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长沙市芙蓉区大同小学
大同小学结合工作实际，启动了爱心

家长护学岗活动。家长志愿者走上爱心
岗，与交警一起维护交通秩序解决护学
难题。每个学期大同小学都邀请芙蓉区
交警大队的交警走进校园开展交通安
全知识主题讲座，通过交通知识问答互
动，学习和掌握交通法规和在道路上步
行、乘车等各种注意事项以及自我保护
的知识。

永州市零陵区徐家井小学
徐家井小学从实际出发，踏实地开展

了一系列交通安全教育活动和安全防范
工作。 学校成立了交通安全工作领导小
组,加强交通安全教育,提高师生的交通
安全意识；教师校门口执勤，提高安全系
数，同时也加强了和区交警大队、徐家井
街道办事处、 徐家井派出所等单位的联
系，密切协作，真正提高安全质量。

张家界市澧滨小学
学校将学生的行路安全放在安全工

作的首位， 以创建全省文明交通示范学
校为载体， 以道路交通安全教育为切入
点，充分挖掘各种交通安全教育的素材，
调动各种优势，构建了交警、老师、学生
相结合的教育模式， 使学校的交通安全
教育落到了实处。几年来，学校无一起学
生交通安全事故发生，安全教育普及率为
百分之百。

株洲市景炎学校
景炎学校将交通安全教育工作作为

大事来抓，通过“小手”拉“大手”，将安全
教育向家庭、社区辐射，逐步形成学校、家
庭、社区齐抓共管的格局。学校建立了安
全管理网络， 把交通安全知识的宣传、教
育和管理纳入了学校学生文明素质教育
中，广泛开展交通安全教育活动，提高学
生交通安全意识。

岳阳市湘阴县滨湖学校
学校抽调精干力量组建了交通安全

工作机构， 培养交通安全文明劝导员，构
建学校、家庭、周边单位互动安全立体网。
同时，以课堂为阵地，定期对学生进行交
通安全专题教育。学校还开展了丰富多彩
的教育活动，交警们不定期到校对师生进
行交通法规知识讲座；不定期举办交通安
全教育图片展览、学生交通安全文明劝导
员上路开展交通安全文明劝导活动等。

湘西州龙山县第五小学
学校把文明交通教育融入到平安校

园的创建中，抓好校园安全隐患的排查及
周边环境的整治工作。将交通安全作为考
核学校年级组及教师工作的重要内容，形
成交通安全教育“学校-家庭-社会”三位
一体的格局；开设了交通安全课，做到每
年有交通安全月、 每月有交通安全课；以
校园、班级为阵地，举办“交通安全在我心
中”为主题的黑板报，开展班级交通安全
教育知识竞赛。

永州汽车运输总公司冷水滩分公司
公司在把好驾驶员准入关的同时，实

行严格的安全驾驶考评、奖惩制度，对车
辆超速、 超载等违法驾驶现象从不手软。
公司所有车辆均安装GPS定位装置，安全
科设定了GPS平台监控， 安排专人值守，
随时掌握车辆的行驶位置和行驶速度。发
现超速现象，及时联系驾驶员，告知他减
速驾驶。

湖南高速运输股份有限公司邵阳
分公司

公司认真开展“安全生产月活动”，加
强驾驶员的教育培训工作，设立企业安全
文化宣传栏，发放《员工安全手册》等，提
高提升全员安全意识。结合当前道路运输
安全的要求， 公司设立了GPS卫星定位、
3G车载视频监控系统， 对运行的车辆实
施严格的监管监控，及时制止和处理违法
违规行为。

张家界华新水泥（桑植）公司
公司十分重视厂区交通安全管理，层

层落实交通安全责任，将全公司交通安全
目标分解到每位员工，把防范厂区交通事
故变成全员参与。 通过开展交通安全培
训，提高驾驶人员的驾驶水平，增强交通
安全意识， 从根本上提高防范事故的能
力。公司还坚持执行厂区车辆安全检查制
度，确保车辆良好的技术性能。

株洲湘运集团公司
车站利用广播、视频、印发安全手册、

张贴《安全告知》提示等方式对交通安全
进行宣传。同时，加大安全检查力度、严把
驾驶员准入关、抓好车站源头管理，严格
遵守和落实“三不进站、六不出站”制度、
认真开展安全生产月活动，将交通安全落
实到位。

怀化公路运输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长途货运分公司

公司连续三年无上报行车责任事
故。 按照安全目标管理的要求， 制定了
《安全生产检查考核办法》， 促使职工安
全操作行为的规范。 加强安全管理人员
业务技能培训， 改善安全管理人员的工
作环境。还设立了驾驶员专门微信平台，
发送安全知识和驾驶信息、安全叮嘱等，
并随时与驾驶员交流， 及时掌握车辆和
驾驶员动态。

