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美家乡人：55 岁老交警胡永革 给了十几个孩子
“公主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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抱一抱 抱着咱的宝宝上学校
从 9 月 15 日早上开始，短视频平台上一段“交
警叔叔的公主抱”视频，在网络中被大量转发、点赞。
视频中一位交警冒雨将在路边等着进校的孩子们，蹚
着积水用公主抱的方式一一送到了马路对面。 昨天从
滨海新区公安局得知，这位暖心交警是杭州道大队的
警长胡永革，今年已经 55 岁了。

驾车通过时，都对二人的举动竖起大拇
指点赞。 随后，闻讯赶到的维修工人，对
倾倒的电线杆进行了及时处理。
新报记者 徐燕 通讯员 焦轩 李书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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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 1 个多小时，保障过往车辆都能顺利
通行， 拥堵的道路也逐渐恢复了正常，
但祁娟和刘忠伟的手臂都已经酸疼得
连手机都拿不动了。 期间不少驾驶人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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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根电线杆被过往车辆挂倒，垂落
的电话线将道路堵住，导致道路压车 5
公里。 途经此处巡查的两名辅警发现情
况后， 合力托举垂落的电线 1 个多小
时，帮助被堵车辆安全通过，赢得驾驶
人称赞。
9 月 16 日 9 时许， 公安静海分局
交警支队唐官屯大队辅警祁娟、 刘忠
伟，在巡查过中发现唐官屯立交桥下出
现压车情况，立即上前察看。 原来，道旁
一根电线杆倾倒，电线杆上的电线垂落
在路中央，导致车辆无法通过。 将情况
反映给大队后， 二人上前仔细辨认，发
现被挂倒的电线杆为一根电话线杆，为
保障车辆通行、缓解拥堵，在号牌为
“
冀
JZ0796”的大货车驾驶人帮助下，由大
货车先将电线架起来一部分，二人再从
对面将电线托举起来。
就这样，两位热心辅警在路边托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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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样的 热心辅警托举电线 1 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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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线被挂断导致道路压车 5 公里

秋季消防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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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抱着一个胖胖的男孩时，胡永革
还跟孩子开玩笑地说让他减肥。“这
些孩子特别懂礼貌，自从护学执勤以
来， 总有孩子们跟我说警察叔叔好，
有时候还给我敬礼，我是他们永远的
警察叔叔，所以他们有困难了，警察
叔叔就得来帮忙。 ”
胡永革说他根本没想到这件事
会被拍下，还发到了网上，引来了这
么多人的点赞。 意外“走红”的胡永革
已经从警近 40 年， 先后荣立个人三
等功 1 次、 市公安局个人嘉奖称号 7
次、优秀公务员 3 次。
新报联合阿里巴巴天天正能量
发起的 2020“最美家乡人”评选活动
正在进行中。 你身边饱含人情味儿
的凡人善举和暖心故事， 都可以向
我们提供线索。 我们希望寻找到各
行各业、各年龄层的普通百姓故事，
他 们可 能守 护 的是 亲人 、 朋 友、战
友、同学，甚至是陌生人；我们希望，
通过寻找 每个 人 身边 的守 护 者，褒
奖普通人， 感谢他们对家乡的无私
奉献和真情守护。
读者可以通过拨打新报热线电
话 81316629， 或者搜索添加微信号
“xxya320”，将你身边的暖心故事告
诉我们，也可以关注每日新报官方微
博或微信公众号进行推荐。 如果最终
当选天津十佳“最美家乡人”，可获正
能量奖金 2000 元，入选全国十佳“最
美家乡人”，可获奖金 10000 元。
新报记者徐燕
通讯员焦轩 刘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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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长胡永革。 胡警长今年 55 岁，在交
警杭州道大队日常负责违法处理窗
口工作， 但在早晚上下学的时间里，
还要到工农村小学门口执勤，保证学
校门口交通畅通，孩子们及时进校上
课。
“因为下雨积水，我那天比平时
早到执勤点位， 在稍远的位置指挥
完接送孩子的车辆后， 我就往学校
门口走。 这时候有个小男孩在路边
哭喊，说他要迟到了，送他的老人也
看着已经快到膝盖的积水不敢迈
步。 我当时也没想太多，就把这个孩
子抱到了马路对面。 这时候又陆续
走过来几个孩子， 孩子们都没穿雨
鞋， 如果蹚水， 鞋和裤子就都得弄
湿，那得捂一天，多难受啊 ，我 就陆
续把他们都抱过去了。 ”
原来， 视频中所说的第一个孩
子，并不是他抱的第一个，而是其中
一个。 胡永革一个接一个把孩子抱
过了马路， 他说自己也没记具体的
数字，粗略估算的话，应该是不到二
十人。 他说这些孩子都是上二三年
级的样子， 比他自己的两个“小白
眼”大不了几岁。 通过几个月的护学
执勤， 胡永革发现在这所学校就读
的孩子，有不少来自外来人员家庭，
平时有些孩子 自己 独 自上 下学 ，有
的是老人接送， 学校门口很少能见
到年轻人。 这次遇到这么深的积水，
老人和孩子都为难。
虽然孩子们年岁小，但是来回近
二十次又蹚着积水， 还是很耗费体

