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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新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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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乐庆新春

大学老师周倩伊的新年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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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景碧锋 通讯员蒙树梅
周荣华 文/摄)农历己亥年春节期间，桂林
市各地群众举行形式多样的欢庆活动，篮球
赛、拔河赛、套环、舞龙舞狮、骑车越障碍
等，广大群众积极参与，乐在其中。
大年初一，龙胜县城民族广场人头攒
动，众多市民在这里开展趣味浓浓的新春游
园活动。活动年年有，花样年年新，此次活

找到
一个合适的人
一起奋斗

动有背篓绣球、蒙眼敲锣、趣味套圈、浸水
夹珠等十余种，发出奖品近万份，参与市民
近万人。
农历正月初一以来，临桂区五通镇船岭
村热闹非凡，每天晚上都有很多人赶到这里
观看金龙狂舞。船岭村从 1984 年那次舞龙
至今，已相隔 35 年了，今年龙王重游故
地，村民祈求健康长寿、风调雨顺、五谷丰
登、国泰民安，家家户户热闹欢腾。
据悉，临桂区今年只有船岭村舞龙，所
以吸引了众多外村的人驱车前来观看。
村民
介绍，金角老黄龙在本村巡游之后，还要
到附近的几十个村进行友好巡游，为邻
村送去欢乐幸福和美好祝福。
同样在春节期间，位于临桂区
南部的六塘镇，群众相聚于镇中心
的观音山公园。这里有文艺演出，
斗鸡斗鸟，舞狮，书画展，热闹非
凡，喜庆洋洋。

▲在临桂区五通镇船岭村，孩子们在耍鱼灯 。
▲周老师正在给学生讲课 。 （周倩伊供图）

□本报见习记者

▲在龙胜
各族自治县民
族广场，市民
们参加惊险刺
激的骑车越障
碍比赛 。

▲永福龙江乡举行拔河赛 。

▲临桂五通镇船岭村，村民狂舞金龙喜迎新年 。

值守岗位 168 小时 、
查处违法 8000 余起 、
救助群众 350 余次

春节长假 ，
桂林交警全力保障平安出行
□本报记者陈静

通讯员聂梦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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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七天长假，市民走亲访友，出行频
繁，大批游客及自驾车辆进入桂林，前往市
区、县各重点景区，道路交通压力骤增。据统
计，长假期间，桂林市公安交警部门出动警力
5400 余人次，坚守岗位 168 小时，帮助群众
350 余次，查处交通违法 8000 余起，保障了
桂林市交通秩序总体平稳、安全、有序，为广
大市民和游客的平安出行提供了充分的保障。

春节在岗，舍小家为大家
春节是人们团聚的美好时光，然而对于一
名交通警察来说，坚守岗位，守护人们出行平
安是更为重要的使命和担当。
27 岁的陈镭是桂林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叠
彩大队的一名普通交警，今年春节，他也是坚
守岗位的一员。
早上 7 点，陈镭准时到达北极广场的交
通岗亭，迅即穿戴好巡警的工作服，等待和同
事一起上路巡查。他们的工作是疏导交通、查
处违法、路面巡逻。自春运开始以来，我市火
车北站、汽车北站客流量逐渐增长。为了保障
市民、游客的出行安全，他和同事加强巡逻力
度，从早上 7 点半到晚上 9 点，除了吃午
饭，其他时间不是在查处违法，就是在巡逻的
路上。于是，本该阖家团圆的春节，陈镭每一
天都在岗亭度过。他和值班同事的年夜饭是一
份盒饭，因为身边还有同事一起，他说并不觉
得辛苦。
“父母都在湖南老家，陪伴他们的时间少
了，会觉得愧疚和遗憾，但既然选择了这个职
业，就早已做好准备。”陈镭说，从警几年
来，他几乎每年春节都坚守在工作岗位上，春
节加班对于他来说早已成为一种习惯。
与陈镭一样，春节期间，还有许多交警都
选择了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桂林市公安局交
警支队智能指挥中心辅警侯湘琳在春节期间也
要值班。当她紧盯着指挥中心大屏幕上呈现的
道路情况，忙碌着接听市民电话时，心里有些
遗憾，却也有着一份骄傲。由于工作，作为母
亲的她平时给予孩子陪伴的时间很少，每天出
门上班的时候，儿子还在睡梦中，回家的时候
他可能又已经睡觉了。“节日值班对于交警来
说是一件常事，虽然有些辛苦，但是看到大家
能在团圆的日子中平安出行、畅通出行，我觉
得这是很值得的，也感到骄傲，我相信我的家
人、孩子都能理解这份工作。”侯湘琳说。