湘西湘运凤凰县分公司
始终将安全工作摆在一切工作的首

位。首先，加强安全宣传力度。其次，建立
健全各项安全管理制度，严格落实公司各
项安全管理规定，对车辆、驾驶员实行领
导、安管人员挂勾分片管理，并签定安全
责任书。第三，积极参加车辆投保，增强企
业抗风险能力，到目前为止，公司无一台
车漏保、脱保。 ■潘文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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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是2016湖南“道路礼仪之星”
为弘扬、倡导湖南道路礼仪文化，深入推进全省实施“文明交通行动计划”工作，省道交委从2015年至2017年在全省范围内开展“讲道路礼仪 树道路新风”交通文明体系建设与倡导活动。
为进一步营造全社会讲道路礼仪氛围，湖南省道交委办公室联合湖南日报报业集团、中国人保财险湖南省分公司在全省开展2016“感动湖南·道路礼仪之星”评选活动。
活动历时4个月，通过各市州道交委办公室、社会各界推介，网络投票和专家评选，最终评选出10名“湖南文明交通好交警”、10名“湖南文明交通好宣讲员”、6名“湖南文明交通好司机”、6所“湖南文明交通示范学

校”、6个“湖南文明交通示范村（社区）”、6个“湖南文明交通示范运输企业”。
12月2日，“全国交通安全日”，主办方将对获奖个人和单位进行表彰。

蒋志辉
男， 益阳市公安局交警支队直属一大队桃
花仑中队中队长

1995年，24岁的蒋志辉从部队转业到
交警部门， 他发现每天从康富路和秋果路
进入益师附小的师生和其他人员不少于2
万人次，交通环境十分复杂。他主动请缨，
将自己执勤的路段调整到益师附小路口，
担负起护送学生过马路的任务，22年从未
间断。校园路口从未发生过一起交通事故，
也未出现过因学生上学、 放学而阻塞交通
的现象，被市民誉为校园路口的“守护神”。

廖正良
男，省高警局长沙支队白箬大队大队长

2008年湖南遭遇冰灾， 廖正良在车子
没油、休息的服务区没电的情况下，天天啃
方便面咬牙坚持了一个星期。2015年春运
40天， 廖正良仅回家陪伴家人两天。2016
年春运， 一场大雪给原本通行压力就很大
的长益高速带来了严峻挑战， 而白箬大队
管辖的路段是连接长沙到湘西北的重要通
道，当时廖正良左脚踝骨裂，他拄上拐杖带
领民警冲锋在一线，采取有效措施，有力保
证了管辖路段的平安畅通。

肖银锄
男，娄底市双峰县公安局交警大队副大队长

近年来， 肖银锄利用双峰文艺大讲堂
和交警大课堂等平台将交通安全知识带进
双峰县的乡村、机关、厂矿和学校，累计开
展交通安全宣传1080余场次， 让16.2万群
众接受了全面的交通安全教育， 被当地人
誉为“双峰好声音”。他还创新方式方法，利
用大队的微信平台， 开设了“交警大讲
堂———天天有你”栏目。同时，促成大队与
县电视台共同创办了“斑马线”专栏，每天
报道全县的交通安全状况，深受群众好评。

李灿
男，长沙市雨花区交警大队八中队中队长

李灿积极做好当地政府参谋， 动员高
桥大市场增大对交通设施的投入， 针对高
桥大市场片区的交通乱源， 将工作重心放
在整治货车闯禁、整治三轮摩托车、电动车
无牌无证上路等方面。 同时狠抓车辆乱停
乱放、两轮电动车横冲直闯等乱象，高桥大
市场片区的交通状况得到明显改善。 他带
领同事们经常性到万家丽高架上模拟对事
故现场的撤除、交通的疏导分流、警卫的站
位等，并启用专线巡逻模式，有效保障了万
家丽快速路的通行效率。

陈玫
女，吉首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法宣股副股长

陈玫18年如一日坚持宣讲文明交通知
识，被多个学校聘为校外辅导员，并被评为
“全州十佳优秀课外辅导员”。 她带领女子
中队16名女民警， 每天守候在道路交通安
全管理的第一线。她深入学校、单位、社区、
厂矿企业、 集市圩场等宣讲200余场次。她
还经常在微信朋友圈、QQ空间等平台宣传
交警工作、处理突发交通事件等图片、文字
信息共900余条。

