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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天3起暖心事
为长安交警点赞

本报讯（通讯员米娜记者李佳）
路边居民家中浓烟滚滚，交警立即组织
扑救；手指骨折、神经断裂，铁骑开道

“一马当先”；妇女腹部剧痛难忍，交警
背起一路疾行……这是连续3天，发生
在长安交警身上的3件暖心事。

1月10日14时10分，在长安区广
场十字指挥交通的城区中队交警接到
市民求助称，其手指被高处滑落的油桶
砸伤，手指骨折，神经断裂，需立即送往
医院医治。交警立即联系附近铁骑开
道护送，及时将伤者送到红会医院接受
接指手术。

1月11日14时许，引镇中队交警
在南横线处警返回途中，经仁义堡时发
现路边居民家中浓烟滚滚，有火灾迹
象。交警立即下车查看，发现居民家中
无人，立即拉响警笛示警，并联系附近
居民共同扑救，及时挽回了群众财产损
失，消除了险情。

1月12日16时10分，正在执勤的
城区中队铁骑队员接到指令，接应并护
送一辆拉载病人的白色比亚迪轿车。
在与拉载病人的车辆会合后，铁骑交警
一路拉响警笛，闪动警灯，仅用时3分
钟，就将病人从北站十字送至西安航天
总医院。为了使病人得到及时救治，交
警停好摩托车，背起病人跑向急救室
……据了解，50多岁的杨女士，近日腹
部不适一直吃药，当天下午突然腹部剧
痛难忍，为尽快赶到医院治疗，向交警
长安大队求助。目前，杨女士还在医院
做进一步检查治疗。

热心市民拾金不昧
暖心民警物归原主

“太感谢你们了，这些东西若是丢
了，就太麻烦了！”1月13日上午，从派
出所民警手中接过丢失的钱包等物品，
失主杨先生激动地说。

1月12日晚7时许，一位老人走进
公安阎良分局胜利路派出所值班室说，
自己是人民医院的退休职工，叫任某
某，刚才在前进路与延安街丁字口散步
时，捡到一个钱包，特地交到派出所。

值班民警打开钱包一看，里面有身
份证、银行卡两张及现金若干。在对拾
物人信息、联系电话登记并表扬后，民
警决定尽快找到失主完璧归赵。为节
省时间，民警兵分三路，经过两个多小
时的不懈努力，终于拨通失主杨先生的
电话，经确认无误后，13日上午，杨先生
来派出所领回了失物。

首席记者葛兰

八旬老人卧病在床
民警主动上门服务

1月10日，周至县公安局楼观派
出所民警在入户走访中得知，辖区楼
观镇双寨村89岁的张有勤老人，因行
动不便，常年卧病在床，导致户籍业务
一直未办理。“老人一直没办户籍业
务，家里人也都没有时间去问这事，没
想到邻里间的闲聊，让派出所民警听
到，第二天就有户籍民警上门了。”老
人的儿子说，这样的服务，让他们真的
很暖心。

昨天，记者了解到，为彻底解决张
有勤老人的烦心事，民警携带信息采
集设备，前往老人家中，通过搭建简易
工作台，协助家人为其穿衣梳洗，成功
为老人采集到符合要求的相片和指纹
信息。采集完信息后，张有勤老人及
家人脸上露出满意的笑容，感谢民警
的主动上门服务。

丁鹏首席记者葛兰

记者从 13日下午召开的
春运期间西安道路交通服务
举措新闻通气会上了解到，为
确保今年春运期间道路交通
安全畅通，西安交警部门采取
了5项措施护航春运。

第一，开展春运隐患排查
整治。包括排查运输企业安
全隐患；排查“人车路”源头隐
患；梳理排查重点路段交通安
全隐患3个方面。

第二，严管春运道路交通
秩序。包括 8个方面：1.全面
启动执法检查站。2.提前制定
分流疏导工作方案和预案。3.
做好高速公路交通管理工
作。4.加大突出交通违法行为
的查处力度。5.加强道路交通
疏堵保畅工作。6.完善警保联
动机制，落实交通事故快处快
赔措施，防止小事故引发大拥
堵。7.加强危化品运输交通安

全管理。8.做好重点领域公共
安全管理工作。

第三，加强春运交通安
全宣传引导提示。持续开展
交通信息引导服务，及时密
集发布主干公路的交通状
况、交通流量等资讯信息，广
泛宣传安全行车、安全乘车
常识。

第四，做好春运道路交通
应急管理工作。遇到恶劣天

气高速公路无法通行的，迅速
启动应急机制，及时疏散滞留
车辆。最大限度保障主干公
路通行。

第五，西安交警将继续组
织开展春运“情满旅途”活动，
为过往群众提供指路、饮水、急
救药品等便民服务，营造温暖
和谐的春运氛围。

本报记者 李佳 通讯员
王路

房子是租来的，每月 200
元，除了床和桌椅，空无一物。
唯一花钱买的，是烧水壶和电褥
子，即便如此，70岁的肖如芳仍
乐在其中。看中这间房是因为
附近有家书店，她可以免费看一
整天书，“连空调费都省了。”

肖如芳是四川德阳中江县
人，1971年她到新疆投奔亲友，
后来嫁夫生子，从此定居新疆，
在当地兵团农场当起了工人。

虽然只有初中文化，但她酷
爱写作，尤其喜欢古体诗，能写
一手非常漂亮的钢笔字，记忆
力也特别好。“只要看到开头，
我就能把整首诗背诵下来。”肖
如芳说，自己写诗从来没有进
行过专业训练，唯一的诀窍就

