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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强在年迈的母亲动手术
尚未脱离危险时，毅然返商执
勤，母亲说：“你把工作干好就
是对我最好的照顾，妈心里就
是高兴的”。结婚 6 年，从没陪
妻子旅游过，结婚纪念日、妻
子生日等这些最被女人在乎
的日子，都没有陪同吃顿饭。
即使妻子生产，他仍然缺席，
儿子上幼儿园已两年多，由爸
爸接送也就是两三次。孩子生
分，不愿意单独和他在一起。妻
子委屈地说：“家里什么事也不
能指望你。”

男人的眼泪不在疆场，而
在门户。古人说“君君臣臣父父
子子”，讲究做人要将本分做
好，分内的事情，不逃避、不苟
且。马强对记者说：“分内事，没
有啥。”这句朴实无华的话，道
出了一位普通民警忠于职守、

坚守本分、不松懈不偷懒的高
贵品质，道出了古代圣贤提倡
的最高道德。

火车站中队中队长张汝敏
说：“马强，工作拼命，为人朴
实，没说的，好苗子。”

商丘市交警一大队大队长
刘永杰说：“马强是我们交警
一大队、商丘交警支队以及
我们警察队伍的杰出代表。
他忠于职守，任劳任怨，舍身
忘家，一心扑在工作上，是人
民信赖的好交警。时代哺育
了这样的好交警，时代需要这
样的好交警。”

马强以自己的实际行动诠
释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的真谛，在他身上，我们看到
了一种理想，一种信念，一种
不忘初心、持之以恒的力量和
精神。 通讯员 董敷忠

责任重于泰山 使命高于一切
——记“最美雪警”、“冰凌哥”马强

2016 年的冬天不寻常。
一张照片窜红网络，一位英
雄的名字响满神州，一股暖
流融化了冰雪。

11 月 22 日，河南省商丘
市普降大雪，市交警支队一
大队火车站中队副队长、31
岁的马强在风雪中连续执勤
4个多小时，晚上11时左右，
他仍在风雪中疏导交通，肩
背覆雪，耳朵通红，单帽上积
雪二指厚，帽后沿竟有两根
指头粗的冰凌。战友杨威随
手拍了一张照片发到网上，
立即引起《河南日报》的关
注，随后迅速引曝网络，刷爆
了朋友圈，暖哭了千万人，

“最美雪警”“冰凌哥”的称呼
不胫而走。《人民日报》、中央
电视台《朝闻天下》《共同关
注》《新闻联播》栏目、新华社
网站、共青团中央网站、公安
部交管局站、中国新闻周刊
及中国警察网等 13147 家媒
体转载，网友转评 370 万人
次，点赞 710 万次。全国转发
阅读量超过2亿次，社会各界
好评如潮：“向在风雪中坚守
工作岗位的交警同志致敬！”

“最敬佩的就是交警，无论风
吹雨打，一定在坚守岗位！哪
有什么岁月静好，不过有人
替你负重前行……”“风雪中
广大公安民警执勤的工作纪
实照片，以集中展示全国广
大公安民警特别是交警战风
雪、斗严寒，不怕困难、连续
作战，默默坚守、全力以赴保
平安畅通的精神风貌。”“风
雪之中，你已站了 4 个小时，
根本不知帽子上结冰，让人
心酸又感动，你那冻得通红
的 脸 颊 ，必 将 温 暖 整 个 寒
冬。”“老家的交警好样的，为
他们点赞，他们是当代最可
爱的人。”

谁家孩子不是父母身上
的肉，那条汉子不是妻子心
中的疼？千里之外缠绵病榻
的母亲看了心疼，说：“再值
班，耳朵都快冻烂了，不能弄
个棉耳帽？没有人换换吗？”
妻子看了心疼，说：“那冰棒
再化了，就流到脊背上了，多
凉。再忙，都不顾得抖抖雪？”

警 岗 背 后 的 相 机 店 主
说：“夏天一身汗碱，冬天一
身冰，这哪里是工作，简直在
玩命！”一转身，英俊腼腆的
马强嘻嘻一笑说：“人少，换
不过来。路滑车多，两手不
停，根本不知道冷。战友都一
样，都是一身雪。”

