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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众过节，交警“过关”。国庆黄金周，黔南交警全力
以赴保障交通安全，以实际行动展现交警“温度”，向大家
交出一份满意的答卷。

10月 1日 20时许，一名游客带着一个小孩在克度“天
眼”科普基地拦下警车，向执勤的平塘公安交警寻求帮
助。据了解，这名游客看到小孩在大声地哭泣，便上前询
问情况，得知小孩与家人走散，便拦下警车寻求帮助。交
警开着警车带小孩去其与家人走散的附近，看到有几个神
情紧张的家长在找人，便上前询问，得知他们正是小孩的
家人。据了解，小孩一家是塘边人，趁着国庆一家人便来
到克度“天眼”科普基地游玩，结果小孩因贪玩与家人走
散。

10月2日20时，黔南州公安交通管理局高速三大队接
政务 110转的求助电话，称有游客驾车在高速路上突发胃
痉挛，无法继续驾驶，需要民警的帮助。接警后，此时正在
该路段附近开展国庆交通安全保畅工作的高速三大队大
队长岑扬立即联系求助人，询问病情紧急情况是否需要通
知 120和叮嘱打开双闪警示灯等安全防护措施后，岑扬大
队长带领民警李广军火速赶往救助。在余册高速独山县
境内 211 公里（独平互通）处找到了停在车道上的求助人
后，民警一边将情况通报独山县120，请他们做好接收病人
的准备，一边驾车火速送医救治。经询问得知，生病男子
姓赵，趁着国庆黄金周，携妻子从北京到贵州旅游。在贵
阳游玩了一天后，自驾前往荔波大小七孔游玩，没想到在
途中突发剧烈胃痉挛，无法继续驾驶，而其妻不会驾车，情
急之下只好向民警求助。经独山县医院的检查和紧急治
疗，赵先生的病情很快得到控制，在帮助他们安顿之后，民
警又返回到了工作岗位上。

10月 3日12时，黔南州公安交通管理局高速三大队接
贵州政务 110转的一名驾驶员求助称，他被导航误导逆行
上了高速，因迎面而来的车辆太多险象环生，停在原地不
敢再动，希望民警前往现场帮助带离。民警赶到兰海高速
下司收费站匝道时，看到一辆白色轿车逆向停靠在高速下
匝道与主干道的导流区内，因车流量较大，为确保安全，民
警随后在后方警示过往车辆，指挥逆行的车辆安全调头，
并护送韦某某一家安全驶离。

“当时太危险了，迎面而来的车车速很快，几次差点被
撞上了，幸好你们及时出现。”来到安全地带后，驾驶员韦
某某仍心有余悸，还没有从惊险的阴影走出。韦某某是罗
甸县人，当日驾驶车辆携带家人到独山县下司镇游玩，返

程进入高速匝道时没有注意看路边的提示标志牌，盲目听
从导航语音播报信息，上到高速主道时，看到前方有大量
的车辆迎面驶来，才发现自己走错路逆行了，主干道和匝
道行驶的车辆纷纷紧急避让，十分危险，情急之下只能向
高速交警求助。

10月4日10时许，一名自驾游客的车辆在龙里发生故
障，幸得龙里公安交警及时救助。当晚，龙里公安交警在
辖区巡逻至云丛飞瀑路段时见道路右侧临时停车区，一名
女士焦急地朝着巡逻警车挥手。经询问得知，车主从外省
自驾到贵州旅游，在龙里游玩了一天，正准备离开时，发现
车辆无法启动。民警立即帮助车主检修车辆，查明故障原
因是电瓶没电。随即，民警将所驾车辆开到故障车旁接通
电源，启动了故障车辆。临别时，民警叮嘱车主要注意行
车安全，尽快到修理厂对车辆进行全面检修，以免再次发
生故障，引发危险。

