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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0
纠纷不解仁义还在

早上9点50分，群众报警，
有人到他家里闹事，我们立即去
了现场。经询问报警人得知，闹
事的人以欠债为由，双方谈不
拢，互相吵骂了几句。民警居中
调解，双方各不相让，甚至谈不
拢是否欠账一事。我们见状，告
知双方，要通过合法途径解决债
务纠纷，切不可有违法犯罪行
为。最终，双方各自为自己辱骂
对方的做法真诚道歉。纠纷不
解，仁义还在。

13:50
春节期间更不能松懈

上午 11点，巡逻防控工作
启动。巡逻看似很简单，其实很
有讲究，辖区 27个行政村，200

多个自然村，哪条路段，哪个村
组，都得做到心中有数。平时白
天晚上都要不间断巡逻，更何况
春节期间，更松懈不得。

巡逻路上，13 点 50 分，市
局110转警：有人在其家中封门
堵路，请求处警。不出意外，又
是一起债务纠纷引发的矛盾。
14点20分许，群众报警称：要账
被人打。原来李某到张某家要
账，双方一言不合，张某伸手打
了李某。经我们调解，张某愿
意赔偿李某医疗费用 200 元。
双方达成和解协议，经济纠纷
上法院。

17:00
法律面前不能半点含糊

一直到 17点，才休息了一
下。然而刚刚喝了一口水，又接
110转警。原来，夫妻双方因为婚

姻矛盾发生争吵，继而丈夫出手殴
打了妻子，妻子受不了欺负，叫来
娘家人，五六人参与打架。

大年三十，别人在忙着过除
夕，他们在忙着打架。然而，法
律面前，容不得半点含糊。我们
一方面安排伤者去医院看病，另
一方面将违法嫌疑人带回派出
所展开调查。同时，还就周边证
人展开调查询问。

20:00
年夜饭变成生日宴

20点，终于迎来了我们的年
夜饭，恰逢单位一位同事过生日，

大家一起为他唱生日歌。我们的
年夜饭于是变成了生日宴。

可谁知，饭还没吃完，又是
110转警：16岁的女孩出走，苦
寻不得，家长着急，于是报警。
我们到达现场后，一边了解情
况，一边和报警人一起找寻孩
子。以报警人家为中心，展开辐
射型搜寻。终于，功夫不负有心
人，21 点 40 分左右寻得孩子。
原来，年夜饭上，家长说了几句
重话，孩子一生气就去了同学
家。好在平安归来。

文/图本报记者宋雨
通讯员李兴文

“你的平安就是最好的除夕”
派出所民警写下除夕日记 今年春节，“西安年·最中

国”系列活动中的灯光绚丽夺
目，整个城市流光溢彩，犹如一
座不夜城，吸引了全国游客。

截至2月10日，西安已圆满
举办“西安年·最中国”大型活动
20项，共出动警力13014名、保安
员24635人次，保证了人流集中
的曲江大唐芙蓉园、不夜城景区，
临潼兵马俑、华清池景区，钟鼓
楼、北院门、楼观台、翠华山和秦
岭环山沿线等景区的绝对安全。

春节期间，西安警方继续严
打违法犯罪。节日期间，全市

“两抢”案件接报警3起、盗窃车
内财物45起、盗窃车辆5起。

全市每天共出动巡逻力量
7040人次，无人机 133架次，维
护社会面治安和谐有序。节日
期间，共盘查各类人员89152人
次、车辆 33156车次，查获各类
可疑物品27312件，抓获各类嫌
疑人 1229人，有力维护了社会
面治安安定。

维护春运秩序安定有序，全
力维护交通安全，全市共出动交
管警力 1.89 万人次，全力开展
保安全、保畅通等工作。节日
期间地铁总客流为1244万余人
次，同比上升 113.5%。出动地
铁安保警力 5486人次、警犬 20
犬次；春节期间，公交分局组织
警力在人流密集公交站点、线
路执勤巡查，城区7个汽车客运
站每天部署警力不少于 10人，
郊区县6个客运站每天不少于5
人，为乘客宣传安防常识，督促
公交司乘人员切实履责，严防

