮助指挥救
护车的进出，确保救护车能快速
到达出站口。

K1004次列车到达蔡家坡站
后，发病旅客被快速送到急救车

上，经过医护人员诊断并无大碍
后，又送往医院治疗。据了解，老
人就是宝鸡人，没想到即将到家
时遭遇了一场虚惊。当天，病人
家属对民警认真负责的工作态度
再三表示感谢。

文/图首席记者张晴悦

老人晕厥 乘警接力救助

乘警同工作人员救助老人

本报讯（首席记者张晴悦）2
月10日，高师傅到位于咸阳市秦
都区段家堡的亲戚家做客。下午
5点多出门时不慎摔了一跤。他
的右手正好碰在一块玻璃上，一
下子被划出了一道长长的口子，
鲜血直流。这时，附近一辆正在
下客的出租车成了他的“救命稻
草”。紧跑几步上车后，高师傅捂
着手向的姐李永兰求助，“请把我
送到医院。”可两人前后跑了两家
医院，医生护士都已经下班了。

高师傅告诉记者，当时看着
手上的鲜血还在不断往外冒，他

开始有些慌。是李永兰急中生
智，干脆将他拉到药店，买了纱
布和药品，亲自动手为他包扎。
最后还将他平安送回了他在咸
阳的租住处。

“我5点40分左右上的她的
车，她帮我包扎完都快晚上7点
了，耽搁了一个多小时的营运，
包扎得也特别认真。要不是遇
上她，真不知道我这伤口会不会
出啥问题。”高师傅说，虽然自己
已经在微信上向好的姐李永兰
再三道谢，但还是想通过媒体，
将这种正能量传递出去。

男子摔伤 的姐放弃营运伸援手

2月8日11时许，西安阎良
区2岁的小刘欢（化名）随母亲在
阎良区某超市二楼购物时突发
疾病倒地。

正在武装巡逻的公安阎良
分局巡特警大队民警在接到一
位热心市民求助后，立即跑向超
市。民警李江波快速跑到超市
二楼事发地点，发现小刘欢疑似
晕厥，正在抽搐，意识不清，他的
母亲手忙脚乱，束手无策。民警
一看情况紧急，拨打了120，抱起
地上的小刘欢从二楼跑向超市
外面。不一会，救护车也赶到超
市大门北侧。

民警在医护人员的陪同下
把孩子抱上了救护车，其他民
警则迅速疏导交通，给救护车
让开一条通道。随后，小刘欢
被送往阎良区人民医院，经医
护人员紧张抢救观察，其病情
仍不稳定，民警在一旁不断安
慰小刘欢的母亲。小刘欢的母
亲连连道谢：“感谢你们的帮
助，要不然孩子这会还不知道
会怎样呢。”

小刘欢后又被送往西安唐
都医院，经过治疗，已于9日脱离
了危险。

李建军 本报记者葛兰

男童突发疾病 民警紧急送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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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个大年初一，到派出所给
警察叔叔拜年，成为张尚祺一种
特殊的“过年仪式”。

送上一束鲜花，递上手写的
贺卡，这个15岁的初中男生用自
己的方式，表达对人民警察的敬
意，表达对大西安的爱。民警说，
这份礼物是前行的动力；张尚祺
说，盛世太平中国年，要感谢每一
位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守护者。

2月5日，正月初一，红缨路
派出所，张尚祺又来了。和往年
一样，他和妈妈敲开值班室的门，
将一束康乃馨送给坚守岗位的民
警，“叔叔阿姨，过年好！”

所长李文博正在值班，这一
幕，让李文博心头一热。“谢谢小
伙子，你都长这么高了。”

李文博对张尚祺并不陌生，
从2013年大年初一开始，这已是
他来派出所拜年的第七个年头。

“警察的世界，没有怎么办，
只有勇敢上；警察的世界，没有为
什么，只有去执行。”他围着大红
色围巾，声情并茂，字正腔圆地表
演了一段诗朗诵。

朗诵完毕，掌声响起。李文
博走上前去，给了张尚祺一个大
大的拥抱，“感谢你！你很棒！”