春节期间，市公安交警部门出动警力
5400 余人次，针对节日期间易堵易乱的节
点、路段以及时段，实施精准巡控，加大巡逻
密度和力度，第一时间发现堵点、乱点，第一
时间疏堵治乱，第一时间处置各类突发事件，
并采取在重要节点设置固定疏导岗等措施，保
障全市交通安全有序。

路畅，也要保障人平安
2 月 9 日，大年初五，高速公路迎来春节
假期返程高峰，车流量剧增。当天晚上 9 时
10 分左右，灌阳县交警大队接到警情，称在
厦蓉高速灌阳段桂林往湖南方向 844km 处有
一辆小车爆胎，停在应急车道内。值班民警立
即组织警力前往事发地。
当交警赶到时，几个人站在应急车道上，
神情十分着急，且故障车辆后方未放置任何警
示标志，同向车道陆续有车辆经过。见情况紧
急，交警立即在爆胎车辆后方设置安全警戒区
域，并组织故障车上人员到应急车道栏杆外等
候。
经询问得知，故障车司机携全家探亲返
程，由于车辆右后轮胎突然爆裂，车内也未备
有工具，故而报警寻求帮助。民警从警车上取
下工具和千斤顶，为该车换上备用轮胎。面对
交警的帮助，事故车司机连声感谢。
类似这样的事情，在春节期间时有发生。
2 月 4 日上午，在雁中路与 321 国道交汇

驶……
交警不仅是道路交通安全顺畅的“保护
神”，也是解市民、游客燃眉之急的“及时
雨”。据统计，春节黄金周期间，桂林公安
交警部门共救助群众 350 余次。

景区 “火爆” ，交警忙疏堵

春节长假期间，桂林各重点景区迎来客
流高峰，其中，阳朔、龙胜等地景区每日进
出车辆、人员数量更是庞大。 2 月 6 日
起，阳朔县总体车流量增长至 10 万辆次；
2 月 7 日，阳朔县及通往各景区道路车流量
出现明显增长，铁路、公路、漓江游船均迎
来出行客流高峰； 2 月 8 日，阳朔县通行
车辆达到 12 万辆次。
面对这场交通管理的“考试”，阳朔交
警 118 名民警、辅警全员上岗，合理调配
警力，在辖区各景区景点、主干道设立执勤
点，随时根据流量制定管理措
施，适时对拥堵或饱和的路
段、路口实行临时交通管制，
进行疏导指挥。同时，阳朔交
警在县委、县政府的大力支持
下，分别从公路、交通、农
机、森林公安等部门抽调人
员，配合交警在高田高速路
口、白沙高速路口、县城龙脊
山隧道口设立执勤点，引导过
境大型货车从包茂高速绕行分
流，减少县城的通行压力，确
保辖区道路有序、安全。
值守在市区、各县及高速
公路的桂林交警也在忙碌着，
或挥臂、
吹哨指挥通行，
或引导
分流，或纠查违法、处理事故。
▲春节期间，叠彩交警在路面巡逻 。
春节期间，桂林公安交警部门
通讯员欧雯 摄
持续加强警、
路、
企三方联动协
作，启动各县和高速公路执法
服务站，其中省际执法服务站严格实行 24
的十字路口，雁山交警一路护送突发疾病的
小时勤务，
保障市辖高速公路疏堵保畅工作。
一位驾驶员到达医院，使其得到及时救治；
交警部门还最大限度地把警力、车辆、
2 月 4 日晚上，在泉南高速公路湖南往桂林
装备投向路面，紧盯“两客一危一货”、农
方向 969 公里处，高速一大队交警帮助故
村面包车等重点车辆，严查“三超一疲
障车辆联系施救拖车，并将车上两名小孩及
劳”、酒驾、毒驾、违停等重点违法行为。
其母亲安全送到服务区； 2 月 7 日下午，
同时，针对火车站、汽车站、景区景点以及
永福交警帮助群众将行驶途中抛锚的车辆推
“两江四湖”码头等重点部位，集中警力，
至路边，以确保安全，避免拥堵； 2 月 10
联合多部门开展专项清理整治。据统计， 2
日上午，在绕城高速公路七星收费站往高新
月 4 至 10 日，全市共查处各类交通违法
收费站方向某路段，绕城高速交警在巡逻途
8000 余起。
中为爆胎车辆装好备胎，确保其可正常行