“三品”上车，全力确保市民和游
客的出行平安。

春节期间，全市19个分(县)
局开通便民服务窗口，窗口民警
24小时坚守岗位，受理群众户籍
和身份证办理业务。节日期间，
全市共受理居住证业务 467人
次，临时身份证业务77人次，办
理户籍业务178笔。

本报记者宋雨实习生杜豆

本报讯（首席记者张晴悦）
昨天是春节收假后第一个工作
日，一大早，西安市鄠邑区法院
董红莹法官便早早来到办公室，
开始庭前准备工作。

“现在开庭”，上午9时，清脆
的法槌声在鄠邑区法院第三法
庭响起，一起民间借贷纠纷案件
正式开庭。

2015年，张洋因资金周转困
难，向王力借款25万元，张洋所
在的某建筑公司分公司及李艳
为该笔借款提供担保，分别在借
据上签字盖章。此后，王力多次
要求被告偿还借款均无结果。
为尽快要回借款，王力最终以民
间借贷纠纷为由将张洋、某建筑
公司总公司及分公司、李艳起诉
到鄠邑区法院，请求判令4被告
共同承担还款责任并支付利息。

当天庭审告一段落后，原告
王力不禁感叹，“假期刚结束，董
法官就开始工作，我的利益也得
到了及时维护，法院效率真是太
高了。”

该案将择日宣判。（文中人
名均系化名）

在刚刚过去的春节假期，西
安很多民警的节日都是在岗位上
度过的。其中，交警新城大队辅
警陈吉橡从警7年来，每年除夕
都在岗位上巡逻，通过视频向亲
友送祝福；交警翁甲根从警 12
年，近10年来，每年春节假期里

都在西京医院门口执勤，与西京
医院合影发给家人，成为他每年
春节与家人最具仪式感的互动。

7年除夕夜
他都在巡逻

除夕夜，西安交警新城大队

饭堂里灯火通明，交警们简单吃
完晚餐，大伙端起手中一次性纸
杯，以水代酒，互道一声新年好，
就各自奔赴岗位，或是巡逻或是
执勤。这其中就有辅警陈吉橡。

今年是陈吉橡从警的第七
年，也是他在交警队过的第七个
除夕。出发巡逻前，他通过手机
视频为亲友送去祝福。恰好，有
网友随警录制新春祝福的视频，
陈吉橡走到镜头前，向亲友们拜
年送祝福。而后，与同事们一起
巡逻。

每年春节执勤
他都有张合影

交警翁甲根是西安人，
2007年参加工作，起初在交警
四大队康复路路口执勤。2009
年交警新城大队成立后，他被
调往西京医院门前的长乐西路
与兴庆路丁字口执勤，一转眼

已10年时间。
在医院门口执勤，向需要的

人伸出援手，背着老人过天桥、
为西京医院救护车开道、推着残
疾人轮椅过马路等等，是他最常
做的事。他每天都要搀扶护送
数十位老人、残疾人、病患者安
全通过马路，有媒体报道时曾统
计过，5年时间里经过他帮扶的
路人在2万人次左右。

翁甲根告诉记者：“我就是
西安人，比起家在外地的同事们
要幸福多了，过节期间值班是最
普通的事。”当记者提到听说每
年春节他与西京医院都有张合
影的事时，翁甲根笑了：“那是我
近几年给自己的小小仪式感，新
年头一天拍张照片给自己点赞，
没别的，就是给自己走过的青春
打卡留个纪念。”

文/图本报记者李佳
通讯员靳蕾

昨天，微信朋友圈里一条交
通事故的视频被不少网友转发，
甚至称车祸现场发生了“爆
炸”。后经交警部门证实，网传
的“爆炸”实为谣言。

昨天上午，记者在网友转
发的这段视频中看到，不少车
辆停放在福银高速永寿梁隧道
口，接近隧道口的位置有不少
人员逗留聚集。“太吓人了，里
面堵了好多车和人，还有些人

