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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永超和学校领导调研校门口交通状况

拨打 229 次报警电话骚扰女接线员
2019 年 12 月 21 日 至

2020 年 1 月 13 日， 边某无故
用手机连续拨打“110”指挥中
心电话 229 次，多次对女性接
警员用污言秽语进行骚扰。

今年 1 月 13 日上午，民警
到边某家中依法对其进行传
唤，边某不予配合并手持菜刀
追砍民警， 民警在鸣枪示警
后，边某仍不听警告，继续手

持菜刀追赶民警并捡起路边
的砖块追砸警车，致使民警无
法正常执行公务。

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
边某明知人民警察正在依法
执行公务， 故意持刀袭击正
在对其依法传唤的人民警
察， 其行为已构成妨害公务
罪， 故判处被告人边某有期
徒刑一年。 ⑨3

优化路网缓解交通压力
10 月 15 日下午，记者来

到市四小，看到交管部门对学
校门前人行道的东、西、南方
向共施划出 300 米左右的学
生专用绿色通道，在人行道靠
护栏一侧，也施划了非机动车
停车位，机动车在 7：20 至 8：
20、16：00至 17：30（节假日除

外）禁止驶入红庙路，校门口
两侧施划了网格线禁止机动
车停放，并在路口设置提示标
志、移动隔离护栏等设施。

据市公安局交管支队第
三勤务大队负责人徐永超介
绍，市四小周边道路通行面积
较窄，缺少接送学生的车辆临

时停靠区， 车辆停放无序、周
边商户停车不规范等问题是
导致上下学时段人车混行、拥
堵严重的重要原因。因此施划
学生专用的绿色通道禁止车
辆、小商小贩在绿色通道区域
乱停乱放，确保学生出校门后

“有路可走”。

学校周边马路市场多，车辆乱停乱放、交通拥堵现象时有发生
市公安局交管支队第三勤务大队联合学校治理四小周边道路环境

专用绿色通道 守护学生安全
本报讯（记者 王朝荣

通讯员 吕鹏）市四小位于
红庙路与工业路交叉口，
紧邻马路市场， 周边有多
所学校， 在学生上下学高
峰时段，车辆乱停乱放、交
通拥堵现象时有发生。 对
此， 市公安局交管支队第
三勤务大队主动与学校、
城管部门联系， 通过一段
时间的治理， 目前道路通
畅了，学生也安全了，家长
们纷纷表示放心了。

