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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李凤虎

8月 21日上午，河南省公安边防总
队郑州边防检查站举办以“平安国门、天
天伴你”为主题的警营开放日活动，记者
来到郑州边防检查站，零距离探访中原
国门，了解边检警官执勤工作情况。

45秒即可完成通关

10 时，记者来到郑州新郑国际机
场 T2 航站楼国际出境大厅，旅客正在
有序排队，等待通关。“你好，请出示你
的证件！”智能验证台的边检警官面带
微笑，一声问候让人倍感亲切。边检警
官接过旅客的出境证件，核对信息，扫
描录入，确认无误，递还护照，很快就完
成了通关。

“现在通关很快捷，先期完成机场口
岸检验检疫、海关部门的检查后，只要旅
客证件齐全，符合通关条件，一般在45秒
内即可顺利通关，通过自助查验通道通
关速度更快，最多不超过10秒。”

郑州边防检查站执勤业务一科教导
员海贝说：“国际出境大厅共开设10个服
务窗口，6条出境自助查验通道，开通了
紧急救助通道、迟到免排通道，保证了旅
客的顺利通关。”

海贝告诉记者，郑州边防检查站担

负着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社会稳定，
以及对出入境人员和航空运输工具实
施边防检查的重要职责。不仅是旅客
走出国门的最后一道关口，也是旅客入
境的第一道屏障，时刻守卫着中原国门
的安全。

海贝称，我们始终将严守国门视为
己任，强化口岸管控作为重中之重，在边
检大厅里安装有多种高清监控设备，证
件鉴定室内的先进查验系统，可以准确
甄别旅客是否持假冒证件。

“目前郑州机场口岸出入境人数大
幅增长，每天国际客运航班有30架次，国
际货运航班有20架次，工作时间基本是
全天候。”海贝说，“虽然我们工作很忙，
可是打心眼儿里高兴，因为出入境的人
员越来越多，这说明河南的经济发展越
来越好。”

边检警官至少会两国语言

郑州边防检查站政治处主任郭云洲
说：“中原走向世界，机场口岸是第一道
窗口。边检官兵是服务中原的文明使
者，一个边检警官就是半个外交官，一言
一行都事关国家形象和民族尊严。”

郭云洲介绍，目前，郑州边防检查站
边检警官均是大学本科以上学历。为了
提高执法素质和服务水平，每人必须熟

练掌握中、英两国语言，同时，要加强学
习韩语、日语、俄语、德语、法语、意大利
语，有的边检警官还通晓5国语言，世界
各国宾客在出入境边检执勤现场都能享
受到贴心的母语服务。

“作为对外服务的窗口，我们一定
争取让自己的服务更细致一些，更贴
心一些。这不仅关系到我们边防警官
的形象，还关系到河南在国际社会的
形象。”28岁的边检警官徐安安告诉记
者。

郑州边防检查站以一流的服务打造
了“中原国门的第一形象”，实现了服务
方式“零距离”、服务旅客“零差错”、旅客
满意“零投诉”，在国门一线充分展示了
文明使者的良好形象，赢得了社会各界
的高度赞扬，旅客对边检工作满意率达
99%以上。该站多次被公安部表彰为提
高边检服务水平成绩突出单位，被省政
府授予“服务中原经济区建设模范边防
检查站”荣誉称号。

增幅位居全国空港口岸前列

“几年前河南居民出境游得辗转北
京、上海等口岸乘机，而今，郑州直达国
际航班越来越多，从家门口直接乘飞机
出境方便多了，现在越来越多的河南居
民选择出国游。”郑州边防检查站站长付

鲜峰说。
截至目前，郑州机场口岸共开通国

际(地区)客运航线 21条、国际（地区）货
运航线27条，河南居民从郑州可直飞加
拿大、新加坡、泰国、越南、柬埔寨、日本、
韩国等多个热点旅游国家和地区。

据郑州边防检查站统计，近年来郑
州机场口岸出入境旅客数量呈现井喷式
增长，10年间，出入境旅客量由 2007年
的8.2万人次增长为 2016年的 126万人
次，增长了 15 倍之多。货运国际航班
由 2007 年 50 架 次 增 长 为 2016 年 的
9897 架次。河南居民出境前往最热门
的国家和地区，也由以前较为单一向多
元化发展，从年龄上看，80后成为出境
游主体，90后出境游人数增长迅速。此
外，从郑州机场口岸入境旅游的境外游
客逐年攀升。