刘琪

周倩伊是一位大学老师，今年 26 岁了，是个地
地道道的桂林妹子。 2019 年开始了，她会有怎样的
新年愿望呢？
周倩伊告诉记者，她学成毕业以后就进入广西的
一所高校，教授留学生汉语课程。她说：“做一个好
老师、优秀的老师，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也并不
是知道了怎样做就能够轻易地去做到。有人说从口到
手的距离是最远的，也就是说从思想到行动的实施并
不简单，教师需要做的是把自己应该做的付诸行动，
才能在学生身上产生最好的效果。”
对于新年愿望，她说道：“过完年我就 26 岁
了，在妈妈眼中已然是大龄剩女。妈妈喜欢把我朋友
圈里的照片下载下来，做成相亲简历到处发送。因为
我工作在外地，每到寒暑假，最害怕的就是回家。在
家里没呆几天，亲戚都纷纷催着找对象。所以我也希
望在新的一年里能够找到一个合适的人，一起奋
斗。”而对于自己的事业，她说：“随着我国近年来
的高速发展，中国教育的国际影响力和竞争力日益增
强，越来越多国家的人热衷于学习中文、学习中国文
化，并从中感受到中国文化的无穷魅力。现在我国已
经是亚洲最大的留学目的国，而我作为一名年轻的高
校老师，希望自己在新的一年里能够多看一些书，充
实一下自己，多多提高自己专业水平，在中外文化交
流中，把更多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传递给世界各国的
留学生们。”

在广州“组团”
到桂林“碰瓷”
三名嫌疑人被捕
一男子仍被警方追捕
本报讯(记者王文胜 通讯员蒋勇 白华佳)四名
男子在广州“组团”到桂林“碰瓷”诈骗，由其中一
名男子假装被碰撞受伤倒地，利用受害人怕担责、急
于私了的心理，恐吓诈骗钱财。日前，叠彩区检察院
以涉嫌诈骗罪，对该团伙的谢某、李某、钟某三名犯
罪嫌疑人批准逮捕。
男子谢某(广州人)、李某(全州县人)、钟某(江西
兴国县人)、谢某杨(在逃)案发前在广州打工相识。
四人嫌打工赚钱不多又累，为求“来钱快”，合谋实
施“碰瓷”诈骗。今年元旦后，四人驾车从广州来到
桂林实施“碰瓷”诈骗，在市区伺机寻找作案目标。
1 月 2 日凌晨，该团伙到了叠彩区大河乡大村灵
田公路段。此时，市民练某驾驶电动三轮车正常行驶
在路上。谢某驾驶轿车尾随其后，并鸣喇叭逼迫练某
的三轮车超越骑自行车的谢某杨(搭载着钟某)。当电
动车与自行车并排行驶时，钟某故意碰向练某的车，
并倒在地上，假装受伤无法站立。
练某当场就慌了。他以为自己驾车将人撞伤了，
凌晨时分，地处偏僻之地，对方有数名男子，他更加
紧张。此时，同伙李某以“路人”身份凑近调解，并
协助练某和谢某杨将“伤者”钟某送至市人民医院住
院治疗。在医院，谢某杨给练某出主意，称最好的办
法就是一次性赔钱私了，否则，“伤者”住院治疗
费、营养费、误工费等难以承担。
练某为求息事宁人，同意对方提出的用两万元私
了。随后，练某在谢某杨陪同下，来到医院附近某银
行柜员机取出两万元交给谢某杨。之后，练某仍牵挂
在医院治疗的钟某。当天上午，练某来到医院看望
“伤者”，谁知到病房时，发现已是人去床空，他才
意识到上当受骗，赶紧报警。
公安机关于当月 3 日、 4 日，陆续将谢某、李
某、钟某三人抓获归案。犯罪嫌疑人对合伙“碰瓷”
诈骗他人钱财犯罪事实供认不讳。对在逃的犯罪嫌疑
人谢某杨，警方目前仍在追捕中。
检察官提醒：由于“碰瓷”事发突然，受害人一
时难以分辨是真的发生了交通事故还是被讹诈，大多
愿意给对方钱财了事，求得息事宁人，所以“碰瓷”
者一再得手。遇到这样的情况，第一时间报警是最佳
选择，切记不可私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