好样的，交警哥们！

商丘市交警一大队火车站中
队组建于2016年春。随着商丘市
快速发展和高铁站开始运营，商
丘火车站区域南北广场交通压力
增大，车辆拥堵严重。每天有124
列火车经过、83 列停靠，高铁站
有121列经过、94列停靠，每天客
流约 5 万人次，仅次于郑州火车
站。辖区有3个学校，每天上下学
约有12800名师生经过，附近303
长 途 汽 车 站 每 天 发 车 1200 至
1600 班次，公交车 8000 班次。整
个火车站南北广场每天客流量
20多万人次，春运和重大节日可
达30万人。为了树立商丘城市形
象、擦亮商丘对外开放窗口，交警
支队党委研究决定，火车站广场
交通秩序管理任务交由交警一大
队负责。大队领导通过多次调研
分析，集中优秀民警，整合组建火
车站中队。中队人员 44 人，其中
民警 4 人、职工 1 人、辅警 39 人，
其中党员13人。火车站中队的前
身是交警一大队火车站女子岗，
20 年前是商丘市第一个红绿灯
岗，其队长曾受到公安部主要领
导的接见。为把火车站中队打造
成一支政治过硬、业务精通、纪律
严明、执法规范、战斗力强的警
队，党支部书记、大队长刘永杰深
入基层，身先士卒，事必躬亲。中
队党小组首先提出在各项工作中
党组织要发挥战斗堡垒作用，一
名党员就是一面旗帜，并实行党
员“一带一”和“一帮一”活动。那
天马强在风雪中执勤 4 个小时，
成为“冰凌哥”，当天13名党员都
在岗在位，风雪中就像13面鲜红
的党旗高高飘扬。

马强，洛阳长大的农村孩子，
一次迷路被警察送到家，就记下
了警察叔叔的天蓝色警服。看到
路上忙碌的警察，他心生敬意，也
产生了梦想，高中毕业报考警察
学校，毕业后又顺利加入警察队
伍。9年商丘，他站遍了交警一大
队辖区交通复杂的每一个路口，
寒来暑往，风雨无阻。从早高峰
到晚高峰，无论是汗水湿透衣
服，还是冰雪覆盖帽檐，他都紧握
着交通警察这份沉甸甸的责任努
力坚守。9年间，商丘下的每一场
雨、每一场雪他都是亲历者，都在
岗上，口哨吹坏了 20 把，常常每
天 7 时上班、22 时下班，执勤 13
个小时以上。9年来，他现场纠章

18万多次，圆满解决各类交通纠
纷400多次，零投诉。

马强与中队长张汝敏一起，
根据火车汽车各种班次、客流量，
勾画出上下旅客的平峰和高峰。
比如从10∶20—11∶00有5班普铁
进出，9∶00—10∶00 就有 13 列停
靠高铁站，这是客流高峰。他将这
些高峰时段做成表格挂出牌子，
一是让中队人员及时了解情况，
二是提醒广大交通参与者避开高
峰出行。他根据高峰平峰规律，建
议公交公司高峰期间增加班次。
几项新举措，使以往高峰时堵车
的情况大为缓和。

民主路口面条店店主付某，
常年开无牌无证的机动三轮车送
货，遇到民警拦截，总是加大油门
横冲直撞。民警开车追到他家，他
一关大门根本不睬。有人建议扣
车拘留人，但马强坚持柔情执法。
他利用晚上下班时间先后七次到
店里做说服教育工作，给付某及
其家人讲交通违法的危害性，讲
安全出行、文明出行的重要性，使
付某很受教育，不仅主动为三轮
车办理了有关手续，后来，还成了
一名“文明交通志愿者”。

2016 年 7 月 14 日早上 6 时
许，马强和中队长张汝敏像往常
一样，早早来到辖区执勤点开始
执勤巡逻，在站前路东段发现路
面出现裂纹，靠近边沟的地方已
经开始塌陷，路面有大面积塌方
的可能。两人当机立断，马上对该
路段实行临时交通管制。就在这
时，一辆开往夏邑的大客车呼啸
而来，两人来不及多想，边鸣哨边
奋不顾身地冲了过去，满员的大
客车紧挨着他们停下来。司机怒
气冲冲跳下车嚷道：”咋啦？我违
章了吗？”回答他的是“轰”的一声
巨响，紧挨着三人的路面出现了
一个长约 100 米的坑。司机吓得
脸色煞白，连声说“交警同志，你
救了我们一车人啊”。

