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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减速慢行减速慢行，，慎用制动慎用制动；；

二二、、驱除车窗雾气驱除车窗雾气，，改善视线改善视线；；

三三、、转弯时转弯时，，预防侧滑预防侧滑；；

四四、、减少并线减少并线，，避免超车避免超车；；

五五、、路遇行人路遇行人，，减速鸣笛减速鸣笛；；

六六、、雪天会车雪天会车，，拉大距离拉大距离；；

七七、、夜间行车夜间行车，，善用灯光善用灯光。。

冬季到来冬季到来，，雪天行车雪天行车，，给广大驾驶员提个醒给广大驾驶员提个醒

12 月 2 日是全国交通安全日。今冬
的第一场雪，让吉林长春银装素裹，气温
骤降。然而，在吉林省交响乐团音乐厅
内，暖意融融。在全国交通安全日主题活
动现场，“中国好交警·中国好司机”大型
公益活动（吉林站）按下启动键，为这场文
艺演出掀起高潮，也为“全国交通日”的宣
传教育活动增添了亮点。

吉林省是“中国好交警·中国好司
机”大型公益活动的第三站。此次吉林
站活动由中央文明办、公安部、交通运
输部指导支持，经济日报社、人民公安
报社、吉林省公安厅主办，东风汽车公
司协办。在启动仪式上，吉林省公安厅
副厅长刘福军表示，中国正加速进入

“汽车时代”，汽车文明已成为社会文明
的重要组成部分。提升出行文明素质，
是提高公民文明素质和现代文明程度，
形成良好社会风尚的有效途径。相信

“中国好交警·中国好司机”大型公益活
动在吉林省公安厅交警总队与经济日报
社共同实施下，在吉林省文明办、交通
厅、团省委、省教委、司法厅等部门的
支持下，一定能发挥吉林特色，优化吉
林省交通环境，实现文明出行。

有序的交通，是城市的一张名片，读
懂这张名片，一定是从交警开始。“今年的
第一场雪，我们全线出动，保障安全，实现
了‘零伤亡’”。吉林省公安厅交警总队政
委曲永发告诉《经济日报》记者。他用诗
一般的语言说：“吉林的交警，用汗水融化
了冰雪。”他表示，广大交警要做到“身在
民中，民在心中”。目前，吉林交警正在努
力争做“五气”交警，即“堂堂正气、融融暖
气、虎虎生气、勃勃志气、昂扬锐气”，要达

到一个目的，那就是“不让百姓生气”。
吉林产生了崔光日、尹福山这样的好

交警典型。“中国好交警”代表尹福山表
示：“法治交通、文明交通，我们在路上。”
那些在风霜雨雪中坚守岗位保畅通的好
交警，那些把乘客安危看得比自己生命还
重的好司机，都是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的正能量。

有关数据表明，截至 2013 年底，吉林
省机动车保有量为 4239898辆，汽车取代
摩托车成为机动车的主要构成部分。载
客汽车年增量是汽车年增量主体，而重型
和轻型载货汽车增幅明显，货运机动车占
营运机动车比率达 77.32%。机动车驾驶
人数量近 530 万人，呈现大幅增长趋势。
随之而来的，是在行车过程中一些不文明

行为和日益增多的车辆违章行为。“的哥”
司机鹿洪元向记者表示：“红灯停、绿灯
行”这句人人耳熟能详的简单话语，是我
国交通机动化水平很低时的标准。在城
市化、机动化速度不断加快的今天，酒后
驾车、超速、车不让人、加塞儿、抢行、不系
安全带、开车打手机等行为已经成为严重
影响人们正常生活的重要问题。因此，加
大交通安全宣传，加大交通安全法规宣传
普及，非常有必要。“举办这样的公益活动
意义重大，通过这一活动的有益引导，在
吉林乃至全中国都会涌现出更多的好司
机、好交警。”

本次活动得到东风汽车公司的大力
协办，在活动的直播现场，东风汽车设立
了公益基金签字板，每征集一个签名，东

风汽车公司都将为公益基金捐助 1 元钱，
该基金的每一分钱都将用在实现人与车
和谐的建设中。东风汽车公司对外宣传
处副处长周密表示：选择 12 月 2 日“全国
交通安全日”来启动“中国好交警·中国好
司机”大型公益活动（吉林站），有非常好
的推广宣传作用。作为协办单位，东风汽
车愿意为推进中国汽车文明的进步承担
社会责任。

