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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呜……”,随着一声汽笛声响，K1615 次列车从银川火
车站缓缓驶出。待火车运行速度稳定后，23岁的乘务员关胜
男向所在车厢的旅客问好并做简单介绍。靓丽的容貌，亲切
的态度令乘客们倍感温馨。介绍完毕后，关胜男开始巡视车
厢，检查旅客行李是否放好，小朋友是否坐稳，过道是否有障
碍物，排除危险因素。银川至成都1800多公里，列车运行时
间需要20多个小时，途经14个车站，巡视只是乘务工作的开
始，后面还要保洁、检票、接送客等繁杂工作，工作强度不小。
尽管工作烦琐，关胜男始终面带微笑，勤勉服务。

这样的工作关胜男已经干了两年多，并且在短短两年间
成为兰州铁路局集团公司的“金牌乘务”。“乘务员必须做到

‘三要四心五主动’，及时关注并尽最大努力满足旅客的合理
需求，细心服务好每一名旅客，严格执行作业标准，为旅客提
供温馨的乘车环境，做好旅客突发疾病等应急处置，确保旅客
安全乘车等。”关胜男告诉记者。

看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服务行业尤其如此。2016 年底，
大学毕业不久的关胜男应聘成为兰州铁路局集团公司银川客
运段一名乘务员，学习旅游管理专业的她很喜欢这份工作。
刚开始，她每天睡4个小时只为学好业务知识，但很快发现不
行。“第一次上车，列车长给了我一把钥匙，指派一名和我年纪
差不多的师傅带我，当时我只有死记下来的理论，现场操作什
么都不会。”关胜男说。于是她拜师马向平。马向平业务基础
扎实，现场处置方式灵活，通过一段时间的共同值乘，她逐步
把关胜男带出了徒。

成为关胜男老师的还有旅客。2017 年春运是关胜男经
历的第一个春运。列车从成都出发，关胜男值乘的车厢迎来
一位酩酊大醉的旅客，她悉心将这名旅客安顿妥当。谁料过
了没多久，由于列车晃动，再加上车厢人多闷热，使得醉酒旅
客呕吐起来，铺位上、地板上、空气中处处弥漫着刺鼻的气
味。见此状况，关胜男二话没说，马上为旅客更换床单被罩，
清理干净车厢，保证了整洁舒适的环境。

2018 年 7 月，陕西绥德下大雨，关胜男值乘的 K1615 次
列车被迫在距离靖边火车站几百米的地方停留12个小时，许
多旅客眼望着近在咫尺的家而没法下车，长时间的停留使得
旅客们比较焦躁。关胜男临危不乱，耐心细致解答每一名旅
客的问询，贴心为焦虑中的旅客打来开水泡上方便面，关胜男
的贴心服务赢得了全车厢人的称赞。

由于善于钻研，关胜男很快在业务上崭露头角。2019年
4月，关胜男参加了本单位职业技能竞赛，在与众多科班出身
的专业选手角逐中，一举夺得列车员工种第4名的好成绩，被
推荐参加兰州铁路局集团公司客运组职业技能竞赛，成为年
纪最小的参赛选手。之后，在进行了 40天的集训学习后，关
胜男顺利参加了兰州局集团公司总决赛，凭着两年多来学到
的过硬业务理论知识和实做技能，关胜男获得了第4名。

“青春只有一次，我愿意为梦想一直奔跑！”关胜男说。

7 月 10 日午后，青海海东市民
和回族土族自治县古缮镇敬老院
里，坐在树下的李晶与刘桂兰正用
手机淘宝软件挑选床单被套，“床铺
的颜色太深，感觉有些沉闷，您看咱
们要不要挑点颜色鲜艳的床单被
套？”李晶征求着刘桂兰老人的意
见。两人看上去像一对母女在拉家
常，平和而温馨。

1987年出生的李晶，是民和县
孝康养老服务中心主任，古缮镇敬
老院是孝康养老服务中心的8个分
院之一。李晶作为负责人一有时间
就往各分院跑，并实时通过APP软
件监测居家养老服务的136名全职
员工从各乡镇上传的几千位老人健
康状况。

李晶出生在一个小山村，小学
阶段曾受到过“希望工程”的爱心资
助，她从小立志也要做一名爱心使
者。

2012 年来到民和县工作的李
晶，发现这个贫困人口众多的大县，
有很多独居老人生活不能自理，这
些老人们的养老问题牵动着李晶的
心。当年，她通过多方筹措资金开
办了民和县第一家老年公寓。公寓
自开办以来，先后收住40余名贫困
孤寡老人，免费收住9名贫困孤残、
无家可归的老人。

2014年，一位流浪老人被送到
老年公寓。老人双下肢残疾，由于
智力障碍、语言障碍，无法正常沟通。从此，只要一有时间，李
晶就过来帮助老人洗漱，给老人喂饭，整理床铺，陪老人晒太
阳，和老人说话。功夫不负有心人，半年后老人终于开口说
话了。

敬老院里，绿化、环境卫生井井有条，房间干净又整洁，老
人们还在菜园里种着各种时令蔬菜。副院长全胜德说：“李晶
很懂老人的心思，对待老人像家人一样，政府补助给每位老人
的钱，李晶让老人们自主决策支配，从每日三餐到生活用品，
都和老人们商量着办，充分尊重大家的意愿，老人们生活得舒
心，精神状态非常好。”