10月4日11时35分，黔南州公安交通管理局指挥中心
接到群众报警，在福泉往都匀的高速上，一辆救护车内有
病危孩童，请求交警开道护送。黔南州公安交通管理局指
挥中心立即指令高速二大队安排路面执勤民警对辖区道
路进行巡逻管控，务必确保道路有序畅通，并安排执勤警
力开道护送，指令都匀市公安交通管理局执勤民警在都匀
北收费站出口处做好接力护送准备。伴随着救护车急促
的鸣笛声由远至近地驶来，都匀市公安交管局与高速二大
队民警一路鸣警笛、闯红灯，以最快的速度将救护车送至
医院，原本需要20分钟的车程，通过高速、地方交警的密切
配合，仅用8分钟便将病患送到医院。

10月5日21时许，瓮安县公安局交警大队指挥中心接
群众报警称：从余庆县构皮滩镇往瓮安县城行驶的一辆小
轿车上有两个误食野生菌中毒的病人，车辆即将到达猴场
镇花海路段，请求瓮安交警提供交通保畅。大队指挥中心
立即指令正好在花海路段巡逻执勤二中队辅警骆第祥和
彭俊两人进行处置，并通知医院做好救治准备。3分钟后，
载着病人的小轿车驶入花海路口交警执勤卡点，骆第祥、
彭俊确定是送医车辆后，立即驾驶警车，开启警笛，护送轿
车急速向县医院行进，两辅警不时用喊话器要求前方车辆
靠边避让，指挥中心实时开展网巡调度，确保沿线道路通
畅。平时需要 25 分钟车程，通过瓮安交警的紧急开道护
送，仅用 10分钟就安全到达县医院，为病人赢得了宝贵的
救治时间。

为了游客平安出行
——国庆黄金周，黔南交警全力以赴保障交通安全小记

本报记者 李庆红

本报讯 国庆黄金周期间，荔波旅游警察女子中队的警
察们贴心为游客服务，获游客点赞。

“满意、满意、满意！”这是云南游客李女士对女子中队工
作的点赞。国庆黄金周期间，李女子一家来到小七孔景区小
七孔古桥景点。在面对往哪个方向前往下一个景点时犯了
难。女警梁佳瑶耐心地向李女士一家解答，考虑到李女士一
家带着老人出游，并不适合走靠山的羊肠小道，建议她们顺着
道路往前游玩。

“祝您旅途愉快，一路平安”这句话是梁佳瑶自 2020年 4
月加入荔波县旅游警察女子中队以来，说得最多的一句话。
每每解答一次疑惑，解决一起纠纷后，都为远来的游客朋友送
上真挚的祝福。

10月 3日，游客丁女士在景区游玩时，不慎将手机遗失。
警方立即出警调查，通过询问周边工作人员、调取监控、对比

排查、大数据人脸识别筛查等方式，发现手机被郑州的游客王
先生拾走。联系到王先生时，他称自己已经到贵阳，表示会通
过快递方式将手机寄回。最终，王先生将手机寄到公安局再
由警方转寄到失主丁女士手中。丁女士通过微信向女子中队
表达感谢和赞扬：“你们是人民的好警察，百姓的贴心人！”就
这样，旅游警察女子中队赢得了游客的一次又一次称赞。

2018年，荔波县成立了首支旅游警察女子中队,主要履行
大小七孔景区等日常治安秩序维护、交通安全整治及服务游
客等职责任务,积极推进柔性执法活动。现有民辅警30人,平
均年龄 26 岁,在日常工作中结合景区实际,将景区科学划分
13个网格,建立“2510”联动勤务机制,全力提升景区见警率、
管事率和服务水平,全力推进全县全城旅游发展。

截至 10月 5日，国庆黄金周期间，荔波县游客超过 25万
人，但景区案事件保持“零发生”。 （本报记者 李庆红）

国庆黄金周 荔波旅游警察女子中队获游客点赞

本报讯 近日，贵定县公安局交警大队民警来到昌明镇
火炬村,开展秋收农忙季节道路交通安全宣传活动。

活动中，交警通过张贴海报的形式让广大村民了解货车
非法载人、酒醉驾等交通违法行为的危害，利用晚间农忙空
闲时间播放《农村交通事故警示片》，并结合辖区农村交通实
际，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向村民广泛宣传农用车、拖拉机违法
载人、面包车超员或人货混装的危害及后果，切实提高广大