来自吉林大学地球科学学院的大学
生宋朝阳郑重地在签名墙上签下了自己
的名字，也签下了自己对文明交通的承
诺。他告诉记者，明年暑假他打算去考驾
照，当个好司机：“一定要牢固树立安全意
识，而且还要向身边人做好交通安全宣传
工作。”

12 月 2 日是全国交通安全日。道路交通安全是经济

社会的命脉，保障交通安全应该成为全社会共同的责任。

事实上，道路交通事故与疾病、自然灾害一样，不仅

威胁着人们的生命安全，还对个体以及社会造成巨大的

经济损失。美国是世界上汽车最为普及的国家，但因道

路交通事故造成的经济损失也相当惊人。

在我国，近十年来，随着汽车工业的高速发展，交通

流量持续增大。然而，一部分驾驶员自身的交通安全意

识以及行车素质并没得到提升，加上交通管理不善等原

因，交通事故频发，造成的经济损失难以估算。

随着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百姓生活质量的提高，民

众对道路交通安全、便捷等方面的需求日渐加大。全国

交通安全日对促进道路安全畅通、推动社会文明进步、加

强社会公德建设都将会产生深远影响，同时还将有利于

形成政府主导、部门联动、行业尽责、公众参与的交通安

全宣传教育工作长效机制。

交警和司机共同构成了道路交通安全的主体，共同构

成了平等、和谐的协作关系。交警作为道路交通的管理

者，直接影响道路交通安全的科学规范和汽车文明的发展

进步。同时，我国近两亿名驾驶员的文明程度直接关系着

自身和乘客的生命安全。由经济日报和人民公安报等组

织的“中国好交警·中国好司机”活动得到了全社会的热烈

响应，由此可以看出，全社会都在期盼文明出行，使道路交

通更加安全，更好地维护经济社会发展秩序。

无论是交警还是司机，都应该成为文明出行的“宣传

员”。不断提高全民交通法制意识、安全意识和公德意

识，每天都是“交通安全日”。

“中国好交警·中国好司机”大型公益
活动推出以来，在网络上形成广泛的影
响，很多网友纷纷加入到关于道路交通安
全的热烈讨论中。

@gu61531：经 济 日 报 社 牵 头 组 织

“中国好交警·中国好司机”的活动，是创

建和谐发展环境举措，也是践行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的又一新举措。

@瞧瞧：交警、民警、刑警，有太多的

人默默地守护着社会的安全，他们都需要

我们的关注。类似“中国好交警·中国好

司机”这样的公益活动，希望经济日报社

还能多办一些。

@Rachel 吉：希望媒体多开展类似

公益活动，提升大家的文明出行意识，人

人都变成好司机。

@天子之帅哥：现在社会需要更多

的正能量，经济日报社组织的“中国好交

警·中国好司机”活动，为社会正能量的释

放提供了很好的平台。

@都赫然：“中国好交警·中国好司

机”微博话题为我们提供大量行车技巧，

超实用，点赞！

（本报记者 万 政 闫伟奇整理）

12 月 2 日 ，

与 会 嘉 宾 共 同

启动“中国好交

警·中国好司机

（吉林站）”公益

活动。

本报记者

翟天雪摄

更多好交警好司机相关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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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好交警·中国好司机”大型公益活动（吉林站）启动

法治交通 文明交通 我们在路上
本报记者 陈莹莹

人人都是文明出行“宣传员”
孙 璇

人人都是文明出行“宣传员”
孙 璇

长春公交集团 17 路公交车司机王雪
尧拥有自己的一批“粉丝”，而这些“粉
丝”都是她的乘客。拥有“粉丝”的公
交司机长什么样？长春的第一场雪后，
记者来到她的车上，立刻感受到一阵春
天般的暖意。

在 10 米多长的车厢里，每一个座位
上都安放着小棉垫，把杆上都用双层红绒
布包上。“这是我自己琢磨的‘暖车工
程’，让乘客冬天乘车不冰手。”在车厢的
便民服务袋里，装着创可贴、晕车药、针
线包、雨伞等多种便民设施。王雪尧在驾
驶员的岗位上工作了 20 年，她兢兢业
业、踏实工作，练就了一身为乘客服务的
本领，单调平凡的工作中，她用真诚的服
务履行了乘务员和驾驶员的职责。

王雪尧告诉 《经济日报》 记者，对
于做好司机工作她的体会有两点。一是
安全意识须臾不能忘。20 年来，她安全
运送 414 万多名乘客无事故：“安全，是
最根本的要求。”王雪尧严格执行“三

