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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 者 杨勇 通 讯
员 马丽萍）“你不是在医院吗，
咋还来给我送身份证？我还在
想这事等你出院了再说。”近
日，郑州市十八里河镇的李大
娘紧握着赵华的手，说话间差
点掉泪。

赵华是十八里河分局户籍
内勤，作为一名男民警，自部队
转业入警以来，先后从事刑侦、
派出所治安工作，从未干过户
籍内勤。因为工作的需要，当
领导找到他时，他毅然接受了
任务，从事了户籍工作。一开
始，由于业务不熟悉，经常遇到
这样那样的问题，但赵华不灰
心、不丧气，不耻下问，经常向
多年从事户籍工作的年轻、有
经验的户籍内勤请教，一个小
问题都不放过，直到弄懂、弄透
为止。

从 事 户 籍 工 作 近 半 年 时
间，他就亲自登门为辖区群众
办理二代身份证 100 多人，为
群 众 解 决 疑 难 户 口 10 余 人 。
特别是辖区孤寡老人刘老汉，
已年过八旬，膝下无儿无女，且
生活不能自理，一直在十八里
河镇敬老院生活。因为党的政
策好，镇敬老院统一为一批孤
寡老人办理医疗保险，需要二
代身份证，但刘老汉的身份证
一直未到派出所换领。赵华听
说后，就带着照相器材亲自登
门为刘老汉采集人像，在最短
的时间内为刘老汉办理了二代
身份证，并亲自送到刘老汉的
手中。

赵华不但工作认真、任劳
任怨，对家庭也极有责任感。
每天一下班，他就回家照顾老
人、妻子、儿子，陪老人聊天，帮
妻 子 分 担 家 务 ，教 导 儿 子 学
习。他的妻子身体一直不太
好，儿子自小眼睛患病，且父母
年事已高，家庭负担非常大。
但是，这些困难赵华从来没有
说起过，不论单位什么时候让
加班，他都毫无怨言。

去年 8 月份，在一次体检
中他被查出患有癌症，当时一
下子就蒙了。经过一段冷静
后，赵华反过来安慰妻子，还要
瞒着年迈的父母。赵华在承受
病痛折磨的同时，还要承受巨
大的心理压力，对工作的执着
和对家人的爱让他一次次咬牙
撑下去了。尽管赵华没有告诉
任何人，但他细微的变化还是
被治安大队长荆自建发现。了
解到赵华在这样的压力下仍然
把工作做得井井有条时，他落
泪了。

赵华的情况被层层上报，
同时他也被单位“逼”进了医
院。十八里河分局领导相继给
赵华送去了慰问金、慰问品，并
一再叮嘱他好好配合医生治
疗，争取早日康复。就算在这
种情况下，赵华也没忘了工作，
仍惦记着抽空把已经办好的二
代身份证给李大娘送过去。

随 着 赵 华 生 病 的 消 息 传
开，辖区的不少百姓听说后，纷
纷赶到医院看望，李大娘还把
自己喂了几年的老母鸡炖成鸡
汤给赵华送去，说是给赵华补
身子。

“微社区”内时常宾朋满座
微信平台里有一个“微社区”，这里最受

访客青睐，访客有疑问马上就能得到答复，因
此访问量也最大。有一条留言这样写道：“以
前想问个事，得找个交警队的熟人打听，为一
句话甚至还得往交警队跑一趟，现在只需要
进入交警的微信平台，啥样的问题都能很快
得到答复。”在“微社区”内，访客与民警可以
交流，访客之间也可以相互攀谈，有些对交通
知识懂得多的访客，也乐于在此侃侃而谈，其
他访客也愿洗耳恭听。

有一位访客的问题很离奇，她想到交警
队去办事，问交警服务大厅的人多不多。民
警还真去大厅里面看了看，然后告诉她有 13
个人在等待办理。这么随意一问，还真让民
警受到启发，如今郑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所
属二大队的办事大厅每小时在“微社区”内公
布一次办事人数，供访客们参考。

“微信服务日”与“电子杂志”
郑州交警的“微信服务日”每月开办一

次，事先会在微信平台上公布。这一天，交警
支队组织车管、事故、执勤、违法处理等方面
的民警齐集一起，通过微信平台集中回答访
客们的各种疑问。有一些重要的内容，民警
们还别出心裁，事先制作一些明星级的动漫
人物，以人物间滑稽的表情和幽默的对话，把
需要提示的内容讲出来，以此来吸引访客的

关注，寓教于乐，很受欢迎。
在“微信服务日”里，民警们一整天都在

与访客互动。曾有一位叫“走路客”的网友
说：“现在很多事都是速成，学交规速成、考驾
照速成，拿了驾照就上路，咋能保证不出事
呢，有你们这样一个平台，我们真的是求之不
得。”民警也切身感觉到这种渴求。

“电子杂志”是微信平台推出的又一道交通
大餐，有专人编辑，选材考究，每月一期，内容简
洁实用。今年3月份编发的一期“电子杂志”中，
有一条内容很受欢迎。一辆大货车在市区一处
交叉路口右转，将一模拟物挂倒后碾压在车轮
下，民警现场亲自作演示，结合动态图片，清晰地
显示司机视觉盲区的角度，让人看了如身临其
境，过程逼真、令人震撼。5万多个粉丝近水楼台
先行收阅观看，接着又大量转发。与郑州交警支
队有联盟关系的20多家移动互联平台成员单位
也帮助扩散，受众人数就更多了。