“郑州机场口岸出入境流量连续7年
保持着年均 50%的增幅，增幅位居全国
空港口岸前列。目前，郑州机场口岸已
形成客流物流‘大进大出、快进快出’的
新格局。”付鲜峰表示，数字背后，是河南
省经济的快速发展、人民群众生活水平
的日益提高，以及对外开放、经贸活动的
不断扩大。随着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
验区建设全面推进，郑州机场口岸将会
进入新一轮快速发展期，出入境流量将
会继续保持较高增幅。⑤2

□本报记者 李凤虎 实习生 孙若旸

8月 22日下午，安阳市公安局召开
“全市公安系统学习杜开宁先进事迹动
员大会”,追忆因病去世的女交警杜开
宁。

10天前，在安阳市肿瘤医院，43岁的
女交警杜开宁安详地离开了人世。杜开
宁临终实现了她的遗愿，向郑州市红十字
会捐献眼角膜，希望为他人带来光明。

杜开宁生前是安阳市公安局交警支
队北关大队中队长，从警21年来，她用忠
诚和坚守，在一线岗位绽放出了生命的
精彩。

敬礼10多次，用诚心感动
违法司机

1996年 7月，杜开宁从警校毕业，如
愿成为一名交警，在安阳市红旗路“三八
岗”交通岗台执勤。

“不少人觉得交警很风光，其实交警
的累和苦，只有我们自己知道，每天风雨
无阻都要站在路口指挥交通，斗酷暑战
严寒。”对于刚入警的杜开宁来说，每天

工作很忙很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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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我委屈地差点掉眼泪。”杜开
宁曾在工作日记中写道，“我连续给驾驶
员敬礼10多次，苦口婆心地讲道理，驾车
男子最终被我的执着所感动，主动接受
了处罚。在女子岗执勤让我明白一个道
理，执法要讲究方式方法，用耐心、诚心
和法律执法，这样违法驾驶员才会心服
口服，才能提升驾驶员依法、安全、文明
出行的规则意识。”

杜开宁在执法中偏重于人性化和情
法结合方式，每开出一张罚单，她都会耐
心地给司机讲清楚违章原因。她在女子
交警岗执勤 5年，没有发生一起群众投
诉。

北关大队大队长付一民说，杜开宁
工作认真敬业，勤勤恳恳，无怨无悔。在
去年冬季支队组织的预防重大交通事故
专项行动中，每天晚上杜开宁带领民警
一起查酒驾，总是最后一个离开执勤岗
位，但次日早晨她准时又到大队上班。

即使杜开宁在患病的日子，她也是坚持
每天正常上班。

捐献眼角膜，要给世界留
下光明

正是经验丰富、风风火火干工作的
时期，厄运却袭向了杜开宁。2016年春
节期间，在安阳桥古庙会执勤的杜开宁
突然感到胸闷、胸口疼痛，被确诊为肺部
恶性肿瘤，并且已经向肝部转移。

面对病情，杜开宁的想法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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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开宁没有被
病魔打倒，而是更加积极地投入到工作
中。

“在工作岗位上我才是快乐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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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靠坚强
的信念，杜开宁每天坚守在一线执勤指
挥交通。

杜开宁喜欢唱歌等文艺活动，患病
后，她还多次参加安阳市公安局组织的
各项文艺活动，并报名参加了一个舞蹈
培训班。她还利用工作平台解答群众打

来的热线咨询电话，第一时间为群众解
疑释惑。

抗癌药的副作用很大，治疗期间，杜
开宁出现了口腔出血、全身皮疹、身体免
疫力低下等症状。当时家人和同事都劝
杜开宁好好休息，但杜开宁表示，单位事
情多、人手少，作为中队长，自己到单位多
干点活，就能给同事们减轻点工作压力。