村民群众自我约束、自我防范的交通安全意识，引导群众自
觉抵制不良行为，确保安全出行、平安出行，以此杜绝交通事
故的发生。

通过此次宣传活动，引导广大村民群众自觉增强安全意
识和遵守交通法规，安全第一的观念，主动抵制危险驾驶和
不文明交通习惯，共同营造安全有序的农村道路交通环境。

（本报记者 李庆红）

贵定交警到火炬村开展道路交通安全宣传活动

本报讯 近日，在瓮安县公安局雍阳派出所户籍大厅，一
名男子突发癫痫，民警及时救助转危为安。

事发当日，一名前来雍阳派出所户籍大厅办事的男子突
然晕倒，浑身抽搐，口吐白沫，失去意识，周围的办事群众纷纷
惊呼，不知所措。紧急时刻，户籍民警孙禹禹立即跑到男子身
旁，将该男子侧躺在地，确保男子呼吸顺畅。同时，配合及时
赶到的派出所医务人员刘艺梅对男子开展施救。刘艺梅一边

掰住男子嘴巴，防止该男子的牙齿咬住舌头造成严重后果，一
边用纸巾擦拭口中的污物，10多分钟的紧急抢救后，男子逐渐
恢复清醒，并可以正常交谈。

该名男子名叫罗某云，22岁，是瓮安县银盏镇渔河村人，
因陪朋友一起到雍阳派出所办理户籍业务突发癫痫疾病。随
后，民警督促罗某云的朋友通知罗某云家人带其到瓮安县医
院检查。 （本报记者 李庆红）

男子突发癫痫浑身抽搐 民警及时救助转危为安

本报讯 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
一”重要讲话精神，州人民检察院组织开展“我
为群众办实事”暨情暖困难老兵“圆梦微心愿”
党员志愿服务活动，将“圆梦微心愿行动”作为

“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的有力抓手。全院71
名干警、职工主动认领长顺县鼓扬镇、代化镇、
敦操乡 42名困难老兵“微心愿”，共计捐款 6900
余元，为困难老兵采购电磁炉、电烤箱、电饭
煲、军大衣、粮油等“微心愿”物资，让困难老
兵切实感受到了检察机关的温暖与关怀。

近日，由州检察院机关党委统一组织，10名
党员干警组成党员志愿服务队，赴长顺县3个乡镇
对困难老兵进行慰问，代表州检察院全体干警将

“微心愿”送到他们手中。在慰问活动中，干警们
详细了解退伍老兵的身体情况和家庭生活状况，
向他们介绍当前检察机关主要职能和近年来取得
的工作成效，倾听他们的心声，并叮嘱他们遇到
困难要及时向镇政府反映，保重身体、安享晚
年。困难老兵们纷纷感谢党和政府多年来对他们
的关心和帮助，让他们的晚年生活更加幸福。

当前,州检察院积极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
广泛开展“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聚焦法
律监督职责，不断增强服务意识，通过提出监督
意见、促成和解、公开听证、释法说理、司法救
助等方式，落实好各项政策，依法依规切实维护
退役军人、未成年人、困难群众等群体的合法权

益，解决好群众的操心事、烦心事、揪心事，践
行检察为民担当，传递检察为民温度。

图为黔南州检察院党员干警为困难老兵送去
生活物资。 （杨家煜 摄影报道）

州检察院为州检察院为4242名困难老兵圆梦名困难老兵圆梦““微心愿微心愿””
本报讯 为丰富党史学习教育形式，近

日，州人民检察院机关党委组织各支部党员
代表前往长顺县敦操乡“背篼干部”精神发
源地，开展现场教学。

在敦操乡乡政府的“背篼干部”精神陈
列室内，一张张照片、一本本图册向党员们
展示了践行宗旨、务实苦干、克难奋进、永不
懈怠的敦操乡“背篼干部”精神。“背篼干部”
精神让全体党员同志感受到基层干部风雨
无阻、翻山越岭为群众运送物资上山的不易
与坚守，深刻感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初
心和使命。党员们纷纷表示，我国脱贫攻坚
战取得了全面胜利，贫困地区群众的生活发
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乡镇干部们再不用背
着背篼走村入户，但是“背篼干部”精神的内

