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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建家的父母均已是
!"

岁高龄
了"他的母亲还有些驼背"走路有些不
便"但每每需要儿子的时候"蔡建家永
远忙在路上执勤# 蔡建家的父亲蔡国
标回忆说

#

$蔡建家从警二十多年来"每
年的春节%五一%国庆节%中秋节等法
定节日" 他都没有一次与他们二老一
起度过# 但提到这些事情的时候"蔡国
标没有埋怨#

今年中秋节" 他只是中午回家吃
饭的时候"与家人呆了

$

个小时#早上
%

点半"他便提前赶到了工作执勤岗位"

忙到
&$

点半回家吃中午饭"下午不到
'

点又出发返回岗位执勤" 晚饭是跟同

事们吃了盒饭" 便去往万绿园附近执
勤为中秋夜观烟火的活动维护交通秩
序" 忙到第二天凌晨

&

时许才返回家
中"父母已经睡下#

儿子这样爱岗敬业" 当父母的也
感到骄傲" 但在工作中的穿梭在车流
中的险情让父母心疼又担心#

$((!

年
的一天"海口交警支队开展了一次&治
超治限!专项整治"蔡建家因为坚持站
在路中间拦截一辆要逃走的违法超载
的大货车而撞倒拖行了

$(

米后甩出
去"头部被石头碰撞导致左头颅破裂"

开口达
)

厘米长" 在医院躺了两个多
月" 后来留下了每逢下雨阴天便会头

痛的后遗症'

&每次看到他站在车流中指挥我
们都提心吊胆的" 但我没想到做交警
还真的那么危险" 自从发生那次事件
后" 每次他没有照常下班我们都忐忑
不安# !蔡国标说"每当看到蔡建家后
遗症犯病"他们都非常心疼#

记者在采访中 " 一直有一个问
题萦绕在心头 " 蔡建家如何做到

$)

年始终热心帮助他人 "文明执勤 %严
格执法 ( 蔡建家笑着说 )&我每天都
感觉自己像个新兵 " 每天都会热情
盎然 " 也许天生就是一个当警察的
料**!

在海口市龙华路与龙昆北路交

叉口! 或者在市公安局门前十字路

口路段!一个时刻保持微笑"指挥手

势极为标准的热情交警每天都在重

复着最平凡的交通执勤# 可他有一

颗爱心! 能在工作之余去照顾一个

五保户$他对工作敬业热情!每天都

感觉自己像个新兵! 工作中不仅严

格文明执法!规范严谨!而且还乐于

助人$节假日不是休假与家人团聚!

而是常年在这些特殊的日子里带头

上路执勤# 他就是海口市交警支队

龙华大队七中队中队长蔡建家#

!

本报记者 田春宇 摄影报道

从警!'年
节假日从未与家人一起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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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您停在这里等待红灯!&请过!

**记者多次在通过龙华路与龙昆北
路交叉口"或者市公安局门前十字路口
时" 看到蔡建家指挥交通手势极为规"

走近他便听到" 礼貌用语不离他的口"

微笑面对每一个路人"哪怕是违法者'

今年国庆节时间" 当我们都沉浸
在休闲假期的时候" 蔡建家与同事们
早已走上街头开始了多天路面执勤'

&今天是国庆节结束前一个车辆返回
海口的日子"车流量极大' !

&(

月
!

日记
者联系到蔡建家采访的时候" 他正在
路口指挥交通" 当记者按照约好时间
到达时却没有看到他的身影" 听他的
同事介绍"就在记者到达前"一位外地
农民工因急需赶车他开着摩托车将将
其送往西站了'

&上下班我经常看到他站在路口

微笑着执勤"这样的好交警"你们一定
要多关注+ !发觉记者在采访蔡建家的
市民陈女士" 凑上前来向记者如是感
概'她说"蔡建家每天在路面执勤的状
态始终如一"热情"认真"严格负责"对
待违法者总是面带微笑" 使用礼貌用
语提醒' &见到这样的交警我会潜意识
的去服从指挥"将心比心吧"就是想用
文明的方式回应他' !陈女士感慨说'

从警工作至今! 他曾多次被评为

"先进工作者 #$"群众满意好警察 %$

"优秀共产党员%$"椰城百姓心中好交

警% &

!""#

年被公安部评为"交通安全

集中整治行动先进个人%$同年荣获个

人"三等功%$

!""$

年荣获"交通违法行

为处罚质量先进个人%$

!"%"