“交警是我毕生挚爱的职业，命运已
经无法选择，但我要选择好对待命运的
态度。也许我不能决定自己生命的长
度，但我却可以决定自己生命的宽度。”
杜开宁告诉家人。

今年6月份，杜开宁因病情恶化住进
医院。她作出了一个决定：捐献眼角膜。

“杜开宁是安阳市公安系统第一位
捐献眼角膜的民警，在签字环节，她不顾
疼痛，让我搀扶着下了病床，她微笑着在
捐献意向书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回忆
起当时的一幕，安阳市交警支队政工科
民警张宁茹泣不成声。

“我留不住生命，但要留住光明。我
捐献眼角膜，就是想让需要的人能重见
光明，看到这个美好的世界。”杜开宁生
前这样说。⑤8

中原，从这里走向世界

“我留不住生命，但要留住光明”
法治先锋

法治影像

▲博爱县人民法院针对山区留守人员主动开展上门服务，提供法律宣传和
法律咨询。图为8月20日该院法官走访一户留守老人。⑨7 程贵忠 摄

◀8月23日，清丰县人民法院少年庭法官走进农村，为留守儿童送去普法
口袋书，并为他们讲解法律知识。⑨7 薛莹洁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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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孙欣 本报通讯员 胡传仁

“尹科长您好，在你们的帮助下，理发店已开业一个月，我挣
了3000多元。没有你们，就没有今天的我，你们的关爱，我永生不
忘……”8月21日，小雪手捧鲜花，来到潢川县检察院未检科表示谢意。

小雪出生在潢川县谈店乡一个贫困家庭，母亲身体有残疾，全家
就靠父亲打零工维持。小雪的父亲重男轻女，得不到家庭温暖的小
雪，初中没上完便辍学到县城一家歌厅打工。

在上班时，小雪结识了以贩毒为生的陈某。在陈某的怂恿和蛊
惑下，小雪开始吸毒。涉世不深的小雪从吸毒到贩毒，一步步走向
了犯罪的深渊。今年1月份，不满17岁的小雪因犯贩卖毒品罪，被
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两年。

判决后，潢川县检察院并没有案结事了，而是加强对小雪的监
督。当得知小雪在缓刑考验期间，又和以前的朋友频繁联系时，检
察官们的心再次悬了起来。为了让小雪和以前的不良朋友圈断绝
关系，他们组织了帮教团队，并及时联系到小雪的父母，为小雪建立
了帮教档案，对她进行全程跟踪帮教。

如何让小雪拥有一技之长，顺利回归社会？检察官们借助社会
力量，在一家美容美发店给小雪找了一份学徒工作。在帮教人员的
监督下，小雪更换了电话，断绝了和以前朋友圈的联系，开始认真学
习美发手艺，并主动按时给帮教人员汇报思想。就这样，小雪开始
走上了新的人生。

在潢川县检察院，不少像小雪这样的涉罪未成年人都得到了
检察官的关爱。近年来，潢川县检察院在办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
过程中，注重加强对涉罪未成年人保护、教育、挽救工作，出台了
《涉罪未成年人社会观护工作实施细则》《对附条件不起诉的未成
年犯罪嫌疑人监督考察办法》，积极探索并推行“捕、诉、监、防一体
化”办案机制，全方位构筑未成年人司法保护法治屏障，逐步形成
队伍专业化、执法规范化、维权全面化、帮教社会化“四化一体”的
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法治屏障。近年来，在该院帮教下，先后有 20
多名涉案未成年人健康地回归社会，该院审查批捕未成年人犯罪
案件数量下降30%，审查起诉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数量下降27%。

“我院在加强涉罪未成年人检察工作中，注重对涉罪未成年人
的‘特殊保护’，给那些不慎走上人生歧路的涉罪未成年人多一些教
育，多一点关爱，让他们更快、更好地回归社会，健康成长。”该院检
察长陈晓东说。⑤10