是多看多练习，所谓“熟读唐诗
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吟”。后
来，老伴去世，两个孩子相继成
家立业，肖如芳决定拿着每月
2000多元的退休工资，在全国
各地旅游，还在 2004年，来过
一趟西安。

去年，肖如芳回四川老家，
返程时原计划途经西安回新疆，
但来西安后，她临时决定，租个
房子过春节，“新疆冬天太冷，西
安是一座文化积淀非常深厚的
城市，在这里过春节，应该很不
错。如果定居在此，也是很好的
选择。”此次来西安，她还找到
了阔别 48年的小学同学李明
先，两人互相留了电话，对方还
邀请她去家中做客。

“落叶欲归根，归根何处寻；
试将满腔情，化作探路针。”在一
首名为《归根》的诗中，肖如芳将
她在全国各地的旅行采风，比作

“探路之旅”，“两个孩子都长大
了，没有负担，对于我来说，晚年
生活才刚开始。”

本报记者宋雨

七旬老人周游全国采风写诗

老人坚持写诗数十年 本报记者 李宗华摄

学生哭诉“丢”箱子
原是过安检时忘了取

1月10日春运首日，西安
北站候车室中，旅客小卫一边
哭泣一边向执勤民警走来。

原来，小卫家在成都，放寒
假小卫和好友一同乘坐高铁回
成都，经过检票闸机后，却发现
自己的双肩包不见了。经民警
查找，在出发口的安检仪处，发
现一个双肩包无人认领。经确
认，此包正是小卫的。原来，小

卫和朋友一边聊天一边过安
检，安检后未拿全行李。

错拿他人旅行箱
直到上车才发现

1月11日11时，西安北站
派出所民警接到报警，19岁学
生刘某称自己在北站一快餐店
就餐时，放在身旁的黑色旅行
箱不见了。民警经仔细查看，
发现小刘的餐桌旁有另一个军
绿色拉杆箱，一直无人认领。

民警依法开箱查找线索，

发现里面有一封快递，是邮寄
录取大学通知书的，通过上面
的联系方式联系到快递主人。
原来，此箱子的主人也是一名
学生，此时正在高铁上，民警打
来电话才发现拿错了箱子。之
后，民警与列车乘警联勤，让两
个旅行箱物归原主。

手包突然没了影
警察及时找回

1月12日，22岁的女大学生
小梁，快要进站时发现手包不见
了，自己也记不清丢在了什么地
方，遂向民警求助。执勤民警通
过对讲机及时联动，在地铁出站
口发现有个蓝白碎花小包。经
核对，此包正是小梁的。

原来，小梁因为行李多、着

急乘车，出了地铁一路奔跑，小
包掉落也没有觉察。

以为自己丢了包
其实找错候车室

1月13日上午，范阿姨在
候车时不慎遗落了装有800元
现金和手机的背包。她向民警
求助，民警最终在第四候车室
的座椅上，找到了范阿姨遗失
的背包，经清点，包内物品完好
无损。

原来，范阿姨准备乘坐当
天上午的 K8186次列车回安
康，不慎看错车次，坐到了第四
候车室，听提醒后才发现，应该
在第三候车室候车，匆忙间将
背包遗落在原地。

本报记者张晴悦

近日，公安未央分局谭家
派出所民警在紫薇希望城小区
入户走访时，遇到群众求助：

“警察同志，我家被偷了，小偷
就在附近。”民警问清缘由，联
合小区保安，迅速抓获一名入
室盗窃犯罪嫌疑人。昨天，未
央警方通过媒体提醒广大市
民，春节临近，一定要提高警
惕，谨防熟人作案。

原来，犯罪嫌疑人周某与受
害人王女士都是甘肃人，两家同
住在该小区，孩子也在小区里同
一个幼儿园上学。因为是老乡，

孩子又是同学，两家人很快熟络
起来。周某经常去王女士家聊
天串门，对王女士家的情况较为
熟悉，王女士觉得自己和周某就
是好朋友。

早在 2013年，王女士在女
儿十多岁时，就购买了一些茅
台酒和五粮液酒，打算等女儿
长大了当嫁妆。然而 2019年
11月的一天，她发现放在卧室
未拆封的白酒少了几瓶，过几
天又少了几瓶。发现异常后，
王女士报了案。未央警方调查
发现，王女士家中除少了几瓶

酒外，房门完好无损，其他贵重
物品也没有缺失，一时间这还
成了蹊跷事。

民警建议王女士在客厅安
装监控摄像头，没想到很快派上
了用场。今年1月9日，周某因
为缺钱花，再次进入王女士家
中，偷走了其放在卧室的房产
证，打算抵押后骗钱花。王女士
通过监控看到了“好朋友”周某
作案的全过程。

王女士赶回小区，向再次入
户走访的民警求助，民警和保安
一起，迅速将已经逃到小区门口

的周某抓获。
据警方调查，周某因欠债

无力偿还，便打起了“好朋友”
的主意。2019年 11月的一天，
她以串门为借口，在王女士家
拿到其家中钥匙，迅速配好后
再次返回。而后在长达一个多
月时间里，周某挑准王女士家
中无人之时实施盗窃，至少分
两次盗走了 30多瓶茅台、五粮
液酒，涉案金额达 3万余元。1
月 10日，犯罪嫌疑人周某被依
法刑事拘留。

本报记者李佳

西安交警五大举措护航春运

昨天，记者从西安铁路公安处西安北站派出所了解
到，今年春运刚开始4天，他们就已接到多起遗失物品求
助。西安铁警提醒广大旅客，春运期间客流较大，一定
要看管好自己的行李物品，如果发现行李遗落，要及时
向公安或车站工作人员求助。

“好朋友”偷配钥匙顺走30多瓶酒
两家同住一小区 孩子同上一所幼儿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