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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唐亚新 通讯员 彭莉

“高速交警的工作成效， 直接关
系到过往车辆的安全。 跑在全省六千
多公里高速公路的司乘人员安全在我
们肩上， 担子沉甸甸， 但必须责无旁
贷地担起来。” 这是省公安厅交警总
队党委委员、 省高速公路交通警察局
局长赵胜平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

今年1月到10月， 全省高速公路
较 大 事 故 起 数 、 死 亡 人 数 下 降
81.3%、 87.3%。 百公里事故数、 死亡
人数同比降幅均排名全国第一。

以勇往直前的决心排除万难， 当
好高速公路安全的守护者。 这份骄人
的成绩， 映衬的正是以赵胜平为代表
的全省高速交警敢于担当、 勇于作为
的精神。

“高速交警的主战场，
就应该在高速上”

“今年以来， 这一路段交通事故
比较多， 我们来认真分析下原因， 举
一反三， 改进工作。” 11月中旬， 一
场工作反思会正在省高警局益阳支队
朝阳大队召开。 主持会议的赵胜平表
情严肃。

省高警局益阳支队朝阳大队的辖
区位于长张高速长沙至益阳段， 长度
38公里。 由于车流量大， 路况相对复
杂等原因， 这短短的38公里， 一直是
事故多发路段。

在赵胜平的组织下， 会议从事故
发生的地点、 具体路段、 当时的天气
状况、 事故车辆的车型等多方面入
手， 逐一细致分析， 找共性， 寻规
律， 反思事故深层次原因， 并就事故
预防提出研判建议。

从2017年12月， 赵胜平调任省高
警局开始， 这样的工作情景， 几乎是
他的日常。 早出晚归， 每天工作至少
12个小时。 从基层派出所干起， 做过
刑侦、 治安、 政工等方面的工作， 再
到省高警局工作的他， 始终用“如履
薄冰” 的态度扛起工作责任。

今年国庆期间， 平汝高速汝城段
有桥梁发生位移。 赵胜平二话不说，
直接奔赴现场。 处理完后， 赵胜平又
赶往湘西。 当时有人劝他： “路程太

长， 坐高铁要舒服很多。” 赵胜平说：
“高速交警的主战场在高速上， 只有
实地体验， 我才能更好履行自己的职
责。”

正是这种责任感， 一直促使着赵
胜平勇毅担当， 不断提升工作质量，
亲力亲为抓落实。

“交通事故研判要举一反三”
“近3年来， 受雨雪雾影响， 湘

西北高山弯坡道、 桥梁涵洞路段事故
概率增大。” 10月18日， 湖南出现大
雾。 清晨5时多， 赵胜平就从长沙出
发， 沿着京港澳高速， 一路巡查。

湖南地形结构相对复杂， 雨雾、
冰冻等恶劣天气多发,对安全行车带来
较大影响。 为了破解这一难题， 省高
警局与气象部门合作发布大雾预警，
同时创新勤务模式， 雨雾、 冰冻等恶
劣天气， 夜间10时到次日凌晨6时，
每2小时调度一次。

“赵局长是个有大爱的人， 他把
人民群众生命安全看得重如泰山。”
一件小事， 让省高警局办公室民警王
高鹏印象深刻： 今年年初， 一次工作
会议上， 谈到去年高速公路发生有人
员伤亡的交通事故造成了当事人家庭
痛苦时， 赵胜平几度哽咽落泪。

“每一起有人员死亡的交通事故，
我们都要做深度调查。 ”采访中，赵胜
平打开随身携带的资料册， 指着上面
的案例和数据，仔细介绍。 资料册里夹
的是一份份名为《高速交通死亡事故
研判》《高速交通事故情报研判》 等的
资料。 资料不断更新，不变的是每份资
料里都有着密密麻麻的笔记。

“交通事故研判，重点是要举一反
三。 ”多次深入调研后，赵胜平提出了

“事故可防可控、事故必防必控、事故
早防早控”的理念。

在赵胜平带领下， 省高警局总结
提炼以往工作经验， 并结合借鉴其他
单位先进经验，二次加工精练，同时积
极吸纳社会专业力量，联合开发，建立
了完善的高速交通事故情报研判机
制。

“多一事意味着少出事”
2018年6月29日，一起重大交通事

故让赵胜平印象深刻。
当时， 京港澳高速公路衡阳段发

生一起大型普通客车与重型罐车相撞
的重大道路交通事故， 造成18人死
亡， 14人受伤， 危化品泄漏， 直接经
济损失2632.8万元。 事故车辆不是湖
南的， 行程起点和终点也都不在湖
南， 但事故发生地却在湖南。