被紧急疏散出来。”网友在朋友
圈中声称，福银高速永寿梁隧
道内疑似有车辆在行驶中发生
爆炸，引发隧道内车辆被困，有
人员步行逃离现场。因视频并
未拍摄到隧道内情况，一时间，
只看到微信内容及视频内容的
网友，纷纷猜测评论隧道内的
险情。其中有人称，隧道内发
生了“爆炸”。

事 实 果 真 如 网 友 所 说

吗？随后，记者向相关部门求
证。咸阳高速交警大队官方
微博发布消息，进行辟谣。这
条发布于 11 时 57 分的微博
称：该视频内容经与辖区永长
中队核实，该视频拍摄的应该
是 2019 年 2 月 10 日 18 时许永
寿梁隧道内的一起自燃交通
事故。据了解，当时驾驶员魏
某驾驶陕 D 牌照小型轿车沿
福银高速公路长武至西安方

向行驶至 K1785+150m 处（永
寿梁隧道中段）货车道时，车
辆自燃起火。发生自燃后，当
事人魏某自行开展自救并报
警，经过各部门一起努力，于 2
月 10 日 19 时 20 分许将火扑
灭，车内无人员受伤。当晚，
事故车辆被拖移现场，交通逐
渐恢复畅通。车辆起火原因
还在进一步调查中。

本报记者葛兰

他7年除夕夜巡逻 他10年春节时执勤

他们为我们 守护平安年

网传隧道内车辆发生“爆炸”

交警辟谣：车辆发生自燃

翁甲根执勤时会拍照发给家人

派出所里的年夜饭成了生日宴

西安万余警力
确保春节安全

“已经20多个小时没有合眼了，终于可以躺下休息一会了，明
早10点起床，还要继续调查案件、巡逻防控。刚坐下来觉得膝盖
有些疼，原来已经肿胀，却不知是何时发生的事。你的平安，就是
我们最好的除夕……”这是西安公安临潼分局相桥派出所民警惠
巨进写在2月4日除夕之夜的日记。

临潼分局党委书记、局长陈文军说，写在日记本上的，是一个
个鲜活的故事，而日记的背后，则是沉甸甸的感动。

25万欠款拖了4年
4被告被起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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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0
纠纷不解仁义还在

早上9点50分，群众报警，
有人到他家里闹事，我们立即去
了现场。经询问报警人得知，闹
事的人以欠债为由，双方谈不
拢，互相吵骂了几句。民警居中
调解，双方各不相让，甚至谈不
拢是否欠账一事。我们见状，告
知双方，要通过合法途径解决债
务纠纷，切不可有违法犯罪行
为。最终，双方各自为自己辱骂
对方的做法真诚道歉。纠纷不
解，仁义还在。

13:50
春节期间更不能松懈

上午 11点，巡逻防控工作
启动。巡逻看似很简单，其实很
有讲究，辖区 27个行政村，200

多个自然村，哪条路段，哪个村
组，都得做到心中有数。平时白
天晚上都要不间断巡逻，更何况
春节期间，更松懈不得。

巡逻路上，13 点 50 分，市
局110转警：有人在其家中封门
堵路，请求处警。不出意外，又
是一起债务纠纷引发的矛盾。
14点20分许，群众报警称：要账
被人打。原来李某到张某家要
账，双方一言不合，张某伸手打
了李某。经我们调解，张某愿
意赔偿李某医疗费用 200 元。
双方达成和解协议，经济纠纷
上法院。

17:00
法律面前不能半点含糊

一直到 17点，才休息了一
下。然而刚刚喝了一口水，又接
110转警。原来，夫妻双方因为婚

姻矛盾发生争吵，继而丈夫出手殴
打了妻子，妻子受不了欺负，叫来
娘家人，五六人参与打架。

大年三十，别人在忙着过除
夕，他们在忙着打架。然而，法
律面前，容不得半点含糊。我们
一方面安排伤者去医院看病，另
一方面将违法嫌疑人带回派出
所展开调查。同时，还就周边证
人展开调查询问。