李振元
男，湘潭市公安局交警支队民警

两年前，湘潭电视台的《老李说交通》
节目在公安部交管局举办的电视主持人培
训班上作创作典型介绍， 这档节目由李振
元担任主持，2009年开播至今从未间断。将
满六十岁的他，带着《讲道路礼仪，树道路
新风》 文件走进在湖南电台湘潭986之声、
大眼睛1065电台、《老李说交通》 电视演播
室，向市民广泛宣传。他还将道路礼仪知识
带进机关、社区、学校、企业。

匡慨
女，隆回县公安局交警大队交管中队指导员

匡慨努力将别人看来很“虚” 的宣传做
实。在村居社区，她用生动事例开展宣教；在
学校，她自编教材上交通安全课，深受学生喜
欢， 被称为“穿着警服的妈妈”。2016年小年
夜，她主动请缨前往有隆回“小西藏”之称的
小沙江镇开展春运安全宣传。 由于路面结冰
太滑，她摔伤了，仍坚持逐户上门进行安全出
行提醒。2016年1月21日，金石桥镇通往虎形
山瑶族乡的道路被冰雪覆盖， 匡慨与值班人
员一起护送9位冒雪前行的群众直接到家。

曾祥富
男， 常德市公安局交警支队直属四大队执
勤二中队民警

曾祥富在马路上一干就是三十年，足迹遍
布常德市城区的大街小巷。近年来，他先后深入
各客运企业、站场、学校、社区开展交通安全宣
传教育活动。同时利用手机短信向驾驶人发送
安全预警信息、温馨提示10万余条。2016年4月
25日，曾祥富在辖区执勤时，看到一老人用轮
椅推着一老妇人准备过马路，在了解到老妇人
是突然中风后，他急忙拦停了一辆的士，将老妇
人抱上车，并对的士司机再三嘱咐才离去。

曹健
男， 郴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六大队巡逻中
队一中队负责人

曹健初到高新区工作时， 对辖区所有
道路进行了摸底排查，第一时间将园区的道
路设施、交通组织进行优化，整改后的高新
区道路，交通事故发生率明显下降，没有发
生一起重大交通事故。2015年底寒潮来临
时，他连续一周没回家，家中小孩生病也顾
不上照料，深夜还带队员上高寒山区巡逻排
查。曹健录制过数十期交通安全宣传电视节
目， 并利用休息时间撰写交通安全宣传文
章，在微博、微信平台回复网络答疑等。

何新丰
男，怀化市公安局交警支队直属三大队民警

何新丰立足基层勤宣讲，经常深入辖区
单位、学校、社区、乡村等部门进行交通安全
大宣讲。为上好交通安全课，针对不同群体，
结合典型案例制作了70余套宣传展板讲稿
或课件。据统计，他每年主持或参与的各类
交通安全宣讲活动多达上百场次，受教育群
众累计在数十万人次以上。他还积极通过当
地新闻媒体进行交通安全宣传。另外，他参
与交通安全宣教作品的创作工作， 自创或
指导创作了大量的优秀作品。

杨进举
男，怀化市通道侗族自治县坪坦乡中步村
侗寨长老

84岁高龄的侗寨长老杨进举是“鸣锣
喊寨”的继承人。全村1000多人，83台摩托
车，23辆面包车、农用车，多年来，村里没
有发生一起治安案件、一起安全事故，这与
老人对“鸣锣喊寨”的那份执着是分不开
的。杨进举每晚重复着一句句“喝酒不开
车”、“出门不坐三轮车”、“赶集不要搭拖拉
机”等平安叮咛。这一喊就是一辈子。

龙厚宇
男，郴州电视台主持人

“安全出行，小龙伴您，大家好，我是
龙厚宇。” 这是龙厚宇在《今天你违章了
吗》节目中的开场白。作为一名交通专业
类栏目的主持人，他用阳光般灿烂的微笑
和通俗易懂的话语，在镜头面前展示着新
时代“交通人”的风貌，不厌其烦的宣传着
交通安全知识。他走遍了郴州城区的各个
角落， 也经常到各县市做节目进行宣传，
寒冬酷暑，风雨无阻，让更多的人意识到
了交通安全的重要性。

张倩
女，醴陵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女子执勤
中队中队长

几年来， 张倩所在中队针对不同的人
群，制订了不同的交通安全宣传方案，并深入
到全市大部分交通复杂的中小学校进行交通
安全宣传，并多次应政府、企业、社区及驾校的
要求进行交通安全知识的宣讲。她在工作中特
别注重对交通参与者的行为养成教育。如在
针对中小学生的交通安全宣传教育中，从中
小学生一些不良的交通习惯进行分析， 深入
浅出的告诉他们可能会发生的危害结果。