核不会改变。作为检察干警、党员干部，要
立足检察职能，不断学习和弘扬新时代“背
篼干部”精神，把学习成效转化为工作动力
和工作成效，把群众的信任和希望当作无形
的“背篼”，用实际行动为推动黔南社会经济
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的法治保障。

活动结束后，党员们在敦操乡、代化镇
开展“听民情访民意”主题党日活动，检察官
围绕检察机关职能职责，为退役军人、群众
代表开展司法救助、公益诉讼、保护未成人
合法权益等方面的宣讲并发放宣传资料，详
细介绍检察机关职能职责，听取和收集群众
对检察机关的意见建议，引导群众树立法治
理念。发放预防电信诈骗、民法典、公益诉
讼等宣传册、宣传品200余份。 （广周丽）

州检察院

开展现场教学推动党史学习教育入脑入心

本报讯 近日，福泉市人民检察院到
市自然资源局，就土地领域执法问题进行会
谈。

检察干警就当前土地领域非诉执行监
督工作、非诉执行工作有关法律规定、行政
实质性化解工作进行详细说明，精细化讲解
现有土地领域执法方式，释法说理阐明土地
领域法律规定。福泉市自然资源局对近期
该局土地领域执法工作基本情况进行说明，
以数据直观展现该局对土地领域执法工作

的重视程度和贯彻力度。同时，该局也反应
了在土地领域执法工作板块仍存在纠纷多、
沟通难、渠道窄等现实问题。

福泉市检察院与市自然资源局还对《福
泉市人民检察院福泉市自然资源局关于共
同推进耕地保护工作的联系机制（试行）》文
件内容进行核对商讨。梳理文件要点，确定
相关工作机制，共同沟通拓宽土地领域执法
积存问题解决渠道。

（陈国蝶）

福泉市检察院

开展土地领域执法专项监督

本报讯 为深入学习宣传和贯彻落实好新修
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大力营
造全社会关爱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浓厚氛
围，近日，三都水族自治县检察院组织干警到三
洞社区开展以“检爱同行·共护未来”为主题的法
治宣传活动。

活动现场，检察干警通过悬挂宣传横幅、摆
放宣传展板、发放普法宣传资料、接受法律咨询
等方式，向过往群众发放了《未成年人保护法》

《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等材料，宣传未成年人保
护法相关政策，解答群众关心关注的未成年人成
长问题，并通过以案释法的方式讲述身边真实案
例，增强未成年人的法治观念，提高未成年人的
自我保护意识，共发放宣传册页500余份。

（简查圆 本报记者 吴升红 摄影报道）

本报讯 近日，瓮安县人民检察院在瓮
安县2021年秋季政金企融资对接暨资本市
场企业上市挂牌服务培训会上，对参会的
70余家工业企业进行集中培训。

会上，瓮安县检察院“四大检察”护航
“十大产业”专项办成员向参会人员详细讲
解了什么是“四大检察”，“四大检察”如何服
务企业以及检察机关“四大检察”护航“十大
产业”专项工作情况，并向参会人员介绍检
察机关对工业企业的司法保护政策。参会
人员表示，“检察机关的“四大检察”如何服
务企业这一主题让我们感到很温暖，感谢检
察机关对企业发展的关心与支持。”

下一步,瓮安县检察院将不断强化与企

业的沟通联系，根据企业实际需求，不断更
新法治服务产品，提升检察服务品质，为优
化营商环境提供更加有力的法治保障，为瓮
安经济健康有序、高质量发展贡献检察力
量。 （安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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