20:00
年夜饭变成生日宴

20点，终于迎来了我们的年
夜饭，恰逢单位一位同事过生日，

大家一起为他唱生日歌。我们的
年夜饭于是变成了生日宴。

可谁知，饭还没吃完，又是
110转警：16岁的女孩出走，苦
寻不得，家长着急，于是报警。
我们到达现场后，一边了解情
况，一边和报警人一起找寻孩
子。以报警人家为中心，展开辐
射型搜寻。终于，功夫不负有心
人，21 点 40 分左右寻得孩子。
原来，年夜饭上，家长说了几句
重话，孩子一生气就去了同学
家。好在平安归来。

文/图本报记者宋雨
通讯员李兴文

“你的平安就是最好的除夕”
派出所民警写下除夕日记 今年春节，“西安年·最中

国”系列活动中的灯光绚丽夺
目，整个城市流光溢彩，犹如一
座不夜城，吸引了全国游客。

截至2月10日，西安已圆满
举办“西安年·最中国”大型活动
20项，共出动警力13014名、保安
员24635人次，保证了人流集中
的曲江大唐芙蓉园、不夜城景区，
临潼兵马俑、华清池景区，钟鼓
楼、北院门、楼观台、翠华山和秦
岭环山沿线等景区的绝对安全。

春节期间，西安警方继续严
打违法犯罪。节日期间，全市

“两抢”案件接报警3起、盗窃车
内财物45起、盗窃车辆5起。

全市每天共出动巡逻力量
7040人次，无人机 133架次，维
护社会面治安和谐有序。节日
期间，共盘查各类人员89152人
次、车辆 33156车次，查获各类
可疑物品27312件，抓获各类嫌
疑人 1229人，有力维护了社会
面治安安定。

维护春运秩序安定有序，全
力维护交通安全，全市共出动交
管警力 1.89 万人次，全力开展
保安全、保畅通等工作。节日
期间地铁总客流为1244万余人
次，同比上升 113.5%。出动地
铁安保警力 5486人次、警犬 20
犬次；春节期间，公交分局组织
警力在人流密集公交站点、线
路执勤巡查，城区7个汽车客运
站每天部署警力不少于 10人，
郊区县6个客运站每天不少于5
人，为乘客宣传安防常识，督促
公交司乘人员切实履责，严防

“三品”上车，全力确保市民和游
客的出行平安。

春节期间，全市19个分(县)
局开通便民服务窗口，窗口民警
24小时坚守岗位，受理群众户籍
和身份证办理业务。节日期间，
全市共受理居住证业务 467人
次，临时身份证业务77人次，办
理户籍业务178笔。

本报记者宋雨实习生杜豆

本报讯（首席记者张晴悦）
昨天是春节收假后第一个工作
日，一大早，西安市鄠邑区法院
董红莹法官便早早来到办公室，
开始庭前准备工作。

“现在开庭”，上午9时，清脆
的法槌声在鄠邑区法院第三法
庭响起，一起民间借贷纠纷案件
正式开庭。

2015年，张洋因资金周转困
难，向王力借款25万元，张洋所
在的某建筑公司分公司及李艳
为该笔借款提供担保，分别在借
据上签字盖章。此后，王力多次
要求被告偿还借款均无结果。
为尽快要回借款，王力最终以民
间借贷纠纷为由将张洋、某建筑
公司总公司及分公司、李艳起诉
到鄠邑区法院，请求判令4被告
共同承担还款责任并支付利息。

当天庭审告一段落后，原告
王力不禁感叹，“假期刚结束，董
法官就开始工作，我的利益也得
到了及时维护，法院效率真是太
高了。”

该案将择日宣判。（文中人
名均系化名）

在刚刚过去的春节假期，西
安很多民警的节日都是在岗位上
度过的。其中，交警新城大队辅
警陈吉橡从警7年来，每年除夕
都在岗位上巡逻，通过视频向亲
友送祝福；交警翁甲根从警 12
年，近10年来，每年春节假期里

