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通过迎宾岗春运执法服务站 ，开往隆尧 、任县 、巨
鹿、南宫等地的客运车，每天有近百辆。 “这些车辆主
要集中在上午 9 时到 11 时和下午 3 时到 5 时 。 ”交
警四大队民警李帅说，忙的时候 ，几乎五六分钟一辆
车，拦停、检查、登记，喝口水的功夫都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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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途客车司机

每件行李都要打开检查
本报记者 冀文龙 文/图

2月 5日 6时 30分，天还
未大亮。市中心汽车站停车场
内，长途客车司机杨拥军早早
来到自己的车前。 打开车盖，
先检查机油、防冻液，然后绕
着车身走了一圈，确保车胎也
没有问题后，开车进入了客车
安全检测线。

“没问题。 老杨，10 分钟
后可以发车。 ”经过技术人员
专业检测后，老杨接到可以发
车的指令。

6 时 40 分， 市中心汽车
站售票大厅已经开门， 五六
位旅客正在排队买票。买好
票的旅客，提着大包小包的
行李，陆续经过检票口走进停
车场内。

“请大家打开行李接受检
查。 ”杨拥军微笑着对每位上
车旅客说。一名中年男子上车
后，直接把行李扔到了行李架
上。 老杨走上前，要求该男子
打开行李接受检查。该男子起
初不乐意，一再表示行李都是
些衣服。 在老杨的坚持下，该
男子同意打开行李。

原来，在最底下竟然有一
小盒烟花。这名旅客是邯郸永
年县人，快过年了，买了一小
盒烟花准备带回家给儿子玩。
进入车站安检时，他把烟花放
在了上衣兜里，过完安检他掏
出烟花装进了行李包，以为上
车就没人检查了。

“烟花是易燃易爆品，不

能带上车。 ”“不能带？ 那我的
东西怎么办？ ”“请您谅解，车
上还有其他乘客，我必须保证
大家的安全。 ”经过一番劝说，
这名旅客终于意识到自己的
行为妨碍了其他旅客，主动将
烟花交给车站工作人员处理。

一丝不苟的老杨认真检
查完所有行李后，提示大家系
上安全带。 老杨告诉记者，现
在旅客的素质也在逐年提高，
互相理解、互相礼让的事情越
来越多，“春运期间驾驶员虽
然累些，但路上会很开心。 因
为春运期间同车的旅客多是

‘老乡’，比较喜欢聊天、拉家
常，年味儿很浓，气氛也比平
时活跃许多。 ”

从邢台到邯郸，虽然不到
两个小时车程，途中有时也会
遇到特殊情况。 不过，让老杨
感到欣慰的是，现在各个地方
对春运都比较重视，一旦发现
路面有积雪、 堵车等情况，当
地有关部门都会及时进行处
理、疏导交通。

邢台到邯郸这条班线与
其他班线有所区别，旅客多以
两地游客为主， 相比平时，春
运期间双向客流量都增加了
不少。

7 时整，老杨驾驶客车缓
缓开出汽车站， 驶上 107 国
道。 整个春运期间，老杨每天
都要不间断跑俩来回，晚上回
到家就得八九点了。

检查站民警

一天查近百辆车几乎失声
本报记者 麻国栋 文/图

2 月 5 日早上 6 时，天还黑着，交警四
大队民警李帅就已经起床，匆匆吃口饭，就
赶往单位。 7时到大队集合，7时半，李帅和
同事们就已经在北高速口迎宾岗春运执法
服务站执勤。

每过一辆客运车， 李帅都要站在路口
打出停车的手势，然后上车清点人数，检查
乘客包裹。 另外的民警在车下检查大件行
李，还要留意车辆状况，安全锤、灭火器等
是否齐全。

“大爷，你的包别放在过道里，不方便
里面的人进出。 ”李帅对记者说，包裹过大，
在过道影响紧急情况下逃生。

李帅说，往年超载是检查重点，尤其是
春节，客流量大，都愿意挤上车。“这两年客
运车超载的少了，但拿走安全锤、包裹装有
危险品、包裹乱放的事儿常有，是我们的检
查重点。 ”

刚下了这辆车，又来一辆。 检查一圈没
什么问题，李帅跑到司机面前，提醒他一定
要注意安全，不要超载。

通过迎宾岗春运执法服务站的， 有开
往隆尧、任县、巨鹿、南宫等地的客运车，每

天有近百辆。“这些车辆主要集中在上午 9
时到 11时和下午 3时到 5时。 ”李帅说，忙
的时候，几乎五六分钟一辆车，拦停、检查、
登记，喝口水的功夫都没有。

在执法服务站，摆放有水、医药箱，以
及灭火器、破拆锤。“除了检查执法，服务也
要到位。 ”李帅说，每位交警都学过急救知
识， 有时候乘客犯病了， 或者附近出了事
故， 医药箱就派上用场了， 他们要及时救
助。

下午 4 时， 李帅正在车下登记车辆信
息，一位乘客走过来，说手机没电了，需要
跟家人联系，借李帅的手机用用。“我这手
机，少说也有二三十位乘客用过了。 ”李帅
说，这是乘客对咱交警的信任。

到下午 5 时，天色开始发暗，车辆开始
少了下来，一个同事嗓子发疼，说话有点儿
失声，李帅赶紧安排他去休息一会儿，多喝
点儿水。

6 时半，夜幕渐渐降临，李帅和同事离
开执法服务站，结束一天的工作。 而这时，
巡逻民警开始上岗， 在夜色下开始他们的
护航工作。

我在春运一线

老杨认真检查车内安全设施

� � 市中心汽车站长途客车司机杨拥军 , 认真检
查完所有行李后，提示大家系上安全带。老杨说，
现在旅客的素质也在逐年提高 ，互相理解 、互相
礼让的事情越来越多 ，“春运期间驾驶员虽然累
些，但路上会很开心。 因为春运期间同车的旅客多
是‘老乡’，比较喜欢聊天、拉家常，年味儿很浓，气氛
也比平时活跃许多。 ”

李帅与同事执勤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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