民警刘晓燕的眼眶有些湿
润。“有了这份鼓励，我们再辛苦，
都是值得的。”7年前的大年初一，
刚好是刘晓燕值班，一大早，街道
很安静，千家万户还沉浸在过年
的气氛中，“当天接待的第一个群
众，就是张尚祺。”刘晓燕说，当时
张尚祺还有些紧张，一直躲在妈
妈身后。

此后，这成为一个约定——
每年大年初一，张尚祺都会准时
到来，送上新年祝福。每次到来，
刘晓燕都会拍下照片。从围着红

领巾的小男孩，到身高1米75的
小伙子，一张张照片，见证了成
长，诠释了警民鱼水情。

张尚祺在西安铁一中上初
三，他不仅是三好学生，而且多才
多艺，酷爱朗诵、街舞、霹雳舞、相
声表演，蝉联过省市区三级诗朗
诵第一名。3年前，他参加“华罗
庚金杯”少年数学邀请赛，获得全
国三等奖。

“7年前，我上小学，除夕晚
上，我们全家人放鞭炮，看到很多
警车仍然在巡逻。”张尚祺说，这
一幕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岁
月静好，正是因为有人为你负重
前行。”

第二天一早，他便和妈妈来
到了离家不远处的红缨路派出
所，给春节值班的民警们拜年，

“几位警察叔叔正在吃泡面，我心
里特别不是滋味。”

张妈妈尚小燕告诉记者，前
几年拜年时，都是她领着儿子，而
现在拜年，则成为儿子一种融入
生活的习惯和情怀，“孩子想用这
种方式，送上对城市普通劳动者
的祝福。”

除了送鲜花和贺卡，张尚祺
还会表演一些自己擅长的节目，
比如说段单口相声、跳一段街舞。

“对民警来说，舍小家顾大
家，既是工作也是责任。”老民警
梁保森说，他的小孙子一岁多，每
逢过年，特别想孩子，但是见到张
尚祺的一刻，所有的思念统统消
散了，“因为，我们的付出，有了最
动听的回应。”

本报记者宋雨实习生杜豆

张尚祺给值班民警送来鲜花和贺卡 本报记者 党运摄

买鲜花写贺卡
给警察叔叔拜年
15岁男孩连续7年到派出所拜年

2月10日凌晨的一场降雪，
雪景刷爆西安市民的朋友圈。
其中一些温暖感人的画面，也被
网友记录下来。

当天早上，经过西安西二环
任家口附近的市民发现，脚下的
路并没有想象中那么湿滑，原本
可能上冻的道路，被一层红色的

“地毯”覆盖，让行走更稳当。市
民陈女士双手提满物品，走到任
家口公交站牌时说，本以为下了
一夜的雪，清晨赶路去走亲戚，
还拿着这些东西，路上一定会耽
误时间，没想到路面上的积雪早
已被清理，一些边边角角及容易

打滑的坡道等地方被铺上了一
层红色的“地毯”。原本怕行走
不便，提前出门的她，感受到了
一路的温暖。随后，陈女士将脚
下铺设的“地毯”拍摄并记录下
来，发到朋友圈。

当天上午，记者在莲湖区多
条街道看到，为了防止市民出行
时滑倒摔伤，在清扫积雪的同
时，有街办工作人员在行人逗留
的公交站牌下、过街天桥的陡坡
处，铺设了大量红色毛毡等防滑
物品，这一暖心之举赢得不少市
民点赞。

文/图本报记者葛兰

公交站铺红毯暖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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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李佳）2月 10
日19时左右，西安交警灞桥大队
纺织城中队交警在白鹿原山区
道路进行巡查时，发现樱桃东路
路面结冰严重，交警立即实施道
路封闭管制。经进一步巡查，发
现两辆外地车辆受困。

为了让车上孩子少挨冻，交
警先将小孩转移至警车上，同时
救援警力调拨四驱警车前往拖
拽救援。交警趴在冰面上给受

困车辆安装了防滑链，调来四驱
专项作业车辆进行牵引，历经3
个小时，终于将受困车辆转移至
安全地点。而另一辆安徽籍奔
驰轿车，则因车辆性能原因拖拽
不易。交警暂时将其移至路边
安全地带，并将车上司机、老人
及刚满月的小孩安全送回酒店
先行休息。2月11日上午，在备
齐防滑链和相关工具后，交警终
于帮奔驰轿车脱困。

