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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亚萍等成咱省禁毒公益形象大使
郑州警方公布4起典型案例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邵可强 李一川 通讯员 闫亚平

近年来，新型毒品出现了奶茶、饮料、跳跳糖、果冻等多种伪装形式，甚至被制成
液体，涂在纸上制成邮票形状，具有极强的伪装性、迷惑性和“时尚性”。

6月24日，在河南省“6·26”国际禁毒日宣传活动现场，当看到被伪装成茶叶等
的仿真毒品时，刚刚被聘为河南省禁毒公益形象大使的奥运冠军邓亚萍感到惊讶。

在活动现场，中央文史馆
馆员、国务院参事室新闻顾问
赵德润，奥运冠军邓亚萍、中
央广播电视总台主持人张泽
群、中国曲艺家协会副主席范
军、奥运冠军贾占波、奥运冠
军李雪英和中国禁毒基金会
理事、歌手田华等人被聘为河
南省禁毒公益形象大使。副
省长、省禁毒委主任、公安厅
长舒庆等领导为禁毒公益形
象大使颁发聘书，并为郑州禁
毒宣讲团举行了授旗仪式。

当看到各类新型毒品时，
邓亚萍不禁感慨：“这些毒品
伪装得太像了，挺骇人的！”并
直言，面对这些经过伪装的毒
品，很是担心缺乏辨别能力的
青少年误食到这些毒品。

据悉，2018年以来，郑州
市公安局开展“禁毒两打两
控”专项行动，共破获毒品刑
事案件355起，抓获涉毒犯罪
嫌疑人452人，缴获各类毒品
共计57.9千克；同时，积极开
展破案攻坚，先后组织侦破重
特大毒品刑事案件50余起，
摧毁了一批贩毒网络、抓获了
一批毒枭，有力地打击、震慑
了毒品犯罪活动。

另外，郑州市还大力推进
社区戒毒社区康复“8·31”工
程，目前，全市各个乡镇街道
办事处均成立了社区戒毒社
区康复工作站，全市 15个社
区戒毒康复工作站被上级命
名为国家、省、市级示范点。

郑州警方
公布4起典型案例

案例一：毒贩火车运毒
被郑州警方成功查获

2019年3月10日郑州市
公安局禁毒支队接到群众举
报称：有一云南籍人乘坐
Z162列车携带有大量毒品到
郑州。3月11日凌晨，市公安
局禁毒支队侦查员在火车站
将嫌疑人梁某（33岁，男，云南
文山人）抓获，现场查获60个
毒品包装，缴获疑似海洛因类
毒品348.12克。随后将嫌疑
人余某（男，23岁，云南省怒江
人）抓获，从其随身的背包中
查 获 疑 似 海 洛 因 类 毒 品
1049.89克。

案例二：毒贩快递邮寄毒品
郑州警方巧计一网打尽

通过组建多个QQ群笼
络大批吸毒人员和下线毒贩，
然后将毒品混在玩具积木中，
利用快递在全国进行毒品运
输贩卖。

2019年年初，郑州警方经
过长达一年多的侦查经营、深
入研判，长途奔袭近万里，辗
转数十个省市，成功侦破“10·
10邮寄毒品案”（公安部目标
2017-563），摧毁了一个以祁
某为首的涉及全国20多个省
市的特大网络贩毒网，抓获本
地犯罪嫌疑人45人，通过目
标案件协作，在黑龙江、湖北、
云南、江苏等省抓获犯罪嫌疑
人 13 人 ，缴 获 毒 品 共
11988.46 克。

案例三：郑州市破获一起特大贩
卖毒品案 缴获大麻9000余克

2018年 6月 12日，郑州
市公安局禁毒支队联合新郑
市局经过长期经营，顺线追
踪，成功破获一起特大贩卖大
麻案件，缴获大麻9000余克，
抓获犯罪嫌疑人7名。

案例四：毒贩体内藏毒航运毒
品 被郑州警方成功抓获

2019年 2月 28日，郑州
市公安局禁毒支队在郑州机
场抓获运输毒品的嫌疑人文
某（男，24岁，贵州省大方县
人）。经突审，文某交代27日
在缅甸新伊亚宾馆309房间
吞服70个毒品包装，受上线
扈某宇指使将毒品运至郑州
转运西安进行贩卖。

侦查员紧急飞赴云南，于
3月1日凌晨1时许在云南省
德宏州瑞丽市帝皇国际会所
将上线扈某宇（男，29岁，黑龙
江绥化人）、运货人李某波
（男，27岁，山东东营市人）抓
获，嫌疑人对犯罪事实供认不
讳。经称重疑似海洛因类毒
品净重347.83克。

墙上的洛阳“牡丹”，杏树桃枝上的蜡梅，竹影
萧萧，宋韵悠悠，河南地图，商州鼎纹，高低错落的
布置，红白紫绿的搭配，一句“出彩河南”，吸引来不
少走进中国馆游客们的目光。6月24日，世园会河
南日活动第二天，中国馆内游人如织，而他们对河
南馆的普遍评价是——“一看就是河南馆，特色。”