吴志伟
男，新化县公安局交警大队民警

吴志伟自2010年担任交警大队文明

交通宣传员以来，一直在从事城区交通疏
导、文明交通倡导和宣传的工作。他在做
好城区交通秩序保畅工作的同时，将交通
安全宣传工作辐射到辖区周边学校。吴志
伟通过开展安全知识讲座、发放交通安全
宣传资料、 展出交通安全宣传图片等形
式，两年多来9600多名居民参与过宣传、
55名志愿者接受过交通安全的教育学习。

熊剑
女，益阳市赫山第二完全小学副校长

熊剑在校园内创设了永久的教育阵
地，利用宣传橱窗、校报《春风化雨》、红领
巾广播站等进行宣传教育，提高学生的交
通安全防范意识。为保证学校文明交通行
动计划顺利开展，熊剑还参与制定了“交
通安全一票否决制” 等多项管理制度，有
力促进了工作的开展。她还注重学生实践
体验，每学期组织开展安全教育月、交通
安全知识讲座、熟背交通安全知识的顺口
溜等特色活动。

张世全
男，张家界市公安局交警支队直属二大队
法宣股股长

张世全主动联系辖区内的各所中小
学、各企业单位，组织开展警示教育讲座、
警营开放日等活动，提高学生自我保护意
识的同时， 提高广大道路交通参与者的安
全意识。张世全采取“大走访”的方式，走访
基层村组织和群众， 在与老百姓谈心的过
程中将交通法律法规知识融入其中。不仅
如此，他还组织了一批“交警邮递员”，定期
给宣传服务对象送去交通安全宣传资料。

陈支强
男，龙山县第五小学教师

学校积极与上级主管部门协调成立
了湘西州第一所“少年交通警察学校”，聘
请县交警大队来校给学生宣传交通法规
知识，给“小交警”教授交通警察手势操。

由德育处负责学生德育教育工作的陈支
强老师带队，让小交警参加校内外的交通
法规宣传，在校园附近的十字路口跟交警
一起值勤。

欧艳
女，武冈市实验小学教师

欧艳在学校专门设计了“交通安全在
心中”教育课，在广播站开设了“校园交通
安全”专栏，举办“关爱生命，安全出行”征
文比赛、"交通安全"手抄报评比等活动，
提高师生文明交通安全的意识。欧艳每天
上学、放学时间都带领少先队“小小安全
员”在校门口执勤服务，并在节假日带领
学校的“小小文明交通志愿者”到社区进
行宣讲，为居民发放交通安全、文明驾驶
等方面的资料。

冯娟
女，衡阳县滨江学校教师

作为学校文明交通宣讲员，冯娟将每
节交通安全课做成课件，对学生进行生动
地讲解，让学生们掌握基本的交通安全知
识，养成文明礼让的交通习惯。每年5月5
日交通安全宣传日，她都组织班上的孩子
们开展“小手拉大手，共筑美好氛围”活
动，将孩子们组织成安全小卫队，小卫士
走上街头，挥动小黄旗，宣传交通安全知
识，协助民警指挥交通，维护交通秩序。

胡晔婧
女，湘潭县公安局交警大队协警

胡晔婧发挥自己的设计特长，结合湘
潭县交管工作重点、难点，制作了《珍爱生
命平安行》、《安装遮阳伞危害》、《莲乡道
路交通管理杂志》等实用宣传册，向群众
广泛发放。她还利用微信公众号广泛开展
交通安全宣传，在她的带领下，“湘潭县交
警”刊发了大量新潮的网络语言和图文结
合的文章，大队微信公众号的影响力稳居
全省县级公安交警微信排行榜前十名。

刘焕
男，中国人保长沙市分公司理赔中心查勘员

4月27日早晨，刘焕驱车奔赴案件现
场，当车行至南二环天天渔港附近时，前
方一辆白色小车因为旁边车辆违规变
道， 躲避幅度过大撞上了路边隔离带而
翻车。刘焕见状，立即停车出手相助。他
与碰巧路过现场的公司定损员廖杰一
起，一面对伤者进行急救，一面进行拍照
取证，并通知交警和120急救中心赶赴现
场进行处置。经事后核实，当天发生事故
的车辆并非中国人保财险承保车辆。刘
焕用实际行动诠释了“一方有难，八方支
援”的保险精神，更传递了见义勇为、无
私相助的社会温情。