“千里眼”“顺风耳”的现实版
交警的“微信平台”上还有一个板块深受

访客欢迎，这就是每天针对市区主干道、易堵
路段，在早晚高峰时段不间断的路况发布。
一名关注交警微信的粉丝说：“我们的确很感
谢交警的及时提示，让我们少受了很多塞车
之苦。”在路上执勤的交警也有感觉，以前一
些路段发生拥堵要强行分流，现在稍微一堵，
就能明显感觉到过来的车辆在减少，很多私
家车主从微信平台上得知前方塞车，大老远

就改走其他道路了，这不就是活脱脱的“千里
眼”、“顺风耳”的现实版吗？与传统的管理模
式已不能同日而语。

粉丝们和交警打得火热
一起小事故，双方长时间在原地纠缠，谁

也不管道路堵成啥样，这是不少人都司空见
惯的事。究其原因，就是很多人不懂得快速
理赔的程序处理。郑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有
针对性地制作出一套图片，先是两个交警分
别作为一起事故的甲乙双方，然后就在路上
现场演示，从发生碰撞、撤离现场、快速理赔，
每一环节全都依法当场显现。这一组图解马
上就发送到数万粉丝的手机上，紧接着又被
大量转发和点击。类似这样的交通热点问
题，交警的微信平台上经常会有。

郑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政委李彦君说：
“‘微信平台’不能只是具备查询、问答功能，
还要针对交通热点、疑点、难点来运作，让它
成为一个‘万宝囊’，这样才会有生命力。”今
年的清明节，郑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事先详
细绘制出市区周边陵园的车辆行驶路线图，
并将堵塞后的绕行路线和所有停车场全标注
得清清楚楚，受到祭扫者的热赞。

郑州交警利用自己的“微信平台”与粉丝
们打得火热，引来越来越多的人关注和加入，
使交通管理者的理念悄无声息地走进千家万
户。服务，在这里得到无限延伸 。

(线索提供 彭天增 李冰)

本报讯（记者 杨勇/文图）郑州市陇海路
快速化工程已经开工，本来设计两车道的保通
路由于部分单位门前违法停车，导致原本就变
窄的道路更加难走，一堵车便绵延几公里。

昨日，郑州市公安局交巡警部门开始在陇
海路沿线对乱停乱放车辆进行严厉处罚和清
理。昨日上午 10 时许，在郑州市陇海路与交
通路交叉口向东不远处的路南侧，交巡警三大
队民警正在对路边乱停放的机动车进行拍照
取证，并张贴违法停车通知书。在此路段，道
路中间已经被高架路施工工地占据，两侧狭窄

的两车道上，机动车占据一个车道，非机动车
和行人在另一车道上混行，路边随意停放的车
辆，让本来就拥挤的陇海路变得更加狭窄。

郑州市公安局交巡警三大队民警介绍，由
于施工和集中碾轧，陇海路部分道路坑洼不
平，小坑不断，加上路面比较窄，行车速度缓
慢，目前的交通非常脆弱，所以一定要杜绝乱
停乱放行为。沿线公交车辆停靠时，有的占用
两个车道，后面的小车被迫停靠，造成人为的
拥堵，下一步交警将对此类公交驾驶员进行警
告教育处罚。 （线索提供 沈豪杰）

本报讯（记者杨勇）4月22日18时许，中牟
县公安局交警大队民警朱坡松、雍军在绿博园
门口执勤时，发现一辆豫N牌照的轿车停在快
车道上，并且未设置任何警示标志。

两名民警立即上前询问，得知车上四个
人都是商丘人，来绿博园游玩返回时车辆突
然在路上熄火，再也打不着了。了解情况

后，民警指挥车主把车推到路边，打开双闪
灯并摆放反光锥，做好现场防护工作，防止
出现意外。

天色渐黑，维修人员能不能来还很难
说，车上 4 人归心似箭。有多年驾车经验的
民警朱坡松从警车上拿下来修车工具，不顾
油污直接趴到车上找故障。经过近 20 分钟

的检查，朱坡松发现原来是发动机上一个线
头脱落，就自己动手将线头接好。之后，车
主张某上车打火成功。

车辆修好了，张某等人惊喜不已，忙拉
着两位民警的手表示感谢。“俺还以为今天
回不去了，准备在路上凑合一晚呢，没想到
这么快就修好了！”（线索提供 王好林 耿磊）

服务在这里延伸
——郑州交警的“微信平台”建立之后

□记者 杨勇

炖锅鸡汤
送给好民警

路面清障保陇海路畅通

◣▼昨日，河南警察学院260名师生来到郑州市公
安局特警支队，了解郑州特警的生活和工作情况，零距离
体验特警生活。

记者宁晓波通讯员康三军 摄影报道

不久前，玩微信似乎
还只是一些时尚年轻人的

专利，如今它却在交通管理中大
显神通。今年初，郑州市公安局交
警支队的微信平台问世，很短时间内
就引来大量访客，许多网友的疑问足
不出户就得到解决。郑州市公安局
交警支队支队长窦立勇说：“这是

开展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
的一个很好的载体。”

路遇外地故障车 好交警热心修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