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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交警最后的心愿：捐献眼角膜
身患绝症，43 岁的她希望为他人带来光明

乐观 | 病魔压不垮女警花
警察职业是杜开宁的挚
爱，但谁也没有想到，正当她在
岗位上风风火火干工作时，病
魔却突然降临。2016 年正月，
在安阳桥古庙会执勤的杜开宁
突然感到胸闷、胸口疼痛，她硬
撑着坚持到下午 1 时交接班，午
饭后，在同事一再劝说下去医
院检查。
检查结果对杜开宁来说无
疑是晴天霹雳：肺部恶性肿瘤，
并且已经向肝部转移。
“与其天天悲观失望，不如
勇敢面对一切，让自己的生命
活 得 更 有 意 义 。”抱 着 这 种 想
法，杜开宁开始了与病魔的抗
争。4 个疗程的化疗让她身心

患病期间，杜开宁还坚持工作。

□记者 高志强 牛静芳 通讯员 王笑 文图

奉献 | 决心捐献眼角膜

核心提示 | 绝症的巨大打击，没有摧毁这位有着 21 年警龄的基层民警的坚强意志，在难以忍
受的精神压力和身心痛苦的双重考验面前，凭着对警察事业的热爱，忘我地工作着。如今，她
只能躺在病榻上保守治疗，却在自己最后的日子里完成了一桩心愿——捐献眼角膜，希望为
他人带来光明。

敬业 | 严格执法赢得群众信任
肤色白皙，眼睛大而明亮，
笑起来露出两排洁白的牙齿。
工作中，她浑身仿佛有使不完的
劲儿，不时发出的笑声中透着乐
观、豁达。谁也想不到，这位漂
亮女交警竟是一名恶性肿瘤患
者。
“疾病不可怕，最可怕的是
对生活失去信心，在工作岗位上
我是快乐的。”43 岁的杜开宁是
安阳市公安交警支队北关大队
中队长，从警 21 年来，她用一双
永不停歇的脚、用顽强的意志和
执着的坚守，在最普通的公安基

层岗位绽放出生命的光彩。
1996 年 7 月，杜开宁走出警
校的大门，经过一年实习，她如
愿成为一名交警，站在了安阳市
红旗路三八岗交通岗台上。
“不
少人觉得交警很神气，其实交警
的辛苦只有我们自己知道。”对
于刚刚穿上警服的杜开宁来说，
每天的确很忙很累，但这些都没
啥，让她感到委屈的是个别司机
对交警工作的不理解。
“有一次，一辆非法营运三
轮车被我拦下，驾车男子非但不
配合工作，还说难听话。当时自

己委屈地差点掉眼泪。”杜开宁
曾在日记中写到她连续给驾驶
员敬礼 10 多次，苦口婆心地讲
道理，驾车男子才愿意接受处
罚。在女子岗执勤 5 年，让她明
白一个道理，执法要讲究方式方
法，
群众才会心服口服。
杜开宁深知，当警察最重要
的就是要做到严格执法，在交通
执法中，她坚持“特权车”与普通
车一视同仁、外地人与本地人一
视同仁、亲戚朋友与普通群众一
视同仁，用一颗公心赢得了群众
的信任。

民权湿地公园迎来
“稀客”
:
58 只青头潜鸭
属于极危物种,在全球仅存约 500 只
□记者 陈海峰 通讯员 张增峰 文图

青头潜鸭出现在民权黄河故道国家湿地公园

本报商丘讯 8 月 10 日，记
者从民权黄河故道国家湿地公
园管理局获悉，在该局与郑州师
范学院联合开展的鸟类多样性
调查中，同步观察记录到珍稀濒
危鸟类青头潜鸭 3 个种群 58 只，
是国内发现较为罕见的青头潜
鸭大种群。目前，青头潜鸭在全
球仅存约500只，
属于极危物种。
郑州师范学院动物学教授、

河南省野生鸟类观察学会秘书
长李长看告诉记者，河南曾是青
头潜鸭的越冬地,鸟类文献中也
多有记载,但 2016 年之前的数
十年没有青头潜鸭的观察记录
或影像资料,更没有繁殖记录。
自今年 1 月份以来，李长看
一行先后八次到民权黄河故道
湿地公园开展调查，开始观察到
4 只青头潜鸭，现在已经确认的

备受煎熬。
“ 忙碌的工作可以让
我短暂忘记病痛的折磨，不给
自己留胡思乱想的时间。”杜开
宁坚持要回到工作岗位，她往
往是上午在医院化疗，下午就
用微笑面对同事和前去办事的
群众。
由于抗癌药的副作用大，
杜开宁出现了口腔出血、全身
皮 疹 、身 体 免 疫 力 低 下 等 症
状。家人和同事看在眼里疼在
心里，劝她回家好好休息治疗，
但她执意要到单位工作。
“ 单位
事 情 多 ，人 手 少 ，我 多 少 干 点
儿，就能给大家减轻点压力。”
作为中队长，杜开宁深知自己
肩上的责任。