戚有福
男，常德市文华校车服务有限公司驾驶员

戚有福在从业近20年时间里，从未发生
致人死亡和伤残交通事故。安全行车里程逾
百万公里，多次被所属运输公司评为“优秀
驾驶员”。

马双全
男，邵阳市北塔区宝崽幼儿园驾驶员

马双全始终牢记“安全第一”的宗旨，
每次出车前都坚持认真检查车况， 力求为
学生提供最安全乘坐体验。坚持滴酒不沾、
早睡早起、文明驾车、安全出行，任职11年
期间， 他驾驶的校车从未出现过一次交通
事故。

文丰礼
男，湘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株洲县客运分公
司驾驶员

每次用车回来，文丰礼都要对车进行及
时维护和保养，确保行车安全。哪怕一点点
小毛病，他都搁在心上，非得修好才踏实。同
时，他还为乘客提供周到的服务，在车上提
供了塑料袋和饮水设备，对病患人员也用心
照顾，尽力满足他们的需求。

张杰
男，湘西民族广播电视大学后勤和保卫处
主任

张杰虽已走上管理岗位，仍承担部分
校车驾驶任务。他37年如一日，驾车里程
达 150万公里以上， 从未发生交通事故。
他始终认为，驾驶员不但要开好车，还要
维护保养好车；酒后不开车，不疲劳驾驶，
保证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和充沛的精力
驾驶车辆。

桂艳华
女，永州市第二公共交通公司驾驶员

2009年6月22日下午，桂艳华驾驶12路
公交车被一不明身份的歹徒劫持。她先稳住
歹徒的情绪，想方设法转移乘客下车，并在
途中劝说歹徒转车，让紧随车后的公安人员
利用歹徒转车的间隙，成功将其制服。桂艳
华本人因此被喻为“最美公交女司机”和“平
民英雄”。

郴州市临武县金塘岭
2015年，该村成立了以支部书记为组

长的交通安全工作领导小组，以“打造特
色村庄”为中心，以“警民共建保安全”为
目标，以“干部村民齐动员”为抓手，在全
村开展创建“交通安全示范村”活动。金塘
岭村民的文明交通素质有了大幅提高，守
法自觉性明显增强，连续多年未发生任何
道路交通事故。

邵阳市邵阳县塘渡口镇白羊铺村
该村警民携手， 共同推动农村交通管

理工作，并取得成效。目前该村机动车辆的
落户率、审检率全部达到100%；村民安全
意识良好， 该村公路两侧从未出现违章摆
摊设点、占道经营、打谷晒尝堆肥、倾倒废
物以及拦车收费等影响道路通畅的现象。

常德市鼎城区徐家桥回维乡杨公庵村
杨公庵村认真开展对道路交通安全

的日常监管检查工作， 坚持开展赶集日
和学生上放学期间的路检路查工作，深
入开展春节、 国庆等重点时段和每季度
的道路交通安全大检查工作。同时，认真
开展宣传教育， 不断提高全民交通安全
意识；及时开展交通安全隐患整改，确保
全村道路交通形势稳定， 保障人民生命
财产安全。

衡阳市衡东县新塘镇宋坪村
为全力保障村内道理交通安全，该村

努力做好软件与硬件建设的有机结合，全
村倡导“文明交通、平安出行”交通安全宣
传氛围。通过“交通安全示范村”的创建活
动，村民的文明交通素质大幅提高，守法
自觉性明显增强。截至目前，该村没有无
牌无证驾驶上路的现象，连续多年实现了
交通事故的零发生。

娄底涟源市桥头河镇珠璜村
珠璜村成立了道路交通安全管理领

导小组；建立了机动车辆台账、驾驶员台
账， 随时掌握机动车辆和驾驶员的动态
情况， 并与村上驾驶员签订安全出行责
任书；在村部设立了交通安全宣传橱窗，
按季度更新， 同时在村级公路沿线电线
杆上设置了交通安全宣传标语； 不定期
组织开展广播宣传、 资料发放等多种形
式的交通安全宣传活动。 该村三年内村
民无严重交通违法现象，驾驶人无严重交
通违法记录。

长沙市望城区白箬铺镇光明村
光明村以金洲大道修建为契机，先后

投入1000余万元对基础设施进行改造，
并同步完善配套功能。光明村道路四通八
达，乡村旅游公路、自行车道、登山游道的
修建都依山就势。 成立了由35名村干部、
党小组长、村民组长组成的"红袖章"义务
巡防队，实施群防群治，村内连续5年未发
生一起刑事案件。

2016全省文明交通好交警 2016全省文明交通好宣讲员 2016全省文明交通好司机

2016全省文明交通示范村（社区）

2016全省文明交通示范学校

2016全省文明交通示范运输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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