年荣获

"防汛救灾先进个人%&

今年
*

月份" 唐富豪被分到蔡建家
所带的中队实习担任协警" 他告诉记
者" 作为蔡建家徒弟的他感觉受益匪
浅' &我刚从深圳回到海口"在深圳我从
未见到过一名交警像蔡建家这样的"所
以我对他印象深刻"能成为他的徒弟我
非常兴奋' !唐富豪回忆说"有一天"他
搭蔡建家的摩托车回家"途经五指山路
时"发现一群人围着一个骑着三轮车的
老太太"原来这个老太太的三轮车车链
子掉了"自己不会修"而路人都只围观
没有帮忙' 蔡建家一会儿就弄好了"还
帮老人把车推了一段路'

本以为可以被顺利送回家了"可
后来又遇上一件事" 蔡建家看到一个
骑着摩托车的人停在路边" 样子十分

焦急"便又停下来上前询问"原来是对
方的摩托车没油了' &蔡建家就把我扔
在路边"载着那个人去买油了' !唐富
豪说" 最终蔡建家不仅带着对方买了
油"还把人家又载回原地才返家'就这
样"原本十几分钟就可以到家的路程"

耽误了一个多小时'

$((+

年
+

月份"当时蔡建家还在美
兰交警大队的做一名路面民警时"他
在琼州大桥红绿灯岗位执勤" 发现一
位

"(

多岁老奶奶每天都会撑着木棒"

一拐一拐地往东头镇方向走去'

在每次的搀扶过程中" 他发现老
奶奶从来不讲话' 向周边的群众打听
才知道"原来她是一个聋哑人"是村里
的五保户" 只有一个常年不见面且年

近
%(

岁的养女" 每天过马路是到旁边
镇里去打针看病'

蔡建家回忆说" 他当时被老人惨
淡的生活而震撼" 所以义无反顾的照
顾到她终老' &她当时在院子里支着一
口锅煮饭"我走进去的时候"就看到她
把锅斜起来" 用一个小勺子在汤里艰
难的打捞着"漂浮在清水汤上面的

$

颗
菠萝蜜核和十几粒绿豆' !

从那以后" 他便每个月都抽休假
时间去看望她"每次都会买点卫生纸,

香皂%油盐酱醋%大米%快餐面等一些
生活用品- 走的时候留下二三百元零
用钱"去一次就要花六七百元"让每月
只拿

$(((

多元的蔡建家感到有些吃
力"他便背着父母向嫂子借钱#

荣誉榜

路人眼中的交警!热情 认真 严格

龙华大队七中队中队民警陈绵发
与蔡建家同事两年多来" 看到蔡建家
始终坚持尊重对方"礼貌相待"敬礼在
先%同志在先%请字在先的待人习惯#

在遇到交通违法当事人讽刺%谩骂%挖
苦时"他始终面带微笑"耐心去解释教
育"为此感到非常敬佩#

$(&(

年
&$

月
$$

日下午" 龙昆北路
新温泉酒店门前因为几辆车违法占道

停车导致道路严重堵塞" 当时巡逻至
此处的蔡建家立即上前处理"然而"却
其中一辆宝马车司机田某却不服从"

并且当众对蔡建家进行谩骂# &当时他
被骂了

&(

多分钟"他一直没有回嘴"始
终保持平和语气去教育对方# !陈绵发
说"后来还是路人看不过了"出面&助
威!蔡建家"田某才驾车离去#

&队员都知道" 蔡建家加班是家

常便饭 "不加班才是怪事 # !陈绵发
说"自从国贸片区改变交通组织实施
单循环以来"个别路面较窄的道路因
车流量变大易发生堵塞"但很多司机
却仍然违法占道停车# 为了杜绝这种
情况"蔡建家坚持开着摩托车不间断
的在重点路段巡逻"一个一个去教育
纠正违法司机"经常下班了还仍在路
面上巡逻#

同事眼中的他)加班是家常便饭

徒弟眼中的师傅)乐于助人

父母眼中的儿子)节假日永远在路上

蔡建家在帮助行动不便的人过马路"

"

蔡建家在指挥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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