2020 腾讯全球数字生态大会刚刚落
幕，一些高能新亮点陆续呈现出来，它们与
社会经济发展息息相关， 与生活生产密不
可分，促进数字经济发展。
腾讯宣布 WeCity 未来城市解决方案
全面迭代， 在智慧城市这个赛道里， 腾讯
WeCity 在全国落地开花，并深入政法、人
社、税务、医疗、教育、农业等细分产业。
腾讯云宣布升级金融云业务战略，
未来将聚焦金融新基建和数字新链接，
助力金融机构打造面向未来金融场景的
技术底座，支撑业务持续创新；并结合腾
讯丰富的用户端和产业端生态场景以及
互联网运营经验， 帮助金融机构升级服
务模式和场景， 打造无处不在的用户连
接能力。
腾讯副总裁钟翔平首次公布腾讯智
慧交通的新战略 We Transport，未来交
通将走向“以人为中心的”人车路智联模
式，不仅提供互联、高效、智能、贴心的服
务体验，还将提升社会运行效率，进而提
升人的生活品质。
腾讯集中公布了医疗六大领域的创
新解决方案和实践案例，并发布腾讯“杏
林计划”，与行业合作伙伴共建智慧医疗
健康新生态。
新报记者 张珊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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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频中的事件， 发生在 9 月 15
日 7:30 左右。 那天从凌晨开始，本
市就出现雷雨天气， 滨海新区的部
分地区降雨较大，交通早高峰时段，
滨海新区很多路段出现了短时积
水。 7 时左右的时候，位于塘沽的工
农村小学门口也出现了积水， 而且
没过了人行道。
在视频中，很多举着雨伞的孩子
站在路边徘徊， 一些孩子有家长陪
同， 还有一些是几个人挤站在一起。
一些胆大的孩子试图将脚伸进积水
中。 就在孩子们犹豫的时候，一名身
穿荧光黄雨衣的交警，蹚水来到了孩
子们跟前，他将这些孩子一个接一个
地抱到了马路对面，孩子们的脚上没
沾一点水，可他却在黑色的积水中不
停往返。 遇到女孩子他就给个“公主
抱”，遇到小男孩他就竖抱着。
暖心一幕被陌生人随手拍下，并
上传到了网络平台。 在视频下方，人
们纷纷留言点赞， 不仅说被暖到了，
还表示要转发这样的正能量行为。 而
在多个网络平台上，这条短视频从事
发当天开始就被广泛转发，点赞量成
百上千。 因为拍摄距离较远，视频中
并不能看清这名交警的面庞，视频下
方也只留下了塘沽工农村小学等地
址信息。
9 月 15 日下午， 滨海新区公安
局交管支队，通过查询当天交通早高
峰的勤务安排， 并让交警们一一辨
认，才终于确认，视频中给孩子们“公
主抱”的这位交警，是杭州道大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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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辰消防开启社区
“消防小讲堂”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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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进一步提高辖区内社区居民的安
全意识和安全技能， 有效遏制火灾事故
的发生， 近日， 北辰支队走进强宜里社
区， 为社区工作人员及社区所属企业职
工上一节“消防小讲堂”，开启此次社区
消防宣传培训工作。
根据强宜里社区的邀请， 北辰支队
针对老旧社区消防安全特点， 从理论和
实践两方面展开授课。 首先，支队宣传人
员以 PPT 课件形式，对火灾防范注意事
项、初起火灾扑救方法、如何正确使用消
防器材、 如何正确报警逃生等消防安全
知识进行了讲解。 然后，宣传人员示范消
防灭火器的正确使用方法， 并邀请听课
人员亲身体验使用， 对不规范的动作加
以指导纠正。 最后，结合现场实际情况，
模拟火灾发生场景，指导逃生路线，开展
应急疏散逃生演练。
通讯员 李雪

武清消防救援支队
圆满完成无人机培训工作
为切实提升应急救援通信保障能
力，强化灾害事故现场灾情侦查、航拍全
景图、测量测绘的水平，全面做好“打大
仗、打恶仗、救大灾”的应急通信保障工
作，近日，武清支队开展了为期 4 天的无
人机培训工作。
支队党委高度重视，召开专题会议，
悉心研究， 特地邀请厂家教员来队指导
培训。 此次培训采取统一住宿， 统一管
理，集中培训考核的方式进行。 培训内容
从浅入深， 分别为无人机基本原理和构
成、操作注意事项、应用领域、系统参数、
实操分行和航拍技术、全景图制作、兴趣
点环绕， 重点针对御 2 行业版无人机介
绍、使用、功能、人成像的使用、应用领域
进行讲解。 最后通过集中理论和技能考
核，颁发无人机证书。
通讯员 李娜

新报微信平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