检”制度，按章行驶，从不违规，在各
项考核中成绩全优。尤其是在雨雪天，
一定要做到“稳、慢为主，缓速行驶”。
二是把车厢当家，视乘客如亲人。她救
助突发心脏病的老人；帮助外地来看病
的乘客；看望孤寡老人，陪伴孤残儿
童；救助贫困家庭。2011 年 2 月，王雪
尧因在车厢中拾到 8.2 万元归还失主而
被网友们称为“长春最美公交女司机”，
被长春市文明办授予“好市民”称号。

20 年来，王雪尧真情奉献，无悔付
出，展现了公交人的风采，奏响了和谐
社会的美妙音符，也赢得了大批乘客

“粉丝”。王雪尧掏出手机，让记者看了
一条今天早上收到的短信：“王姨，我想
您了。雪天路滑，注意安全，祝阿姨工
作顺利，每天都有一份好心情！”这是
97 中学一位经常坐她车的学生“粉丝”
发来的慰问。温柔的王雪尧开心地笑
了：“能得到乘客的认可,就是我最大的
幸福！”

长春公交集团 17路公交车司机王雪尧：

“暖车工程”暖人心
本报记者 祝惠春

长春公交集团 17路公交车司机王雪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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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好交警·中国好司机”大型公益活动（吉林站）
启动仪式上，本报记者就吉林省公安厅参与推动本次活动
相关话题采访了吉林省公安厅副厅长刘福军。

记者：道路交通状况是一个国家交通文明状态的直接

体现。吉林省公安厅参与推动此次活动有何考虑？

刘福军：截至目前，吉林省共有 439 万余名驾驶员。这
一群体中，既有客、货车司机，也有大量的私家车驾驶员。
他们是社会生活中一支十分活跃的力量，更是进入汽车社
会、建设汽车文明的一支生力军。近年来，吉林省公安交警
不断增强法治意识，改进执法方式，规范执法行为，提高执
法水平，交警队伍中涌现出一大批爱岗敬业、亲民爱民的执
法标兵，成为公安机关文明交通创建的中坚力量。

交警和司机，都是文明交通的建设者、参与者和维护
者，道路安全、出行平安是各方的共同期盼和一致目标。在
这个共同的责任中，交警要理性、平和、文明、规范执法，司
机要文明礼让，自律守法，携手共创安全、畅通、和谐、文明
的道路交通环境。

记者：倡导文明交通，让法治交通理念深入人心，需要

全社会的共同参与。您对“中国好交警·中国好司机”大型

公益活动（吉林站）有何期待？

刘福军：今年以来，吉林省道路文明环境有了新的改
善。我们开展了“打四非、查四违”专项行动，严厉整治道路
旅客运输和危化品运输违法犯罪行为，坚决预防重特大事
故；也开展了“规范性交通违法行为专项宣传教育活动”，重
点教育劝导不走人行道、人行横道，与机动车争道，在灯控
路口乱闯、抢信号，乱翻护栏的行人违法行为。但是，还必
须看到，全社会的交通安全理念、法治意识和文明交通意识
与汽车社会发展的要求还不相适应。因此，要大力普及交
通管理法律法规，大力倡导文明驾驶理念、知识，大力弘
扬文明交通创建中涌现出的先进人物，树立榜样，传递正
能量，形成强大的社会推动力。我期待通过这一活动，在
吉林大地上涌现出更多的好交警、好司机，并在他们的示
范带动下，让更多人积极、主动、自觉地参与到文明交通
的创建中，从而推动文明交通、法治交通理念在全社会进
一步深入人心。

【延长爱车寿命 10 妙招】 ①定期换

机油；②确保汽车所需各类润滑油充足清

洁；③了解爱车；④尽早识别问题；⑤注意

养护车身；⑥保持车内干爽整洁；⑦及时

养护轮胎；⑧平稳驾驶；⑨请在可靠的修

车厂保养汽车；⑩定时调试爱车。

【你可能不知道的小功能】 ①遮

阳板可以向侧面转；②油表灯可以看油

箱盖方向；③后车开远光灯可调防眩目

模式；④安全带高低可以调；⑤儿童安

全 锁 可 避 免 孩 子 误 开 车 门 ；⑥ 后 窗 起

雾 可 以 加 热 ；⑦ 后 备 厢 其 实 是“ 逃 生

舱”；⑧雨雪、雾霾天可以开雾灯；⑨变

速箱小钮在车辆故障没电时能帮助挡

把移动。

传递正能量的一次有益实践
——访吉林省公安厅副厅长刘福军

本报记者 李己平 祝惠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