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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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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系方式：
QQ邮箱：
290435464@qq.com
电话：965369
手机：13991307976

监督哨

9月8日，西安交警碑林大
队举办第四期“小小交警”交通
安全公益活动，旨在进一步提高
中小学生的交通安全意识，增强
学生对交警工作的了解，拓展

“交通安全进校园”的宣传形式。
40组家庭通过网上报名，

参加了活动。在咸宁西路与经
九路十字，民警严凤佳为小朋
友展示并教授了“交通警察指
挥手势”，小朋友们在民警的指
导下，迅速掌握了每一个指挥
手势的特殊含义和动作要领。

民警李天成通过问答等互
动方式，给小朋友们详细讲解了

怎样避免驾驶员的视线盲区、没
有过街设施时怎样横过马路、怎
样安全乘车等交通安全常识。
并引导他们将这些安全常识告
诉自己的家人、朋友，平时还要
监督他们，让他们和自己一样，
做文明交通的小使者。

在指挥中心，民警向小朋友
们讲解了交通事故接报警和交
通勤务指挥等工作，针对事故多
发路口、易堵路口进行不间断的
视频巡逻，如果发现了路口有事
故、堵车以及其他情况，可以通
过对讲机通知路面交警前去查
看。讲解了道路交通安全法律
法规和交通安全常识。

通过互动、体验、教育等寓
教于乐的形式，孩子们的道路
交通安全意识和能力都得到了
提高，大家听得十分认真，有的
小朋友还将重要的知识点随手
记录下来。“安全是第一位的。
在课堂上，孩子们更多的只是
学到一些理论知识，但通过这
样的活动，孩子们可以亲身体
验和学习儿童道路安全知识。”

一位家长说，希望通过持续开
展交通安全宣教与实践活动，
进一步提高老师、家长及全社
会对于儿童安全出行的重视程
度，为其构建更好的成长环境。

文/图本报记者宋雨晁阳

从保家卫国、雷厉风行的战
艇指挥员，到隐身人群、除暴安
良的刑侦警察，纪东辉完成了职
业生涯的华丽转身。

退役不褪色，转业不转志，
他用汗水、忠诚践行着心中的梦
想和入警初心，入警半年以来，
不怕辛苦，善于钻研，连破多起
流窜盗窃案件。

“来西安第一次作案
就栽了”

在西安公安莲湖分局枣园
派出所，纪东辉以擅长研究监控
视频闻名。

每天上班第一件事，他都会
对划定前一天的高发案区域，通
过监控视频，分析研判警情，梳
理特点和规律，制定打击措施。

辖区每一条路的监控，他都
了然于心，时间久了，他逐渐总结
了一套通过监控来追踪破案的方
法，同事们将此称为“纪氏战法”。

今年3月14日清晨，汉城北
路多辆汽车的玻璃被砸，纪东辉
主动请缨，牵头侦办此案。因为
案发地没有监控设施，案件侦破
难度很大，他在对现场走访调查
时发现，距离中心现场 200米，
一辆黑色大众轿车也被砸了。

以大众轿车为圆心，纪东辉
找到了距离这里最近的一处监
控。经过反复研判分析，他初步
锁定了犯罪嫌疑人：身穿黄色上
衣，白色运动鞋，徒步实施犯罪。

在对监控进行进一步分析
后，一名赤裸上身的男子，引起
了纪东辉的注意。案发时，西安
的天气还比较冷，如此反常的打
扮，疑点太多。通过对男子的长
时间跟踪，纪东辉找到一个规
律，“男子的走路姿势、步行速
度，与监控中的嫌疑人很相似”。

随后的跟踪，证实了纪东辉
的判断。案发当天，该男子在一
个城中村的街道，相继偷走了两
件上衣，“作案时，他穿一件蓝色
衣服，作案后，换上了黄色衣服，
以此干扰警察的侦查视线。”案
发当晚9点，民警在男子的租住
地将其抓获。

面对突然而至的警察，嫌
疑人惊呆了，“来西安第一次作
案就栽了。”

“要用蛮劲，也要用巧劲”

案件的成功侦破，坚定了纪
东辉利用监控进行侦破案件的
信心，也不断丰富了监控侦破的
工作方法。

3月19日，辖区再次发生车

玻璃被砸案件，纪东辉带领便衣
中队民警介入调查。

通过现场勘查和走访发现，
案发当晚9点，21岁的嫌疑人被
纪东辉和便衣中队民警现场控
制，嫌疑人偷来的东西，还没来
得及销赃。

“纪氏战法”的娴熟运用，
让不少民警为之赞叹，纪东辉
却投入到对新技术的钻研中。
昨天，当记者问起纪东辉利用
监控追踪破案的经历时，他说：

“视频监控中有一种特别的魔
力吸引着我，工作时要用蛮劲，
也要用巧劲，用蛮劲要静下心
一帧一帧地看、一帧一帧地分
析，但只用巧劲，能确定关键证
据，那就快多了”。

说起纪东辉监控视频破案，
还曾有一个特别的经历。今年5
月，纪东辉在侦办一起盗窃电动
车案时，现场的监控视频，他仅
看了几秒，便得出结论，“不用再
往下看了。”