路面结冰车辆被困 交警救援

2月10日，一位七旬老人在
列车上突发晕厥，西安铁警上
演了一场从车上到车下的爱心
接力。

当天上午10点50分许，由重
庆开往宝鸡的K1004次列车从杨
陵站开车后，硬座2号车厢乘务
员紧急呼叫车长称，2车厢16号
座位一位 70 岁的旅客晕倒了。
接报后，乘警刘春龙立即会同列
车长田新龙到达2号车厢，组织
相关救助。

通过广播寻找医务人员，平
凉市第二人民医院一名急诊科护
士赶到现场，对老人展开救治。
经初步诊断，这位老人突发晕厥
系低血糖所致。在给老人喂上糖
果等食物后，列车长联系了救护
车，建议其在蔡家坡站下车，进行
后续诊断治疗。

与此同时，乘警刘春龙将这
一情况向西安铁路公安处蔡家
坡车站派出所进行了通报，请其
帮忙一同救助发病旅客。接报
后，蔡家坡车站派出所副所长带

领民警前往站台接车。蔡家坡
站派出所民警张晓鹏则带领两
名队员在车站广场帮助指挥救
护车的进出，确保救护车能快速
到达出站口。

K1004次列车到达蔡家坡站
后，发病旅客被快速送到急救车

上，经过医护人员诊断并无大碍
后，又送往医院治疗。据了解，老
人就是宝鸡人，没想到即将到家
时遭遇了一场虚惊。当天，病人
家属对民警认真负责的工作态度
再三表示感谢。

文/图首席记者张晴悦

老人晕厥 乘警接力救助

乘警同工作人员救助老人

本报讯（首席记者张晴悦）2
月10日，高师傅到位于咸阳市秦
都区段家堡的亲戚家做客。下午
5点多出门时不慎摔了一跤。他
的右手正好碰在一块玻璃上，一
下子被划出了一道长长的口子，
鲜血直流。这时，附近一辆正在
下客的出租车成了他的“救命稻
草”。紧跑几步上车后，高师傅捂
着手向的姐李永兰求助，“请把我
送到医院。”可两人前后跑了两家
医院，医生护士都已经下班了。

高师傅告诉记者，当时看着
手上的鲜血还在不断往外冒，他

开始有些慌。是李永兰急中生
智，干脆将他拉到药店，买了纱
布和药品，亲自动手为他包扎。
最后还将他平安送回了他在咸
阳的租住处。

“我5点40分左右上的她的
车，她帮我包扎完都快晚上7点
了，耽搁了一个多小时的营运，
包扎得也特别认真。要不是遇
上她，真不知道我这伤口会不会
出啥问题。”高师傅说，虽然自己
已经在微信上向好的姐李永兰
再三道谢，但还是想通过媒体，
将这种正能量传递出去。

男子摔伤 的姐放弃营运伸援手

2月8日11时许，西安阎良
区2岁的小刘欢（化名）随母亲在
阎良区某超市二楼购物时突发
疾病倒地。

正在武装巡逻的公安阎良
分局巡特警大队民警在接到一
位热心市民求助后，立即跑向超
市。民警李江波快速跑到超市
二楼事发地点，发现小刘欢疑似
晕厥，正在抽搐，意识不清，他的
母亲手忙脚乱，束手无策。民警
一看情况紧急，拨打了120，抱起
地上的小刘欢从二楼跑向超市
外面。不一会，救护车也赶到超
市大门北侧。

民警在医护人员的陪同下
把孩子抱上了救护车，其他民
警则迅速疏导交通，给救护车
让开一条通道。随后，小刘欢
被送往阎良区人民医院，经医
护人员紧张抢救观察，其病情
仍不稳定，民警在一旁不断安
慰小刘欢的母亲。小刘欢的母
亲连连道谢：“感谢你们的帮
助，要不然孩子这会还不知道
会怎样呢。”

小刘欢后又被送往西安唐
都医院，经过治疗，已于9日脱离
了危险。

李建军 本报记者葛兰

男童突发疾病 民警紧急送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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