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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按照西安公安交
警支队“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主题教育领导小组办公
室要求，交警曲江大队围绕
人民群众最盼、最急、最忧、
反映最强烈的热点问题，精
准选题，深入辖区雁翔路调
研，着力解决交通管理工作
瓶颈。

雁翔路是一条贯通南北
的城市主干道，近年来，随着
曲江二小、西北妇女儿童医

院、雁翔广场等相继建成并
投入运行，沿线新开放楼盘、
新入住居民不断增多，每逢
节假日，交通拥堵很严重。

在雁翔路十字，交警曲
江大队大队长郭邦仔细查
看往来交通状况，并与执勤
民警零距离接触，与群众面
对面交流，问需问计、找准
问题、详定措施，并对存在
的问题一一剖析，进一步优
化道路通行环境，提高道路

断面通行能力匹配度，减少
瓶颈。

郭邦说，要进一步提高
认识，把建设城市现代交通
体系、畅通城市交通作为保
障发展和改善民生的重大任
务，以堵点治理为着眼点，进
一步强化措施、加大力度，切
实打好治堵攻坚战，着力缓
解交通拥堵状况。

在西北妇女儿童医院，
交警曲江大队副大队长刘鸿

带领西影路中队、秩序中队
民警，实地查看了高峰期的
交通运行情况，研究交通疏
导方案。

在“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主题教育中，交警曲江
大队将着眼群众关心关注
的交通安全出行问题，在城
市的高质量发展与群众对
于公共出行的新诉求之间
找到最优解。

本报记者宋雨晁阳

破解雁翔路拥堵“瓶颈”

11年前，成晋大学毕业。
这个师范类文学专业的“文艺
青年”，曾打算当一名老师。

一次，他无意间看到了一
段人民警察的宣传片，“金色盾
牌，热血铸就，危难之处显身
手”看后，成晋热血沸腾，深感
钦佩。

当老师的梦想从此搁浅
了，他决定报考公务员，当一名
真正的警察。

夜查酒驾被拖行10多米

渭南交警临渭大队，“80
后”交警成晋已经工作了 11

年。从事故科、车管所，到违
法处理站，再到一中队中队
长，他用自己的努力，给 11年
前的那次选择，交了一份很不
错的答卷。

今年 4月 29日晚上 10点，
成晋带着民警在辖区渭花路与
站北路十字例行检查酒驾。一
辆陕A牌照的越野车，由北向
南驶来，成晋示意司机靠边停
车，接受检查。

“您好，请熄火并出示驾驶
证和行驶证，配合我们进行酒
精测试。”正在成晋将酒精测试
仪递到驾驶员孙某嘴边时，孙

某突然踩下油门，强行闯关，加
速逃离。

成晋紧紧抓住车把手，被
车带行并拖移了10多米。“我
意识到他要跑的时候，第一反
应是如果让他跑了，有可能给
群众造成极大的威胁，所以当
时没有松手希望他能停下来。”

这次受伤，让成晋的右髋
臼骨折、右颈骨挫伤，多处韧
带损伤及脑震荡。事故发生
后，成晋连夜被送往渭南市骨
科医院进行治疗。怕家人担
心，他打电话告诉妻子，自己
要执行任务，需要一个星期才
能回家。

妻子不相信，向成晋的同
事们打听情况，这才得知丈夫
受伤的事情。她赶忙和家人来
到医院，进门第一句话就是“你
打算瞒到啥时候？”

积极为辖区群众排忧解难

刚参加工作时，成晋在保
丰中队工作，当时恰逢连霍高
速西潼段四车道改八车道，高
速路封闭，所有车辆都涌入310
国道，每天的车流量非常大，有
些司机为了抢时间，逆行导致
发生拥堵。

成晋带着民警实地调研，
指挥疏导交通，对一些违规行
驶的司机，进行批评和处罚，时

间久了，很多司机觉得成晋“不
近人情、太难说话”。

成晋坦然面对了这种说
法。“人在路上，心在路上，服务
在路上，形象在路上，爱民在路
上”他说，交警的职责就是预防
事故，缓堵保畅，每一次从严执
法只是为了保证大多数司乘人
员的利益，不能因为害怕承担
责任，而不作为，“只要对得起
自己的职业，对得起辖区群众，
做到问心无愧，受一点委屈又
有什么？”

在支队和大队的领导帮
助下，成晋和他的同事们弘扬

“爱民”主旋律，推动民生警务
大发展，倡导“手勤、眼勤、腿
勤、嘴勤”四勤工作法，在做好
本职工作的同时，他更是率先
模范带头，积极为辖区群众排
忧解难。

“大火烧伤急需救治、病重
小孩急需送医，别害怕，我们
在”“老人路边摔倒，别害怕，我
们在”“云南乘客丢失证件着急
赶火车，有我们在”……在排忧
解难之余，他更是先后多次组
织民警开展“警营开放日”“七
进宣传”等活动，深入辖区学
校、农村、商铺、小区等进行交
通安全宣传。

