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官方微博：新浪/腾讯@三秦都市报

《法治之眼》特刊，在服务百姓、普及
法律的同时，更多的是想通过这个独特
的新闻平台，将和谐的声音和遵纪守法
的生活态度，用心融入到每一篇新闻的
字里行间，起到一定的警示作用。

如果您身边有感人的法治人物故
事或需法律咨询，或遇到执法困惑疑
问，或对执法不公的举报等等，都可向
《监督哨》提供。我们将在第一时间派
记者核实，客观公正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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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姨，您辛苦了，祝您母亲
节快乐！”5月 10日，母亲节前
夕，西安高陵区某幼儿园的 10
多个小朋友，走进公安高陵分局
马家湾派出所户籍室，将一束束
亲手制作的鲜花、一张张书写的
贺卡，送给坚守岗位的女民警
们。

“这份特殊的礼物，让这个
母亲节格外有意义。”民警胡慧
说，女警是一朵倔强的铿锵玫
瑰，在美丽外表下有着不屈的坚
韧，在馨香内心里，盛满庄严的

承诺和神圣的责任。
“在小朋友们都有妈妈陪伴

的时候，我们的‘警花妈妈’因为
工作，不能陪在自己的小宝贝身
边，所以我们应该对她们说什么
呢？”带队老师的这句话，让小朋
友们立刻安静下来。

这位老师说，时值母亲节，
当大家纷纷为自己的母亲献上
感恩礼物时，幼儿园希望通过这
个活动，用鲜花表达对这些“警
花妈妈”的尊重与感谢。“有人说
世界上最辛苦的职业是妈妈，无

薪水、无假期、无动机性，也有人
说世界上最辛苦的职业是警察，
加班多、超负荷、风险高，有这么
一个群体，她们同时从事着世界
上最辛苦的两种工作，她们就是
身为人母的警花们。我觉得全
社会都应该用实际行动感谢她
们。”

“谢谢警花妈妈。”一个小男
孩跑过去，向胡慧敬了一个礼，
然后深深鞠躬。这个小小的举
动，让在场的不少女民警哭了。

收到小朋友们送来的母

亲节礼物，民警们很开心，“这
群特别的小客人们，为辛勤工
作的民警心中注入了一股暖
流。”派出所相关负责人说，基
层派出所的工作繁琐而辛苦，
这份礼物，让民警同志们再一
次感受到了公安工作带来的
价值感与成就感，这份特别的
爱，也将激励所有民警以更加
饱满的激情，投入到为人民服
务的工作中去。

本报记者宋雨晁阳
实习生叶璐

出差路上，刘女士在火车
上睡着了。醒来后，摸摸口袋，
她发现手机不见了。

这是一趟从四川达州开
往陕西安康的火车，5月 10日
早上6点，发现手机不见了的刘
女士第一时间向车上的乘警报
警。

接到报警后，安康铁路公
安处安康站派出所民警党继祖
和同事迅速展开调查，并在出
站口对相关旅客进行抽检、盘

查。在盘查中，民警发现K292
次出站人群中，有一名男子脸
色发青，看到民警后，眼神飘
忽，有明显的躲闪迹象，遂将其
带至值班室，进一步了解情况。

男子姓肖，47岁，四川达
州人。由于在肖某身上发现
有明显的针孔，民警经对其毒
品尿检，确认肖某海洛因尿检
呈阳性，遂对肖某进一步检查
发现，其随身背包内有三部手
机，但有两部肖某无法解锁，

也无法提供手机号，同时面对
民警讯问，肖某吞吞吐吐，十
分可疑。

民警联系到刘女士，问她
手机的品牌、型号和解锁码。
刘女士说出来后，与肖某背包
里的其中一部手机完全吻合。
事实面前，肖某承认了自己为
筹集毒资，趁车上旅客睡着后，
在火车上扒窃的事实。

目前，肖某已被安康铁路
警方刑事拘留。相关案件正在

进一步办理中。
警方提醒：长途出行，贵重

财物一定要贴身保管，钱包、
手机不要暴露在外，防止不法
分子见财起意、顺手牵羊。对
于乘坐火车的旅客，夜间尽量
不要睡觉，多人同行可以轮换
休息，相互照应看好行李，防
止不法分子趁您睡觉之机窃
取财物。

本报记者宋雨晁阳
通讯员郝黎俊

随着城市交通的发展和车辆增多，道路
上也就出现了“蹭停”一族。不管是主干道
还是非机动车道，车子随意停放在禁停路
段，面对交警，司机借口以等人、办事、几分
钟就好等应对。

针对频繁出现的“蹭停”行为，近日，西
安交警将进行全面整治。对于在施划有黄
道沿、禁停标志路段“蹭停”的车辆，将按照
违反禁令标志指示，记3分罚款200元。

整治活动开展以来，交警经开大队对违
法“蹭停”现象保持高压震慑态势，采取巡逻
管控和定点严查相结合的方式，以未央路、
文景路等路段为重点整治区域，对路面乱停
乱放的车辆进行强力整治，发现机动车违法
停车行为，机动车驾驶人在现场的，教育后
责令其驶离；机动车驾驶人不在现场的，张
贴违法停车告知单，并采取拍照方式固定证
据，切实形成严管、严罚态势。

民警介绍，蹭停也是一种违法停车行
为，其占用机动车道时，使后面车辆不得不
变道通过，影响了其他车道的正常通行，也
容易引发交通事故，而如果占用非机动车
道，则迫使非机动车不得不行驶到机动车道
上，造成机非混行，这样就存在较大的安全
隐患。