有一次，马强查住一辆挂假
郑州牌照的黑色越野车，司机说：

“只要不开票。五千一万都不成问
题。”面对金钱诱惑，马强坚持依
法处理。

今年国庆节马强带班，他高烧
一夜，妻子劝他请假打点滴，他说：

“节日最忙，我张不开口。”一天查
处交通违法49起，下班后已入夜，
打了点滴，第二天，又照常执勤。

“
坚守，坚守！交警的肩头有多重

交警的职责随着
交通参与者的需要延伸

除了交通畅通外，交通参
与者还需要什么？问路。一位交
警除了疏导交通外，还能为民
众做些什么？回答。你见过交警
回答行人问路的，你没见过这
样回答的：“同志，到淮海驾校
怎么走？”“先坐 3 路车到翔宇
大酒店下车，然后回行20米至
长江路左转，50米有站，路北，
等 82 路，直达终点站淮海驾
校。”有时候恐怕不好记，还写
下一张字条交到行人手里。有
人说：“没见过交警说恁详细
的。”

马强和他的战友们为了做
到这样“问不倒”“一次到”的回
答，可是下了海量的功夫。他们
不仅熟背全市公交线路图，还
要熟记各个站点名称。为了加
深印象，他们竟然每人逐线乘
车。记者曾随口问马强，新开的
31路电动公交车有哪些站点，
他竟脱口说出了每个站点。

提及马强，商丘市民主路
第二小学的大队辅导员孙茜说
起了下面的事情。

“那天我接到一个电话：
‘孙老师，您好!我是火车站交
警马强。今天向您反映一下我
们学校门口家长车辆乱停乱放
的情况。我希望您能通过多种
方式对学生进行教育，告知家
长让他们将车辆有序摆放，这
样能减轻民主路上的交通压
力。谢谢您的配合！’我们学校
有学生 3200 名和教师 150 名，
每天上下学家长接孩子，将有
近 7000 人聚集在民主路上。
3200 多辆车将马路赌得水泄
不通。在马警官的提醒下，我们
学校通过升旗仪式、班会、家长
会、校讯通等方式教育学生、告
知家长。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
学校门口的路畅通了不少。

马警官了解我们学校放学
时间后，提出让我们采取分段
放学。低年级和高年级放学时
间相差10分钟。于是我们采用

了这个办法，别小看这 10 分
钟，让学校门口的交通顺畅了
许多。火车站交警中队的同志
们，不定期都会到我们学校宣
传交通安全知识。他们用生动
的交通事故案例给孩子们讲解
交通安全常识。他们走进课堂，
给学生分发宣传单，让学生们
小手拉大手，和家长一起做一
名遵守交通规则的好公民。”

车站一的哥捡到钱包，有
证件和现金 5500 元，交给马
强。马强两个小时找到失主，如
数归还。环卫工人捡到警官证、
驾驶证交给马强，又是两个小
时，马强冒雨将证件交还失主。
乘客取票捡黑色钱包、证件及
现金 2000 元，交给马强，半个
小时后，马强完璧归赵，并谢绝
失主 200 元的感谢费。9 年间，
马强帮助群众找回的遗失物
品价值20万多元。

2014 年某月 9 日上午，马
强看到一遮挡号牌车，他急忙
拦下，面色凶恶的司机正要下
车逃跑，被马强一举制伏。经
查，该车为被盗车辆，车上有锤
子、匕首、开锁万能钥匙、撬杠
等盗窃工具。据嫌疑人仝某交
代，几天来已流窜作案6起，没
想到栽在商丘交警手里。

2016年11月18日，在平原
路与团结路交叉口，马强带领
执勤民警开展严查酒驾、醉驾
及涉牌涉证等交通违法行动
时 ，拦 停 一 辆 车 牌 号 为 鲁
A16T15的小型轿车，驾驶人刘
某神色慌张且急于离开，说话
也吞吞吐吐，一次正常的检查
竟让驾驶人如此紧张，其中必
有隐情。民警马强一边对刘某
进行酒精呼气检测，一边利用
警务通对其身份进行网上查
对，原来该嫌疑人因涉嫌非法
吸收公众存款案，已被山东曹
县警方网上追逃。

数年间，马强还同战友遏
制了8起刑事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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