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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西都市报讯（曾猛 记者
曾业）日前，达州市公安局交警
支队直属二大队公布一起典型
交通违法行为：6 月 17 日，该大
队的麻柳中队在G542线大风乡
街道巡逻检查，查获一起营运客
车超员违法行为，公安交警依法
对其驾驶人给予驾驶证记12分
并罚款1900元的处罚。

在“夏安”行动期间，达州公
安交警支队直属二大队积极组
织开展集中整治，严查客货车超
速、超员、超载、疲劳驾驶、摩托
车超员等五类重点车辆违法行
为。6月17日下午5点20左右，
麻柳中队民警在对一辆号牌为
川S78**0南客站至花红的线路
客车进行检查时，发现该车有涉
嫌超员违法行为。

经交警现场查证，该车属达
州市鸿通客运汽车运输公司，该
车驾驶员魏某某持A1、A2驾驶
证，该车核定载人数32人，实载
40 人，超员 20%以上。驾驶人
魏某某对自己驾驶客车超员
20% 以 上 的 违 法 行 为 供 认 不
讳。公安交警依法对该驾驶人
的驾驶证给予记 12 分，并罚款
1900元。

按照法律规定，驾驶人接受
处罚后，其所持的 A1、A2 驾驶
证，将被依法降级为 A2、A3 驾
驶证，驾驶人魏某也将由此失去
驾驶大型客车的资质。

通宵值守
夜间工作同样一丝不苟

驾驶员见到达州市公安局交
警支队直属二大队的交警时，绝大
多数都是白天。但实际上，他们经
常会因接到特殊任务而工作到深
夜，甚至是通宵值守。辖区内有河
市机场的马家中队，还要负责被公
路网连接起来的14个乡镇的交通
秩序管理，虽然工作量特别大，但
队员们对待工作都是一丝不苟。
那些忙碌的身影，是该大队流动的
风景。

“我们的24小时值守，换来的
是道路通行效率的提高，和道路施
工的正常进行，辛苦是值得的。”该
大队马家中队的执勤民警，经常会
在夜间工作，其中一位民警告诉记
者，让他记忆最深刻的，是为保证
道路施工现场安全开展的一次临
时交通管制：河市镇的道路建设抢
抓进度，交警部门须严禁机动车进
入施工路段，而且要派人 24 小时
不间断值守。

这次临时交通管制，时间是
2017年9月。9月1日下午4点左
右，马家中队的中队长李卫华，便
按照大队长孙国东的安排，详细制
定了有关道路改造施工期间的交
通安保方案。此后，大家冒着大雨
奔赴一线，轮班通宵值守。指挥车
辆绕行、维护交通秩序、对施工路
段周边道路非法占道进行清理

……全部任务完成后，大家回到办
公区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呼呼大睡。

心系民生
将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

农村道路交通安全，管理的难
度比城区复杂得多。如何创新工
作方式，提升农村群众道路交通安
全宣传工作力度，预防和减少交通
事故的发生？达州市公安局交通
警察支队直属二大队心系民生，推
出了将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的办
法，得到众多农村驾驶员尤其是广
大摩托车驾驶员点赞。

近日，大队交警驱车走进达川
区马家镇，开展了“流动车管所”活
动。一辆名为“流动警务车”的警
车上，不仅可以提供各种业务办理

的咨询服务，还可以现场为驾驶员
办理车管业务。20 分钟，驾照补
办“到手”，前来办理业务的村民袁
德华，向民警竖起了大拇指。袁德
华说，此前办理车管业务，需“一来
一回”，至少要花1天的时间。

因达川区98%的道路为县、乡
及村社道路，大部分机动车所有者
和驾驶人都是农村群众。为让群
众少操心、少花钱、少跑路，2017
年3月起，该大队在流动警务车上
安装了相应的车管业务设备，通过

“主动走出去”方式，为村民开展
“家门口”一站式便民服务。“流动
的车管所”，也是该大队一道流动
的风景。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曾业（受访者供图）

嘴狠心善
“赵妈”其实是个热心人

作为团队的灵魂人物，当过
兵的“赵妈”，给记者留下的第一
印象却特别亲和。“在工作中，我
是很严厉的，年轻的时候经常在
大街上吼人。”赵娟笑着说，正是
这个原因，前些年，还有队员一
起“开小会”批判过她。随着时
间的推移，赵娟的工作方式改变
了不少，但严厉的特点却一直没
变。