同事们很纳闷，监控不是很
清楚，怎么追踪呢？原来，纪东
辉发现嫌疑人是骑着某品牌单
车，作案后，单车就放在原地，民
警根据单车编号，很快就确定了
嫌疑人。

文/图本报记者宋雨晁阳

长安交警开展
面包车专项整治

为进一步强化辖区面包车交通安全
管理，有效预防和减少面包车道路交通事
故发生，近日，西安交警长安大队环山路
中队集中开展面包车交通违法专项整治，
确保辖区交通安全形势持续平稳。

在集中行动首日，共检查各类面包车
210辆，其中查处超员12例，不按规定行驶
36例，扣留违法车辆2辆，查处其它违法行
为8例，有效打击了面包车交通违法行为。

为确保行动顺利开展，中队每天早
上进行再动员、再学习，对违法车辆的违
法行为、违法代码、处罚标准，进行深入
学习研究，进一步提高民警的业务能力
和执法水平。

同时，根据辖区交通状况，民警兵分三
路，分别在107省道陈村转盘、107省道子
午老收费站、秦岭野生动物园劝导站对面
包车超员、不按规定车道行驶、非法改装、
涉牌涉证等违法行为进行统一查处，进一
步强化交通秩序管理，努力减少因面包车
交通违法行为导致的重特大交通事故。

本报记者宋雨晁阳

西安高陵警方
净化社会治安环境

近日，西安警方开展了为期3个月的安
保打防整治攻坚行动（代号“飓风行动”），
高陵警方通过扎实有力的举措，迅速掀起
刑事案件打防工作高潮，有效净化社会治
安环境。

9月5日，公安高陵分局局长方明，前
往巡特警大队和通远派出所，检查指导
工作，希望每一位民警以身作则，率先垂
范，牢记公安使命，努力追赶超越，扬长
处，补不足，比成绩、赛作风，打造一支铁
军队伍。

行动开展以来，通远派出所以毒品案
件侦破为切入口，集中时间、集中警力，多
次召开专题会议，破获一起毒品案件，抓获
嫌疑人4名。

崇皇派出所抓获盗窃货车柴油嫌疑人
一名，追回柴油640公升，破获系列案件10
余起。

便衣大队紧密结合高陵辖区实际，围
绕多发性侵财案件，在防范和打击方面均
有实际成效。相较去年，街面案件破案率
同比增长了300%。

马家湾派出所行动迅速，目标明确，经
过大量的调查和多地奔波，破获一起金额
高达几百万元的诈骗案件，抓获两名逃犯。

交警大队牢牢抓住提高群众满意度、
不断改善高陵交通环境，特别是全力降低
人民生命财产损失的总目标，梳理短板问
题、强化纪律作风，进一步挖掘警力，组织
研判、加大整治。据统计，今年以来，交警
大队共计查处大货车超载406例，行政拘留
无证驾驶人员 118名，查获酒驾人员 329
名，查获逾期未年检车辆106台，违反禁止
通行规定行为449起，在全区形成了高压严
管的交通整治态势。

本报记者宋雨晁阳

战艇指挥员转业当警察

这个刑警有套“纪氏战法”

“爱铁路，保安全，铁路
法，学仔细，过道口，不着急，
不抢行，不钻杆……”9月 3日
上午，在安康市旬阳县草坪九
年制学校的校园里，刚刚结束
开学第一次升旗仪式，五年级
一班的全体学生便在旬阳北
车站派出所民警的领读下，重
温铁路安全“不字歌”，作为自
己的开学第一课。

据了解，为深入开展“平安
站车路 金盾护你行”专项行
动，切实提高铁路沿线中小学
生爱路护路安全意识，安康铁
路警方利用秋季开学之际，从9
月 1日到 9月 3日分别组织辖
区各车站派出所进学校、进课
堂，通过开学第一课宣讲、爱路
护路小卫士评选、我是铁路小
卫士征文等活动，让铁路安全

意识深入中小学师生心里。
“很感谢车站派出所民警

能来给我们的学生进行安全
辅导，课讲得特别精彩，孩子
们也很受启发。”听了民警的
开学第一课，旬阳县草坪九年
制学校的副校长冯亮颇有感
触地说道。

据他介绍，旬阳县草坪九
年制学校现有师生 500余人，

不少学生家都住在西康铁路
沿线，其中还有部分学生每天
上学要通过草坪铁路桥，存在
很大的安全隐患，幸好学校长
期以来一直和旬阳北站派出
所建立校所联动机制，定期开
展安全宣传、定点进行安全盯
控、定人落实安全责任，确保
了多年来该校区段内未发生
一起路外安全事故。

西安交警碑林大队：“小小交警”交通安全公益活动

纪东辉（右）和同事研判视频监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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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学第一课
跟民警学安全知识

新学期伊始，万象更新，各个中小学一下子热闹
起来。

为提升中小学生们的安全意识和自我防范意识，
从源头上有效预防和减少安全事故的发生，我省多
地公安机关，积极开展安全教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