地处全国中南地区交通核心枢纽
区域的湖南,与6个省市相邻,是典型的
过境交通大省。 湖南高速公路日均车
流量近200万台次， 其中， 外省过境
车占比45%。 外省籍客危车辆违法肇
事致祸风险高， 一直是防控的重点。
但湖南运管部门只有本省籍客危车辆
运行数据， 管理难度极大。

从事高速交警工作后， 赵胜平一
直寻找破解这一难题的办法。 然而，
加强对外籍客危车辆管控， 也意味着
湖南高速交警多一份责任， 多一份担
当。 当时有人顾虑， 觉得“多一事不
如少一事”。

“多一事意味着少出事， 少一事
可能会出大事。” 赵胜平态度坚决，

“不管多难， 一定要啃下这块硬骨
头。”

去年7月开始， 在赵胜平牵头下，
多方协调， 历时数月， 终于拿到了全
国通行湖南高速公路的客危车辆动态
运行数据。

客危车辆运政信息和车辆运行
GPS信息， 只有与公安警务信息实现
数据融合才能发挥最大的功效。 在赵
胜平的推动下， 经多方不懈努力， 破
解了技术难题。

2018年12月， 省高警局与交通运
输部联合开发了客危重点车辆动态管
控平台。 这一全国首创的平台， 对客
危车辆实时精准管控， 并依法查处
违法行为， 效果明显。 平台投入使
用至今， 湖南高速上没有发生一起
涉及客危重点车辆的较大交通事故，
相关工作经验也获公安部交管局专
门推介。

“只要能保障好高速路上的司乘
安全。 哪怕是再硬的硬骨头，再多的难
题，我们都要啃下去，拿下来。 ”在赵胜
平看来，守护好高速安全，自己付出再
多也无怨无悔。

湖南日报记者 颜石敦
通讯员 薛云松 刘从武

湘粤赣3省交界的狮子口大
山，拥有原始森林35万亩、草山7
万亩，动植物资源十分丰富，被誉
为“生命的绿洲”。

30多年前， 这里因权属不明
成了部分人眼中的“肥肉”，烧炭、
捕猎、滥砍乱伐不断，山成了癞子
山，还造成山洪肆虐。

11月25日， 记者一路翻山越
岭来到狮子口大山， 发现这儿已
变了模样。 一个个山头森林茂盛、
花红叶绿，山涧流水潺潺、清澈见
底。

狮子口大山的巨变， 与一个
护林员的艰苦奋斗和无私奉献分
不开。 这位护林员就是宜章县瑶
岗仙镇退休干部、 老党员刘真
茂。

拿出家里全部积蓄建
起瞭望所———

共产党员守土有责，
再艰苦也要坚持下去

记者见到72岁的刘真茂时，
他正收拾柴刀、雨具、干粮等，与
其他队员一道出发巡山。 沿着崎
岖山路，刘真茂边巡山，边向记者
讲起当初上山的缘由。

1983年， 担任宜章县长策乡
（现为瑶岗仙镇）武装部长的刘真
茂，看到一片片被滥砍的树木，接
触到一件件非法捕猎的案例，心
如刀绞。

“再也不能这样下去了，不然
狮子口大山的森林， 就会毁在我
们这一代人手里！ ”刘真茂主动请
缨兼任乡护林办主任， 带领民兵
护林队开进大山。

为保持护林队伍稳定， 县武
装部、乡党委提议护林队开展“以
劳养武” 活动。 刘真茂就带领大
家， 因地制宜贷款养殖黑山羊，3
年时间发展到300多只。可是一场
传染病致黑山羊纷纷倒毙， 贷款
血本无归。

“以劳养武”搞不下去，护林
队员一个个与刘真茂挥手告别。

“大家都走了，狮子口大山怎
么办？ ”刘真茂心一沉：共产党员
守土有责，再艰苦也要坚持奋斗。

从此， 刘真茂开始了一个人
的护林生活。

山里气候变幻无常、虫蛇多，
生活和工作的艰苦可想而知。 山
地面积大，一个人看护很难。 他前
后5次搬迁居住地，一步步往森林

深处搬。 1993年，刘真茂不顾家人
反对，拿出家里全部积蓄3.6万元，
在海拔1500多米的朝阳仙山坳
上， 建起一座石头房子———狮子
口大山防火护林瞭望所。

在深山，住不容易。 刘真茂先
是挖野菜， 后来开荒种蔬菜，养
鸡、羊、猪、马，不但实现自给，还
可招待来客。饮水也是问题。刘真
茂多方寻找， 终于在一个山窝里
找到一泓清泉， 他用管子把泉水
引到瞭望所。