文/图本报记者宋雨晁阳
通讯员崔正博

昨天，西安警方发布最近
一周的小案警情。

110平台数据显示，7月 12
日至 7月 18日间，全市共接刑
事类报警环比下降8.2%。

南门王府井商场、红会医
院周边、北客站周边、各公交站
点为“小案”易发区域，警方将
重点开展打击行动，同时提醒
游客及群众在出行、游览时多
提高安全防范意识。

7月16日下午3点，公安高
新分局便衣大队在蹲点守候
时，在唐延路旺座现代城，抓获
两名盗窃电动车的犯罪嫌疑
人，现场查获被盗电动车一
辆。警方介绍，嫌疑人田某鹏，

男，41岁，宝鸡扶风县人；嫌疑
人杨某强，男，41岁，咸阳兴平
市人。

经现场突审，两人对其盗
窃电动车的犯罪事实供认不
讳，目前已移送唐延路派出所
进一步审理。

7月11日下午6点，公安碑
林分局长安路派出所便衣侦查
中队经过两个月的蹲守，在安
东街路口抓获了一名利用技术
开锁，盗窃车内财物的嫌疑人。

警方介绍，早在今年 5月，
辖区某商场地下车库，发生了
一起车内财物被盗案件，民警
调取了案发现场的监控，锁定
了嫌疑人的体貌特征，在走访

调查过程中，民警发现该名嫌
疑人，曾实施过另一起类似的
盗窃案件。

随着案件调查的不断深
入，嫌疑人真实身份信息得以
确认。经过多日蹲守，终于将
该嫌疑人抓获，并在其住处查
获了不少赃物。经讯问，嫌疑
人对其盗窃车内财物的违法犯
罪事实供认不讳，目前，案件正
在进一步调查深挖中。

警方提醒：扒窃类案件发
案较上周有所上升，易发提示
区域为：碑林区王府井商场、红
会医院周边；西安北客站周边；
盗窃车财类案件发案较上周有
所上升，易发提示区域为：清凉

寺北路与朱雀南路沿线；入室
盗窃案件较上周有所下降，易
发提示区域为：未央区未央路
沿线小区附近；盗窃电动自行
车案件较上周有所下降，易发
提示区域为：河址西村周边，长
安北路沿线。

警方提示：在您受到不法
侵害或发现犯罪线索时，要及
时报警，积极配合警方打击违
法犯罪的行动。同时，在您报
案后，如发现民警存在接处警
不规范问题的，可随时拨打110
或警风警纪投诉专线号码
86751900进行投诉，警方将立
查立改并严肃追责。

本报记者宋雨晁阳

男孩徒步50公里找妈妈
多亏遇到了铁路警察

被爷爷责骂了几次后，14岁男孩背着
书包，独自出门找妈妈。

从四川达州河市镇，沿着铁路一直走，
走到达州市宣汉县境内时，被铁路民警发现
了。此时，男孩已经走了50公里。

事发7月17日下午1点，安康铁路公安
处宣汉站派出所接到列车司机汇报称，辖区
有个孩子，在铁路线附近独自行走，看着很
危险。

接警后，民警和联防队员迅速展开排
查，寻找了两个多小时后，在襄渝南线
K579+100处，发现了一个男孩。

通过询问得知，男孩是四川达州人，上
初一。由于父母常年在浙江打工，男孩平时
和爷爷奶奶生活，暑假期间，男孩不好好复
习功课，被爷爷多次责骂。一气之下，男孩
决定离家出走，徒步去浙江找妈妈。

从他家到浙江，该怎么走？男孩打算沿
着铁路流浪。事发当天，他凌晨5点多就出
门了，被民警发现时只带着一个书包、一个
水壶和一部手机。

了解情况后，民警将男孩带回辖区警
务室与其谈心交流，安抚情绪，通过男孩
随身携带的手机，与其家人取得联系，当
天下午 3点，男孩的家人赶到警务室，将
他安全接回家。

本报记者宋雨晁阳通讯员吴世兵

4岁女孩街头迷路
民警帮助找家人

7月 20日上午 10点半，公安碑林分
局红缨路派出所接到报警称，有人在含
光路与光大路十字，发现一个小女孩，不
停地哭。

报警人说，小女孩应该是迷路了，也说
不清楚家庭住址，希望民警来现场看看。

民警迅速赶到后，了解了详细情况。
女孩4岁，除了能说清自己的名字外，其余
家庭信息一概不知。民警将小女孩抱上警
车，在附近的大街小巷走访寻找。

一个多小时后，当民警一行走到黄雁
村十字附近时，遇到了女孩的父母。“孩子
一早上就走失了，我们都快急疯了，真是
虚惊一场，”女孩妈妈说，得知女儿走失
后，一家人都分头去找，多亏了好心市民
和警察的帮助。

民警提醒，每年暑期往往是儿童迷路、
走失事件的高发期，各位家长带孩子去超
市、商场、公园、游乐场等儿童游玩场所需特
别警惕和注意，不要让孩子离开自己视线；
家长平时应引导孩子自己学会保护自己，比
如要树立安全意识，外出时要紧跟着自己的
家人，不相信陌生人的话，不接受陌生人给
的东西，更不能跟着陌生人走；可让孩子随
身携带GPS防走失仪器，对孩子的位置进行
定位；教孩子记住家人的身份信息、手机号
码以及家庭住址和周边环境信息；不要让孩
子在无人看护的情况下单独外出或跟其他
孩子外出。

本报记者宋雨晁阳

西安警方发布小案警情
公布扒窃类案件易发区域

夜查酒驾被拖行10多米
——记渭南交警临渭大队民警成晋

成晋在学校开展安全教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