“生病不可怕，可怕的是对
今年 6 月份，杜开宁再次
生活、生命失去信念。我不畏
病重住进医院。看着自己病情
惧死亡，但我特别渴望活着，我
的恶化，杜开宁做出了一个惊
热爱这份职业。”依靠坚强的信
人的决定，捐献自己的眼角膜，
念，杜开宁让自己生命的每一
希望能为他人尽最后一份力，
为
天都更加出彩。
他人带来光明。这也是安阳市
杜开宁喜欢唱歌，患病后， 第一位捐献眼角膜的公安干警。
她还多次参加安阳市公安局组
由于杜开宁已经严重肝腹
织的各项文艺活动。她还利用
水不能下床，8 月 2 日，郑州市
工作平台为群众解答交通热线
红十字会工作人员来到她的病
百余条，第一时间消除群众交
房内，
为其办理了相关手续。
通方面的困扰。
“在签字环节，杜开宁不顾
杜开宁还经常在各部门之
病重带来的疼痛，让我搀扶着
间奔波，由于身体虚弱，在上楼
她下了病床，由于不能站立，她
途中她经常要停下来喘口气。 就一只手扶着床沿，半跪着在
同事们劝她好好休息养病，她
地上，用颤抖的手，微笑着在
却说：
“交警工作是我毕生挚爱 《捐献意向书》上签下了自己的
的事业，也许我无法选择自己
名字。”回忆起当时的一幕，安
的命运，但我可以选择自己对
阳市交警支队政工科民警张宁
待命运的态度。”
茹泣不成声。

沙颍河数百米河道成“游泳池”，
相关部门提醒——

河道内不允许游泳
存在安全隐患
□记者 于扬 实习生 李玉坤

达到 58 只。
李长看介绍，青头潜鸭曾广
泛分布于东亚，因数量急剧下
降，1994 年被《世界自然保护联
盟 》(IUCN) 列 入 易 危 物 种
（VU），2008 年升格为濒危物种
（EN），2013 年被列入极危物种
（CR）。同时他也呼吁：希望大
家一定不要惊扰它们的生活，这
个物种太脆弱，一定要加强对它
们的保护。
近年来民权县采取得力措
施，加大资金投入，全力抓好黄
河故道生态走廊建设和生态保
护，每年吸引大量游客到此观光
游览、休闲娱乐。
民权黄河故道国家湿地公
园管理局局长李杰介绍，民权黄
河故道国家湿地公园在 2017 年
4 月被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与
绿色发展基金会设为中华青头
潜鸭保护地。
“青头潜鸭在民权黄河故道
国家湿地公园被发现，说明湿地
公园的环境适于它们的栖息，我
们已经设专人对青头潜鸭进行
24 小时的保护。”李杰说。

本报周口讯 沙颍河周口
段原橡胶坝处附近，数百米的
露天河道成了一些市民避暑戏
水的乐园。对此，不少市民表
示担忧：野外河道游泳存在安
全隐患，希望引起有关部门重
视。大河报记者联系周口市水
务局后，工作人员说河道内原
则上是不允许游泳的。
连日来，不少市民向大河
报反映，沙颍河周口大道以东
的河道内，有人露天游泳，存在
安 全 隐 患 。 8 月 10 日 晚 7 时
许，大河报记者实地查看发现，
数百米的河道成了露天浴场，
很多市民在此游泳，有大人，也
有孩子。岸边，还有卖泳衣和
救生圈的小贩。
记者在岸边远远望去，水
面上人头攒动，一些孩子还玩
起了水枪大战。居民戏水的岸
边，有一处用旧布单围起来的
简陋“更衣室”，上面歪歪扭扭
地写着
“换衣服，
一元钱”。
附近居民告诉记者，这里

原来是周口市水务局修建的橡
胶坝，去年被拆除了，现在河道
两岸被修建成了沿河公园。
“沙
颍河是一条天然河道，里面水
多深、水底啥样无法预料，在这
里游泳存在隐患，希望下水的
人们注意这个事，也希望引起
有关部门关注。”不少市民反映
说。
而一些下水游泳的市民则
建议，把这段河道改为游泳休
闲场地，加以妥善管理，让市民
安全舒适地进行游泳、玩乐。
对此，大河报记者联系了
周口市水务局，接电话的工作
人员说，河道内原则上是不允
许随便游泳的，存在安全隐患。
“那个地方橡胶坝拆除之后，变
成了航道，
移交给交通航务部门
了，
我们把这个事给有关部门反
映一下。”
工作人员说。
随后，记者联系了周口市
交通局，接电话的工作人员让
记者找周口市航务局采访，并
提供了电话号码。记者随即拨
打过去，提示传真音后，电话被
挂断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