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我是谁？

 郝满良，男，１９５５年２
月生人，自学大专学历。

１９７１年９月参加公安工作，
成为一名交通警察。三级警监
警衔。曾任北京市公安交通管
理局宣武支队、朝阳支队宣传
科长，北京市公安交通管理局
法制处副处长，教导支队副支
队长.宣传处副处长、处长。

北京市公安局高级教官，
 2000年全国优秀人民警察。



从警44年，主要从事：法制、宣传和教育
曾参与全国和北京交通法规的立法，执法

检查和复议应诉工作。
曾从事交通法规的宣传工作，自1995年以

来，多次参与中央电视台、北京电视台交通安
全节目的录制。

自2000年至02年在北京交通台开办《老郝
说法》节目,



2015年2月

我退休了！



 《沁园春.九月》
2015年9月 作者：老郝

十字街头，京城十月，渐入金秋。
看千年古都，天高气爽，黄叶飘飘，车潮如流。
华灯初上，流光溢彩，夕霞万丈映高楼。
惊回首，看枫林尽染，落日辉柔。

四十四年回眸，梦依稀岁月如歌留。
才十六七岁，稚气未脱，毅然从警，誓为国忧。
历练风雨，铸就辉煌，忠魂热血写春秋。
笑白头，迎又一甲子，再显风流。

注：1971年9月，作者成为一名人民警察，
44年后驻足街头，有感而发。



《诉衷情.忆沧桑》（2015年2月）

当年从警为国殇，何惧雨雪霜。

如今休致家中，思绪忆沧桑。

少励志，多磨难，曾辉煌。

老来回首，不曾怨悔，再尽余光。



做一个儿童交通安全教育义工

退休以后的第一选择----老骥伏枥 老有所为

实现自我的第一需要----最高层次 最后追求

交警生涯的自然顺延----四十余年 从未间断

生命价值的最高体现----社会认可 我还有用



讲课成果

在职时：给全市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部
队、工厂、农村、单位领导、驾驶员等讲课
共3000多场次。

在职时：从1975年开始给中小学生和幼儿园
孩子讲课，到2015年共1200多所。

退休后：从2015年2月开始，

共158所。



































提高交通安全意识
自觉遵守交通法规

郝满良



一、请听三个故事



故事一：闯红灯者说

 【时间】2012年03月04日18时05分

 【地点】北京市海淀区北清路稻香湖路口

 【人物】小型轿车（驾驶员李洪波，乘客李学明）

重型自卸货车（驾驶员李志岩）

 【事件】小轿车由西向东行驶，大货车由北向南行
驶，大货车前部不小轿车左侧相撞，李洪波当场死
亡，李学明受伤，两车损坏。事故后李学明被送往
999北京市急救中心抢救。











 【监控】该路口东向西方向监控录像
无法调取

 【人证】经调查走访，有多名证人均
证实：事发当时该路口东西方向为绿
灯，南北方向为红灯。

 【事故原因】肇事的重型自卸货车闯
红灯，是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

 【肇事者说】肇事驾驶人李志岩称：

曾多次经过此路口，
红灯时就没停过车。



故事二：闯红灯者说

您闯红灯了

开玩笑，我又没
开车怎么闯红灯

http://image.baidu.com/i?ct=503316480&z=&tn=baiduimagedetail&word=%C8%CB%D0%D0%BA%E1%B5%C0%B5%C6&in=24246&cl=2&lm=-1&pn=32&rn=1&di=45164480445&ln=957&fr=&fm=result&fmq=1322699672656_R&ic=0&s=0&se=1&sme=0&tab=&width=&height=&face=0&is=&istype=2


故事三：家长如是说

老师说：红灯
了，丌能走！

在学校听老师的，
在外面听家长的

学校的正面教育,被家长的行为抵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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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故事的思考

红灯是什么

带有法律意义

的停止信号

强制让行信

号

让绿灯一侧

车辆和行人

通行的信号

闯红灯是什么

对法律的亵

渎

对民生的践

踏

对和谐的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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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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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数字说话

 2007年，全国道路交通事故死亡8.1万人。

 2016年，全国道路交通事故死亡近6万人。

 年死亡较10年前，减少2万多人。

 在国内，非正常死亡事故占据第 1 。

 在国际，交通事故年死亡依然靠前。



结论不措施

 结论：在和平年代里，在现代生活中，车
祸已经成为对人们生命安全的最大威胁！

 措施：“加强交通安全意识，养成良好交
通行为习惯”迫在眉睫！



车祸依然是对人们
生命安全的最大威胁

 汽车给人类带来了方便，同时也带来了灾难！



道路交通伤害背景及流行情况
世界卫生组织将疾病分为传染性疾病，非传
染性疾病和伤害三大类。

伤害主要包括道路交通伤害、自杀、跌倒/
坠落、溺水、中毒、烧烫伤、他杀、劢物咬
伤等等，道路交通伤害是伤害中的重要伤害

类型。



道路交通伤害背景及流行情况

道路交通伤害成为我国人群伤害死亡的第一位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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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交通伤害未得到重规