特色
洛阳“牡丹”开在墙上
杏干桃枝上绽蜡梅

从其他省份的室内馆
走近河南馆，首先映入眼帘
的是地上的一簇簇牡丹，而
与之交相辉映的是后面的
一道画满牡丹的背景墙，以
及十几朵“开”在背景墙上
的牡丹瓷。淡雅的色彩，簇
拥的花瓣，凸出于背景墙
上，实画与实花，虚花与真
花，形成错落的层次。

“唯有牡丹真国色，花
开时节动京城”，很多游客
前来，纷纷被这幅虚实结合
的牡丹画卷所吸引。虽然
没有看到左侧“出彩河南”
的字样，他们仍是很准确地
判断出，眼前的室内展馆，
一定是河南馆无疑。“牡丹
是洛阳的特色花卉，也是河
南的特色花卉，很有特色的
一道景观。”有游客说。

牡丹画卷在入口右侧，
左侧则是一幅同样虚实结
合的风景，它也是展馆内的
宋代风韵画卷的收束部
分。疏影横斜，一棵蜡梅
树，铁干虬枝，黄色的蜡梅
花，点点行行，都是惹人
意。而实际上，这棵蜡梅树
的枝干是老杏树，细枝股是
插接上来的桃枝，而蜡梅则
是真正的蜡梅。

文化
宋徽宗的瑞鹤图
“飞”入河南馆展厅

宋徽宗画中的仙鹤与
楼阁，宋都开封的菊花，青

铜器上的纹路，河南地图镂
空后的盆栽摆设。走进河
南馆展厅，展厅内部由“S”
形展墙将其分为三个区域。

据悉，主展墙的构思来
自宋徽宗传世之作《瑞鹤
图》，设计采用虚实结合的
手法，将宫殿作为实景脱离
出画面，增加展墙的立体效
果。画中的菊花和沿画组
摆的盆栽菊花交相呼应，展
现一幅月下秋菊展容颜的
美好画面。画卷的末端将
不畏雪压霜欺、傲然冠天下
的蜡梅植入卷中，与卷首的
牡丹遥相辉映，展现中原大
地植物的多样性和文化的
多元性。

与此同时，展馆布设有
从河南各地征集、挑选的特
色盆栽花卉、切花、盆景、插
花花艺、压花作品等上百种
展品沿游线布置，利用展
墙、展台、几架等错落有致
地展示。

展览期内，根据季节
变化，调整展品种类，利用
有限的时间和空间，充分
展示河南的特色花卉和园
艺产品，让游客充分感受
厚重河南的多姿多彩、博
大精深。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
者了解到，此次世园会展期
前后有 162 天，时间跨度
长，河南馆内的景致，也会
有一定的调整更新。由于
此期间共有四次展品评选
活动，每次的一百件展品都
将有所区别和不同。其中，
仅牡丹就储存了五百多盆，
以给广大游客呈现新鲜而
又不同韵味的牡丹。

牡丹“开”在牡丹画墙上
宋徽宗的画“飞”入河南馆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刘瑞朝 文 张琮 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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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行在牡丹、菊花、月季等鲜切花和小景观里，河南的元素出彩喷香。

“这些毒品伪装得太像
了，挺骇人的！”

全国环保系统都在痛悼
河南这位高级工程师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郭兵

本报讯 6月 21日，生态
环境部官方微信头条发文《哀
悼|河南省环境保护宣传教育
中心高工孟祥利同志因公殉
职》，这几天，全国环保系统都
在痛悼孟祥利的离去，中共河
南省生态环境厅党组作出向
孟祥利同志学习的决定。

2019年 6月 15日下午，
河南省环境保护宣传教育中
心高工孟祥利在筹备16日上
午“美丽中国我是行动者——
全民健步走”活动视频直播工
作中，突发疾病、抢救无效，于
当日23时许因公殉职，享年
55岁。

据悉，6月15日14时，孟
祥利驾驶大型视频直播车从
郑州出发，长途跋涉赶往洛阳
新安县世纪广场，到达后，顾
不上休息，立即开展布设电源
线缆、调试设备、设置机位等
筹备工作。因高温、疲劳过
度，16时 55分左右，突感胸
闷躺倒在地，被120救护车送
到最近的新安县中医院急
救。其间，孟祥利曾短暂恢复
神志，并清晰地说了一句“直
播信号通了没？”紧接着，又用
微弱的声音指挥通讯传输如
何保障、拍摄机位如何设置、
现场线路如何布设……17时

57分呼吸和心脏骤停，持续
抢救至23时许失去了生命体
征。他在生命弥留之际对工
作负责的执着表现，完美诠释
了一名共产党人生命不息、奋
斗不止、勇于担当、无怨无悔
的赤子情怀和道德情操。

记者从省生态环境厅了
解到，30多年来，孟祥利始终
坚守初心、不改本色，以一名共
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
在平凡的岗位上干出了一番不
平凡的业绩，把生命献给了守
护蓝天白云、绿水青山的生态
环保事业，向党和人民交出了
一份环保为民的忠诚答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