都在西京医院门口执勤，与西京
医院合影发给家人，成为他每年
春节与家人最具仪式感的互动。

7年除夕夜
他都在巡逻

除夕夜，西安交警新城大队

饭堂里灯火通明，交警们简单吃
完晚餐，大伙端起手中一次性纸
杯，以水代酒，互道一声新年好，
就各自奔赴岗位，或是巡逻或是
执勤。这其中就有辅警陈吉橡。

今年是陈吉橡从警的第七
年，也是他在交警队过的第七个
除夕。出发巡逻前，他通过手机
视频为亲友送去祝福。恰好，有
网友随警录制新春祝福的视频，
陈吉橡走到镜头前，向亲友们拜
年送祝福。而后，与同事们一起
巡逻。

每年春节执勤
他都有张合影

交警翁甲根是西安人，
2007年参加工作，起初在交警
四大队康复路路口执勤。2009
年交警新城大队成立后，他被
调往西京医院门前的长乐西路
与兴庆路丁字口执勤，一转眼

已10年时间。
在医院门口执勤，向需要的

人伸出援手，背着老人过天桥、
为西京医院救护车开道、推着残
疾人轮椅过马路等等，是他最常
做的事。他每天都要搀扶护送
数十位老人、残疾人、病患者安
全通过马路，有媒体报道时曾统
计过，5年时间里经过他帮扶的
路人在2万人次左右。

翁甲根告诉记者：“我就是
西安人，比起家在外地的同事们
要幸福多了，过节期间值班是最
普通的事。”当记者提到听说每
年春节他与西京医院都有张合
影的事时，翁甲根笑了：“那是我
近几年给自己的小小仪式感，新
年头一天拍张照片给自己点赞，
没别的，就是给自己走过的青春
打卡留个纪念。”

文/图本报记者李佳
通讯员靳蕾

昨天，微信朋友圈里一条交
通事故的视频被不少网友转发，
甚至称车祸现场发生了“爆
炸”。后经交警部门证实，网传
的“爆炸”实为谣言。

昨天上午，记者在网友转
发的这段视频中看到，不少车
辆停放在福银高速永寿梁隧道
口，接近隧道口的位置有不少
人员逗留聚集。“太吓人了，里
面堵了好多车和人，还有些人

被紧急疏散出来。”网友在朋友
圈中声称，福银高速永寿梁隧
道内疑似有车辆在行驶中发生
爆炸，引发隧道内车辆被困，有
人员步行逃离现场。因视频并
未拍摄到隧道内情况，一时间，
只看到微信内容及视频内容的
网友，纷纷猜测评论隧道内的
险情。其中有人称，隧道内发
生了“爆炸”。

事 实 果 真 如 网 友 所 说

吗？随后，记者向相关部门求
证。咸阳高速交警大队官方
微博发布消息，进行辟谣。这
条发布于 11 时 57 分的微博
称：该视频内容经与辖区永长
中队核实，该视频拍摄的应该
是 2019 年 2 月 10 日 18 时许永
寿梁隧道内的一起自燃交通
事故。据了解，当时驾驶员魏
某驾驶陕 D 牌照小型轿车沿
福银高速公路长武至西安方

向行驶至 K1785+150m 处（永
寿梁隧道中段）货车道时，车
辆自燃起火。发生自燃后，当
事人魏某自行开展自救并报
警，经过各部门一起努力，于 2
月 10 日 19 时 20 分许将火扑
灭，车内无人员受伤。当晚，
事故车辆被拖移现场，交通逐
渐恢复畅通。车辆起火原因
还在进一步调查中。

本报记者葛兰

他7年除夕夜巡逻 他10年春节时执勤

他们为我们 守护平安年

网传隧道内车辆发生“爆炸”

交警辟谣：车辆发生自燃

翁甲根执勤时会拍照发给家人

派出所里的年夜饭成了生日宴

西安万余警力
确保春节安全

“已经20多个小时没有合眼了，终于可以躺下休息一会了，明
早10点起床，还要继续调查案件、巡逻防控。刚坐下来觉得膝盖
有些疼，原来已经肿胀，却不知是何时发生的事。你的平安，就是
我们最好的除夕……”这是西安公安临潼分局相桥派出所民警惠
巨进写在2月4日除夕之夜的日记。

临潼分局党委书记、局长陈文军说，写在日记本上的，是一个
个鲜活的故事，而日记的背后，则是沉甸甸的感动。

25万欠款拖了4年
4被告被起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