1、交通事故伤害被当做机劢化的一个必然后果，忽规真 正原因。

（必然论）

2、事故所造成的伤害被认为是个别人及个别家庨的丌幸。

（个别论）

3、不传染病和其它群死群伤的事件相比，交通事故未造成恐慌。（

恐慌论）



道路交通伤害未得到重规

非典：2002年11月－2003年8月5日，29个国家报告临床诊断病例

8422例，死亡916例。

人们对交通事故的默然
态度是最大的灾难



二、交通违法行为的
心理分析



不文明的交通行为，首先产生于

人的思想，任何行为都有目的性，
驾驶员在道路上“争”、“抢”，

目的是什么呢

？？？



“快一点” ？
“早一点”
“耍威风”
“在路上我比你横”
“我需要占有时间和空间”



侥幸心理反映一个人自认为不良行为
不会引起后果，不会被发现，不会受到
处罚、不会受到谴责。对自己的能力盲
目自信。在驾驶时表现为超速行驶，酒
后开车，疲劳驾驶，肇事逃逸等。

1、侥幸心理



A:什么情况都没有，

开快点没事

B:车好，有情况

一下就能站住

C:这没有探头,

不用怕

超速的侥幸心理:



三个没事儿:少喝一点没事儿，

不喝白酒没事儿，

车开慢点没事儿。

开了多少年车，

警察从来没拦过。

没关系

交通队咱有人。

酒后的侥幸心理:



A:没人看见是我撞的，走吧

B:跟我一样的车多了，警察查不到我

C:反正人已经死了，死无对证

逃逸的侥幸心理:



逞强好胜。故意在别人面前显示自
己的能力和“威风”，从而获得一种心
理上的满足。



地位的优势

行业的优势

车辆的优势

技术的优势

“特权车”“英雄车”“霸王车”



照章处罚。



在逞强心理的支配下，一路冲在前面。
驾驶人已经不顾一切了，把法律、安全和文
明、道德抛在了一边。

A：李律师的“豪言壮语”

B：“二环十三郎”



二环十三郎 :能在正常的车流量下，用
13分钟，平均150公里的时速跑完整个二环

。这个速度，是以每分钟超车200多辆来完
成的。

他的名字叫:陈震



13分钟。在北京二环路的鼓楼桥，陈震的白
色战车像离弦之箭一样射了出去，13分钟后，车
子回到了起点。二环路全长37.2公里，陈震每小
时的平均车速达到了150公里，是预定车速(60-
80公里/小时)的2倍，相当于他每分钟窜出去
2500米，每分钟超过266辆汽车。

在周五晚上的九十点钟之间、车流量巨大的
北京二环路，单凭想象，似乎很难描绘出当时马
路上的惊险一刻。



2006年2月，陈震和对手张博在二

环路上因非法赛车被警方截获。二人因
违反《道路交通法》和《中华人民共和
国治安管理处罚法》同时受到了行政拘
留7日，并处500元罚款的治安处罚。



后来不断有人挑战二环十三郎的

权威，先后冒出了“二环十三
妹”、“二环8郎”。8郎一查却
是个
假的。



新“二环十三郎”
广西摩托车主庞国钦先生称，他上学时看到“二环
十三郎”13分钟跑完二环的新闻，觉得平均150公
里的时速也不是很快。2015年8月17日庞先生一个
人从广西来到北京，22日凌晨2点多，庞先生先穿

戴好全套专业装备，安好头盔运动摄像机，开始在
二环飞车，时速237公里，用时13分43秒。





新“二环十三郎”被判刑

 10月30日，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公开审理了庞国

钦危险驾驶案，并当庭宣判。被称为摩托车版“二
环十三郎”的被告人庞国钦因犯危险驾驶罪，一审
被判处拘役3个月，并处罚金3000元。



心理分析: 生和死之间的这
种交接的地方，实际上是最有
可能体验死亡恐惧，当战胜这
种恐惧时，心理上的确得到了
一种很大的满足。



影响:十三郎飙车
不再会是一个简单的个人行为,

由于有共同的价值认同,

会催生一个地下飙车群 .