巡山总里程达40余
万公里———

饿了就啃一口红薯，
渴了就喝一口山泉

伫立山顶， 只见以瞭望所为
中心，有6条山路弯弯曲曲，向四
周延伸，总里程达100多公里。 至
今，这儿不通车，运输物资靠人背
马驮。

山上灌木丛生， 此前根本就
没有路， 是刘真茂用柴刀一刀刀
砍出来的， 用锄头一锄锄挖出来
的。

刘真茂早上出门巡山， 往往
天黑时才返回瞭望所， 饿了就啃
一口红薯，渴了就喝一口山泉。

山里的天气就像小孩子的
脸，说变就变，刘真茂经常被雨淋
湿。 冬天下雪，山高路滑，他就把
绳索套在树干上，一步步攀上去。
衣服被汗水浸湿，又被山风吹干，
手脚旧伤未愈又添新伤。

遇到野兽、毒蛇，还有偷猎者
安放的捕兽夹，怎么办？ 刘真茂用
柴刀防身，小心翼翼地清除障碍，
一步步向前挪。

“这些危险障碍不排除，野生
动物非死即伤。 ”记者采访当天，
刘真茂和防林队就排除捕兽夹、
铁笼子10多个。

刘真茂说，选择了大山，就是
选择了寂寞。 此前很长一段时间，
瞭望所里没电，也没有网络。 最近
的村庄， 离瞭望所都有两三个小
时的路程， 很多时候刘真茂连个
说话的人都没有。 照明只有一盏
煤油灯。 每到晚上， 四周一片漆
黑、阴森，陪伴他的只有那微弱的
煤油灯光和一台很旧、 很小的半
导体收音机。

36年， 刘真茂有27个春节是
在山上过的， 连最爱的小儿子结
婚办喜事都没有回家。

36年， 刘真茂平均每天跋山
涉水30多公里， 有人粗略地计算
了一下， 他巡山的总里程达40余

万公里，能绕地球10圈。

与偷伐偷猎者斗智
斗勇———

只要还有一口气，就
要与偷伐偷猎者斗到底

在忍受艰辛与寂寞的同时，
刘真茂还得与偷伐偷猎者斗智斗
勇。

一次， 瞭望所突然来了10多
个陌生人， 带着8条凶狠的猎狗，
准备到山上射杀水鹿。

“老乡， 水鹿是国家保护动
物，不能打。 ”刘真茂严肃阻止。

但他们并不理会， 还恶狠狠
地说：“你不要多管闲事， 否则没
有你好果子吃！ ”

刘真茂想，对方人多，直接与
他们发生冲突不是好办法。 于是，
刘真茂就改变策略，先好心招待，
待他们吃过晚饭睡下后， 带着他
的好帮手———大黄狗， 上山给水
鹿报信。

10多个人在山里转悠了好几
天，连水鹿的影子都没看见，失望
地下山了。

1988年冬天， 有个村民偷砍
了一些小松树， 堆在后院。 刘真
茂上门调查， 那人百般抵赖， 他
严词痛斥。 对方恼羞成怒， 挥着
柴刀冲上来,刘真茂没有退却， 挺
身向前。

眼看柴刀要落在肩膀上时，
刘真茂大喝一声：“来呀!我把坟地
都看好了，死了就埋在山上!”

对方被这声怒喝镇住， 将刀
扔在地上，“刘部长，真服了你，以
后我再也不砍树了。 ”

刘真茂上山之初就立下誓
言：只要还有一口气,就要与偷伐
偷猎者斗到底。

36年来， 刘真茂遇到的各种
危险、矛盾和冲突，不知有多少。
面对危险，他从不畏惧、退缩。

如 今 ， 刘 真 茂 有 一 个 愿
望———带好护林队交好班。 令人
高兴的是，在他的感召下，附近的
村民黄庚仁等先后加入护林队
伍。 2011年，刘真茂牵头再次成立
护林队。 如今，这支护林队已有8
位成员。

为进一步加强护林队伍建
设，前不久，狮子口生态保护协会
党支部正式成立， 刘真茂担任党
支部书记。

“守护狮子口大山是共产党
员的责任，再艰苦也要奋斗,守护
好这个绿洲。 ”说起成立党组织的
初衷，刘真茂如是说。

艰苦奋斗
好作风

36年坚守
“生命的绿洲”

———记宜章县瑶岗仙镇退休干部刘真茂

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担当作为优秀干部

当好高速公路的
平安“守护者”

———记省公安厅交警总队党委委员、 省高速公路交通警察局
局长赵胜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