为扩大宣传覆盖面，树立文明停车意
识，经开大队执勤民警还充分利用双微自媒
体平台，积极发布交通安全宣传新闻素材，
增加社会关注度，进一步提高广大驾驶人自
觉规范停车意识，全力为辖区市民出行创造
安全、畅通、有序的道路交通环境。

本报记者宋雨晁阳

近日，西安蓝田县交警大队通报了两起
典型交通事故，旨在提醒各位驾驶人、行人，
以及其他交通参与者，遵法守规、安全出行。

4月12日晚8时10分，李某某驾驶小型
普通客车，沿107省道由西向东行驶时，遇行
人冉某某由南向北横过道路。因李某某观察
不周，夜间未降低行驶速度，加之冉某某夜间
横过道路未确认安全，致使车辆与冉某某碰
撞，造成车辆受损、冉某某当场死亡。

交警提醒，只有在参与交通活动时严格
规范自己的行为，才能防患于未然，确保人
身和财产安全。

4月21日晚上9点半，叶某某驾驶小型
客车，沿水安路由西向东行驶至蓝田县安村
镇白村中学西侧时，适逢王某某驾驶普通摩
托车同方向在其前方行驶。因叶某某夜间
驾驶车辆超速、观察不周、操作不当，致客车
与摩托车发生碰撞，造成王某某当场死亡、
车辆受损。

肇事后，叶某某弃车逃离现场，后于4
月22日到蓝田县交管大队投案自首。

交警提醒，骑乘摩托车牢记四句话：有
牌证、戴头盔、不酒驾，限两人。此外，十次
事故九次快，超速行驶等严重交通违法行为
是交通事故的重要诱因之一，开车切记勿超
速。 本报记者宋雨晁阳

交警经开大队
开展“蹭停”车辆整治

蓝田交警发布事故提醒
开车切记勿超速

户籍室来了群小朋友

鲜花送给“警花妈妈”

什么是法律、为什么学法

民警“护学岗”搬到课堂上

为筹毒资火车上偷手机

6年风雨无阻情洒“护学岗” 后续

在西安坤中巷小学门口有
个“护学岗”，每天上下学，民警
张民智都会准时出现在这里，守
护过往学生的安全。

4月24日、5月1日，三秦都
市报的连续报道引发舆论广泛
关注。6年风雨无阻，西安公安
新城分局解放门派出所的这个

“护学岗”成为一道温暖的风景
线。

昨天，“护学岗”民警张民
智、边永民来到坤中巷小学五年
级二班，给师生们上了一堂以

“与法同行健康成长”为主题的
法制教育课。

民警进课堂
为小学生普法

五年级二班一共 43个学
生，昨天上午10点半，班里刚刚
结束了一场辩论赛。

黑板报上，孩子们用五颜六
色的笔，绘制出不同主题的专题
常识，内容涉及扫黑除恶、垃圾
分类、食品安全等等。

“小学生安全知识一直都比

较受重视，班级每个月都会组织
各种安全主题的活动。”班主任
刘丽萍告诉记者，现在的家长更
注重素质教育，撇开学习不谈，
他们注重孩子的健康发展、个性
多样化。

两位民警走进课堂，少先队
员给他们戴上红领巾。边永民
走上讲台，向老师和学生们讲解
了什么是法律、为什么学法、学
哪些法等内容。

边永民还特意分享了自己
在工作中办理的几起真实案例，
鼓励广大学生要通过对法律知
识的学习，提高自我保护能力，
自觉抵制不良风气。

“小朋友们，你们平时玩游
戏吗？”民警开口第一句话就吸
引到了孩子们，大家的积极性完
全被调动了起来。

边永民给大家说了一个前
不久发生的例子，一个 11岁的
小学生，用父母的手机在网上购
买游戏装备，被骗了 1万多元，

“很多人觉得诈骗和小学生应该
没什么联系，但事实并不是这

样，我们经常能接到一些涉及小
学生被骗的报警。”接下来，边永
民给学生们详细讲述了冒充熟
人、冒充公检法、兼职刷单等常
见的骗局。

边永民还把“教科书式的
报警”也搬上了讲台，“小朋友
要记住，首先要说清楚时间、
地点、事情，把遇到了什么事
情说清楚，在哪里；然后一定
要保持电话畅通。记住这两
点，警察叔叔们会第一时间赶
来帮你的。”

“护学岗”不仅在路上
也在课堂上

上课结束，张民智来到学生
们中间，从安全自救、预防未成
年人犯罪、远离毒品等方面，回
答大家的提问。

“平时，我自认为对安全防
范做得挺到位的，但听过课之后
才发现，自己很多安全知识其实
都没有掌握到位。”小朋友高尚
林告诉记者，“这次爸爸妈妈没
来，我回去要把今天听到的内容

跟他们讲一遍。”
“我们要像关心水、空气、食

品的安全一样来关注青少年的
法制教育，关注他们法治理念和
法治意识养成。”解放门派出所
副所长王威说，青少年只有在法
治观念引导下养成守法的行为
习惯，才开始具备用法治的思维
方式看待问题、分析问题、解决
问题的能力。长大以后才能成
为守法公民。

“通过法制教育课，让学生
们学法、知法、守法，对法律有了
进一步认识，尤其是未成年人的
自我保护能力有所提高，”坤中
巷小学校长张文霞说，6年时间，
张民智的“护学岗”就像一道铜
墙铁壁，给孩子们撑起了一片安
全的天空，他身体力行地推动未
成年人保护、防止校园欺凌，将
爱的种子播撒到孩子们的心头，

“‘护学岗’不仅在路上，也在课
堂上，已经成为青少年普法教育
的一个重要载体。”

文/图本报记者宋雨晁阳
实习生叶璐

民警进课堂，上法制教育课。

张民智来到学生们中间，回答大家的提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