警、校、家三方协同治理
“每到上放学高峰时段，

增派警力到学校门口进行疏
导， 大队机动组民警对路段
开展不间断巡逻， 这样可以
规范车辆秩序。 ”徐永超说。

记者了解到， 学校为了
配合交管部门， 严格落实上
下学错时制度， 增加值班教
师加强交通疏导。

而家长们则自愿组建家

长志愿者服务队，佩戴者红绶
带的“护学岗”，组成家长护学
小分队，每天上下学期间义务
为学校维护交通秩序，为学生
们的安全保驾护航。

耳鼻喉科
石丽亚：副主任医师，中国人民解

放军总医院第三医学中心
专业擅长 ： 从事耳鼻咽喉科临

床工作 30 余年，具有扎实的专业理
论基础知识、 丰富的临床诊疗经
验； 目前主要研究眩晕耳内科学，

听力学及前庭功能。 擅长：眩晕、耳聋、耳鸣的诊
断治疗。

乳腺外科
曹威 ：副主任医师 ，医学博士 ，

北京大学肿瘤医院 ，乳腺癌预防治
疗中心

专业擅长：乳腺外科常见及疑难
病症的诊断和治疗，擅长乳腺疾病的
早期诊断及乳腺癌的综合治疗，尤其

对乳腺癌的手术治疗以及乳腺癌辅助治疗的全程管

理具有丰富经验。
儿科
周小凤：副主任医师，首都医科大

学宣武医院
专业擅长： 儿科常见及疑难病症

的诊断和治疗，特别擅长儿童呼吸系
统急慢性感染、儿童消化不良、腹泻
病，以及新生儿疾病等。 在小儿生长

发育方面，小儿抽动症，癫痫，矮小，自闭等方面有着
丰富的临床经验。

超声科
王川予
副主任医师，医学硕士
卫生部北京医院
专业擅长 ：熟练掌握腹部、颈部

及四肢血管、甲状腺、乳腺等器官病
变的超声诊断技能，对各部位肿瘤良

恶性鉴别诊断方面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 擅长超
声引导下对肝、肾、乳腺及甲状腺肿物、浅表淋巴结
的穿刺活检， 超声引导下经皮微波消融治疗甲状腺
及乳腺肿瘤、颈部淋巴结转移癌、超声引导下麦默通
微创旋切治疗乳腺肿瘤。

疼痛科 坐诊日期：10 月 24、25 日
唐元章： 副主任医师， 疼痛学博

士，北京宣武医院
专业擅长：1、 颈椎病： 颈型颈椎

病、颈椎间盘突出症、颈性眩晕、颈源
性头痛、神经根型颈椎病。2、腰椎间盘
突出症、 腰椎管狭窄证、 要背肌筋膜
炎， 腰椎小关节紊乱症， 脊神经后支

痛。 3、肩周炎、膝关节病、网球肘、踝关节炎症等各种
关节疼痛疾病。 4、三叉神经痛、带状疱疹后遗神经
痛、 舌咽神经痛、 蝶腭神经痛等各种顽固性疼痛疾
病。 5、股骨头缺血坏死早期。

南阳医讯 10 月 17 日，北京专家再次坐诊南石医院
预约电话：13937797039（耳鼻喉科 乳腺外科 儿科）15838710980（疼痛科）

道路通畅学生安全家长放心
为了使学生们提高安全

意识，该大队组织民警进入校
园开展交通安全宣讲活动。

学校定期以主题班会、升
旗仪式、红领巾广播站、公众
号、微信群、钉钉视频等途径，
对全体师生、家长开展交通安

全法制教育。
“这段时间看到交警治

理，现在路通了，家长们也
不乱停了， 学生们安全了，
我们家长也就放心了。 ”一
位前来接学生的家长孙先
生对记者说。

对此，该校校长张士升表
示：“学校会进一步提升教师
值守责任和家长志愿者护学
力度，继续与交管等职能部门
形成合力，做好校门口的安全
管理工作，确保来之不易的整
治成果长久保持下去。 ”⑨3

拉扯、咬伤民警，导致违法人员逃跑
拨打 229 次报警电话骚扰女接线员

藐视执法权威 严惩

拉扯、咬伤民警，导致违法人员逃跑
2019 年 12 月 10 日，市公

安局高新分局三名民警到镇平
县遮山镇马营村传唤涉嫌行政
违法的王某接受调查。 到达王
某家后， 王某手持木棍殴打民
警拒不配合， 后被民警制服并
戴上手铐。 因王某在被制服过
程中大声吵闹吸引大批村民围
观， 在民警要将王某带离过程
中，马某等 4 人阻扰、拉扯办案
民警，要求将王某的手铐打开，
最终导致王某趁乱逃脱。 后王
某在亲属陪同下到派出所主动

投案， 民警将其带至镇平县公
安局执法办案中心接受讯问，
为王某戴手铐时， 王某拒不配
合并将民警左臂咬伤， 构成轻
微伤。

经法院一审审理认为，王
某等人犯妨害公务罪，分别判
处有期徒刑 1 年至有期徒刑 8
个月， 缓刑 1 年不等的刑罚。
宣判后，王某提出上诉。 二审
法院经审查，认为原判认定事
实清楚，定罪准确，量刑适当，
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报讯（记者 王朝荣 通讯员 刘子国 陈立丽）国家机关工作
人员在执法时，受到执法对象的谩骂、侮辱，甚至是暴力袭击时，这
不仅干扰了正常的执法活动，还严重损害了法律权威与尊严，必将
受到法律的严惩。近日，记者从市中级人民法院了解到两起藐视执
法权威，最终害了自己的案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