“‘赵妈’嘴狠心善，生活中其
实是个热心人。”队员郑晶星告诉

记者，按照赵娟的要求，在形象岗
上，执勤队员的站姿必须标准，除
了随红绿灯的变化转体外，基本上
不能动。以前的夏天，短短1个小
时的执勤，皮鞋的鞋底就会被脚下
的铁板烤出焦臭味。赵娟发现后，
特意找来了一块木板垫在脚下，这
一个小小的举动，让大家感动不
已。

在生活中，赵娟和大家都是
“忘年之交”，但赵娟却把她们都当
成自己的孩子。“她给我们的队员
当红娘，成功搓成了一对夫妻。”对
于郑晶星的这个“报料”，赵娟自己
也颇感自豪。“我们大队有个小伙

子叫田松，很优秀，我鼓励他去追
我们中队的队员陈姝洁，半年就成
功了。”赵娟说，这对小夫妻如今很
幸福，孩子已经两岁，这让她特别
欣慰。

赵娟的厨艺特别好，这是大
家称她“赵妈”的另一个原因。
2013 年春节，队员们都在一线
执勤，不能回家过年。赵娟回家
做好了一大锅火锅，从家里端到
中队的办公室，和队员们一起过
了一个特别的春节。大家忘不
掉的，除了当晚的快乐和感动，
还有赵娟那一手令人羡慕的厨
艺。

爱岗敬业
“赵妈”的认真劲会传染

出生于1993年的付嘉兴，进入
女子中队才短短1年时间，整个团队
的精神面貌和工作热情，已在她身上
得到完美的体现。6月1日，达州好
一新商贸城起火后，付嘉兴迅速抵达
现场指挥交通，从下午4点左右一直
干到晚上9点过——直到肚子“咕咕
叫”时，她才发现自己还没吃晚饭。

“和大家相比，我做得并不是
最好的，还有很多地方需要改进。”
付嘉兴举例说，6月1日晚，在现场
一直忙到下班的同事，本可以回家
休息，但她们当晚又穿上警服出现
在现场，一直忙到深夜。让付嘉兴
没有想到的是，同事返回现场继续
工作，没有任何人进行工作安排，
这完全是她们自发的举动。

队员们身上的这股“认真劲”，来
源于对待工作一直兢兢业业的“赵
妈”。无论是平日里的训练，还是对工
作的具体要求，“赵妈”都不会手下留
情。队员们都知道，哪怕是上班迟到1
分钟，也会受到中队管理制度的惩罚。

“被人骂、被人扇耳光的事，我
们经常遇到。”队员郑晶星说，与男
性辅警不同，她们更容易受委屈。
遇到这些情况后，“赵妈”都会悉心
关怀、积极开导，并教给她们一些
发泄情绪的方法。通过日积月累，
队员都养成了良好的工作习惯，锤
炼出特别过硬的工作作风，还拥有
了“大气”的健康心态。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曾业（受访者供图）

一个“赵妈”十朵“警花”
这个团队2017年荣获“全国巾帼建功先进集体”

身为“70 后”
的赵娟，和她带领
的10名“90后”美
女辅警，一起组成
了达州最美的交
警队伍——达州
市公安局交警支
队直属一大队女
子中队。在这个
团队中，赵娟是领
导，是朋友，也是
家长，因此大家都
亲 切 地 称 她“ 赵
妈”。

2006 年 5 月，
女子中队正式成
立时，“赵妈”就开
始 带 这 支 队 伍 。
那个时候，达州市
公安局刚开始招
聘 第 一 批 辅 警 。
12年的磨砺，让这
支队伍不断成长，
各类荣誉纷至沓
来——2017年，这
个团队荣获“全国
巾帼建功先进集
体”。

达州市达川区路面上 那些“流动的风景”
无论是在达

川区的各大城区
路口，还是在乡镇
的场镇和偏远的
村头，你都能看见
身着警服的人，不
停地在路面上奔
忙。酷暑严冬，风
雨雷电，都不能阻
挡他们的脚步；热
心 助 人 ，暖 心 送
考，周到服务，他
们在工作中的那
些瞬间，多次被网
友定格成感人的
照片。这群人，是
来自达州市公安
局交警支队直属
二大队的交警，他
们，是达川区路面
上一道又一道“流
动的风景”。

达川区一营运客车超员
被记12分罚1900元

“赶场车管所”是一道流动的风景。

“赵妈”（中）和她的团队在一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