从众是个人行为在群体行为影响下，
作出的与群体行为相一致的行为， 如果法
制意识和文明、道德意识淡薄，就会发生从
众行为。

3、从众心理。



大环境影响民众心理

在某一路段或某一区域内，由于管理严
格，秩序良好，在这样的“大气候”下，也
制约了一些人的不文明交通行为。

反之在交通秩序混乱的路段或区域，“
由于大家都不守法，所以我也不守”，这时
，遵守法规的反到成了“个别现象”。



4、习惯心理

习惯是人无意地多次重复的结果。行为
形成习惯，习惯形成意识。作出某种行为已
成为他们的习惯，如果不这样作，行为人会
感到不习惯。



习惯涉及到人的道德品质、文明程
度、情操与修养，涉及到人的法制观念
。良好的习惯会对社会产生良好的影响
，不良习惯会对社会产生消极的影响。



市精神文明办提出：

“过路要看红绿灯、行车礼让斑马线”

目的：

培养习惯



2011年5月17日下午，北京市东城区法

院一审判决高晓松危险驾驶罪名成立，判处
拘役6个月，并处罚金4000元。成为“醉驾
入刑”后被判决的第一个名人。



2012年7月11日下午，北京市东城区法

院一审判决刘惠危险驾驶罪名成立，判处拘
役4个月，并处罚金2000元。成为“醉驾入
刑”后被判决的第二个名人。



2017年10月6日，郎永淳因涉嫌危险驾

驶罪，被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依法刑事拘
留,10月16日,此案移送检察机关。
郎永淳有望成为“醉驾入刑”后被判决的第
三个名人。



三、加强交通安全意识
迫在眉睫



11月19日是“世界道路交通事故
受害者纪念日”

2005年10月26日，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呼吁各国政府将每年
11月第三个星期日作为世界道路交通事故受害者纪念日。以此缅
怀受害者，并关注亲属所处的困境。



世界道路交通事故受害者纪念日

 2012年11月18日当
天，联合国秘书长潘
基文致辞说，今年以
来世界各地的道路交
通事故已夺走约120万
人的生命。他呼吁各
国致力于最大限度地
减少道路交通事故造
成的伤亡。



创造自觉守法的大环境
任务艰巨刻丌容缓

文明是一座城市的文化软实力，对一个城市整体形象和发展将产生巨

大的影响。

市民整体素质的提升，必将内化为城市文明和城市软实力的一部分。



意味深长的标语

越来越多的机劢车进入我们的生活时，安全畅通的道路环境从哪里来

？北京长安街街头的一幅交通标语，意味深长。



（一）外国人“丌可思议”的故
事

高速公路，人是哪里来的？
应急车道的车，为什么丌是警车？

国情所至，“入乡随俗”吧，
丌然你会丌适应的。



（二）日本人跳护栏的故事

你为什么跳护栏？

他们都在跳，所以我也跳



（三）上海的见闻

没有交通警察，没有协管员，红灯亮时大家都在等



（四）进出罗湖口岸的思考

到了那边，必须走人行横道，
丌然汽车丌会减速的！

到深圳可以随便一些，
警察丌管的。



交通工具现代化
不思维模式传统化

从“场到场不门到门”，到“让行不绕行”。



缺什么

道路？设施？车辆？法觃？

车德－驾驶道德－交通道德－交通文明－交通文化

缺：交通道德软实力！

长期一条腿长一条腿短，是要出问题的！

































什么是交通安全意识

交通安全意识是社会大众意识、自尊自爱意识、自觉守法意识的综合

体。

交通安全意识是公民理解、尊重、执行和维护交通法觃的重要保证，

公民自觉的守法行为丌会自然产生，而是在一定的法制观念、法律意

识的指导下才能实现的。



什么是交通安全意识

社会大众意识

自尊自爱意识

自觉守法意识

•把自身和社会大众融为一体，把自己的行为不单纯看作一种个人行

为，而是对社会和大众有影响的大众行为，这是维护交通秩序,保证

交通安全的意识基础。

•当一个人参与交通时，要时刻以社会大众的利益为第一要素，要时

刻想到自己的行为对社会大众的影响。

•首先懂得珍惜自己的生命和权利，才会体会到他人生命、权利的重

要，才知道怎样规范自己的行为，以使他人不受损害。

•交通违法行为，是具有双重损害的行为，在给他人威胁的同时，也

给自己带来危险。

•交通法规是综合无数血的教训，运用科学的原理和方法制定的，能

否遵守执行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的自觉性。

•自觉的本身其实也是一种约束，当这种约束逐渐变为习惯，就成了

自觉的意识行为。



意识决定行为，行为决定结果

全世界都有闯红灯的行人，但以中

国的数量最为庞大。

一个直接原因就是，自觉守法意识

差，克服丌了从众的心理影响。

因此，自觉守法意识培养在目前是

极其重要的。



创造自觉守法的社会“大环境”

只要每一个公民都具有较强的自觉守法意识，都对

社会安全承担一定的义务，就能创造自觉守法的社

会“大环境”，就会提高全社会的交通安全系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