“特殊保护”
点亮迷途少年回归路

□本报记者 周青莎 本报通讯员 黄宪伟 郑石成

“这回真‘火了’，丢人的事儿让大家都知道了，俺这就拿钱，赶紧
给撤下来吧！”8月20日，被执行人陈某顶不住自己被曝光在网络上
的压力，专程来到安阳县人民法院执行局履行了执行款。

2016年 6月 27日，董某与陈某劳务合同纠纷一案，经法院主持
调解，双方达成了由被告陈某分两次给付董某5000元工资款的调解
协议。到期后，陈某未如约履行，董某在多次讨要无果的情况下，向
法院提出了强制执行申请。

执行立案后，干警多次与陈某沟通交流，明理释法，劝其尽快履
行判决。今年6月16日，双方再次达成一份调解协议：陈某于7月底
前将商定的欠款付清。然而，当约定的时间到期后，陈某不但没有如
约履行，反而家门常锁、电话不接。法院将其列入了全国失信被执行
人“黑名单”，同时通过网络以其所在位置为圆心，有针对性地把其赖
账信息在“熟人圈”进行曝光。

8月19日晚，一条题目为“这个‘老赖’5000元都不还，送你上曝
光台”的新闻出现在手机屏幕的推送栏，姓名、照片、案由，写得清清
楚楚。陈某在短时间内成了当地知名的“网红”，还被好多熟人打电
话询问此事。“这点钱都不还，这人可真赖啊！”“判他刑，看他还赖不
赖？”看到跟帖和评论、听了亲朋好友的劝解，最终，陈某再也坐不住
了，于次日履行了全部案款。⑤4

□本报记者 周青莎 本报通讯员 鲁维佳 曹雅萍

“离婚以后，我觉得活着都没劲儿了。没想到法官不但像兄弟一
样帮我想办法，还请我吃饭，帮我找回了生活的信心！”

说这话的，不是法官的亲友，而是“老赖”张某。8月 18日，在
郑州市惠济区人民法院，被执行干警带回了解情况的张某非但没
有产生怨气，还当场付清了执行款，并且对法官感激不已。这是怎
么回事呢？

张某与赵某因生活习惯差异等原因，婚姻数次亮起红灯。2016
年5月，赵某向郑州市惠济区法院起诉请求离婚。最终，法院判决孩
子归母亲抚养，张某每月支付抚养费1000元。判决生效后，张某因
不履行义务被申请强制执行。

负责此案的法官樊育伟发现张某没有可供执行的财产，人也联
系不上。后经多方查找，得知张某在一家工厂打工。

8月 17日一大早，樊育伟就带着案件材料前去寻找。见到法
官，张某情绪很激动：“媳妇没了，孩子也被带走了，你们把我拘留了
吧！钱我一分也不会给！”

“离婚对他刺激很大，法官你们多注意一下。”工厂负责人小声提
醒道。

“你别激动，坐下来慢慢说。今天来主要是了解一下情况，你有
什么想法可以跟我们沟通。拘留也要有法律和事实依据，不是说随
便想拘留谁就拘留谁的……”樊育伟耐心地劝说着。

张某情绪依然很不稳定，樊育伟决定先带他回法院。 第二个案
件办完已过了午饭时间。“先吃饭，等会儿还要再跑个案子。”“我没带
钱，请……请不成客。”张某紧张得语无伦次。

“兄弟，不是让你请客。你跟着我们跑半天，我请你。”在路边的
小餐馆里，一边吃饭，樊育伟一边同张某拉家常。

热腾腾的饺子下了肚，张某慢慢道出了自己当“老赖”的缘由：
“孩子她带走了，还分了我家不少拆迁款，我才不会再给她钱呢。”

“兄弟，话是这样说，可理不是这个理。幼儿判给母亲是有法律
依据的，你我同为男人，抚养子女是咱们的责任啊。”樊育伟耐心地向
张某释法析理。

一顿饭吃完，张某的“心结”打开了，到法院后，他立即跟亲友打
电话筹钱。临别，张某拉着法官的手久久不愿松开，于是出现了开头
的一幕。⑤4

一盘饺子的温度

“老赖”成了“网红”以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