为了给老人们提供更加专业的服务，2015 年，李晶创办
了孝康养老服务中心。先后筹资实施了关于妇女儿童、残障
人士发展、环境保护、乡村教育、养老服务等方面的41个公益
项目和活动，各类受益群体达5.8万余人。

李晶说，“现在国家很重视养老问题，出台了一系列政策，
我才有机会在基层亲力亲为，为老人们的晚年生活过得幸福
而有尊严，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事业虽坎坷但有意义，我
的人生价值也得到了体现”。

李晶先后被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央文明办联合授予四个
100“最美志愿者”；被民政部和全国老龄委授予“全国敬
老助老模范人物”；被共青团中央授予“全国向上向善好青
年”；被共青团青海省委授予“第21届五四青年奖章”等荣
誉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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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浦东机场海关旅检处周琰在海
关缉私工作中，带领他的“智剑”缉私工
作组团队，将“大数据”理念引入旅检风
控式监管，创新采用“高风险旅客筛选
法”，在实现精准打私、保障出入境安全
的同时，为全国空港海关缉毒缉私工作
打开了新局面，展现了新时代海关“鹰
眼”的忠诚与担当。

从“人机犬”到“智剑”

说起海关缉私，人们想到的或许是
海关缉私人员锐利的目光、X 光机的机
检判图，以及缉私犬。这些确实是海关
旅检传统的查缉模式。

但是，随着近年来出入境客流量迅
猛增长，走私形势也日趋复杂，走私方式
不断翻新，走私手法更加隐蔽，各种出人
意料的夹带方式挑战着缉私人员的研判
能力，传统查验模式的局限性不断显现，
查私查毒的难度日益增加。

周琰所在的上海浦东国际机场是全
国最大的国际空港口岸，2018年进出境
旅 客 总 人 数 超 过 3800 万 ，位 居 全 国
第一。

面对新挑战，周琰下定决心，“唯有
不断创新才能全面有效打击空港走私行
为”。

创新之路在哪里？周琰陷入深深的
思索。他一头扎进“数据海”里，总结自
己在旅检一线多年查缉经验，积极尝试
将分析研判从前台延伸到后台，对旅客
信息进行汇总，将数据进行比对整合，努
力将现场查缉经验信息化、智能化。他
希望找到“大数据”应用的突破口。

但要突破很艰难，周琰带着团队参
阅了大量文献资料，却都是“纸上谈兵”，
没有经验可以借鉴。只能靠自己了。周
琰以国内外查获的数千起走私案件为样
本，结合“大数据”理念和“数据挖掘”理
论进行后台分析。

12本工作日记，468个高风险名单，
3340 张重点过机图像……经过无数个
日夜打磨，周琰创新地提出“聚”“类”

“拟”“合”四步“高风险旅客筛选法”，通
过信息化手段进行科学分析，实现多部
门联防联控，以合力提升打击精度和
准度。

“高风险旅客筛选法”是否真能筛选
出各类嫌疑人？2013 年 1 月 9 日，周琰
清楚地记得那一天，他带领“智剑”缉私
工作组首次利用新方法对涉毒高风险人
画像，不知道嫌疑人长相，只知道是首次
入境，他们制定了好几套行动方案。

航班正点抵达，突击队员们与嫌疑
人正面遭遇，眼前这个胖胖的和蔼的南
美籍大妈特别不起眼，怎么看都不该是
系统筛选的嫌疑人。仔细检查后，队员
们有些迟疑了，这位旅客的随身包、鞋及
行李中没有发现任何嫌疑物品，难道是
新方法不精准？

正在这时，嫌疑人的皮夹中落下一

张小纸片，记录着她要联系的下家的信
息。海关女关员贴身检查后发现，嫌疑
人在特制的文胸、内裤内捆绑了近 3 公
斤可卡因，抓了个现行。

织就缉毒缉私防护网

首战告捷，给周琰和他的团队带来
巨大的信心。他和同事们再接再厉，细
细打磨“高风险旅客筛选法”，完善了通
过机动力量与静态监管相配合的立体缉
毒模式。新方法在浦东机场海关旅检一
线大显神威，周琰团队屡立战功。

2015年，浦东机场海关查获全国海
关行邮渠道最大可卡因系列案件，查获
可卡因总重量达 80公斤；2016年，查获
全国海关行邮渠道最大量液体可卡因伪
装红酒案件，查获可卡因20公斤。一系
列案件的查获，有力地打击了走私分子
的嚣张气焰，得到了海关总署、公安部禁
毒局的高度赞扬。

周琰的“智剑”缉私工作组是上海海
关在上级领导的支持下，从浦东机场海
关旅检处挑选出来的一群敏锐、钻研、肯
干的年轻人组建的，采取“1+4+X”组织
架构，30 人左右，平均年龄不超过 30
岁。周琰毫无保留地向队员们传授怎么
灵活运用“高风险旅客筛选法”筛选出嫌
疑人。在一次次实训考核、一次次合作
查缉中，这些年轻人个个练出了一双“火
眼金睛”。

2017 年 2月，“智剑”缉私工作组根
据前期数据分析，锁定某非洲直航航班
上一名东南亚籍女性有重大嫌疑，马上
布控。工作组成员发现这是一个孕妇，
看上去很镇定自若。队员们不被表象所
迷惑，果断将正要通关的嫌疑人拦下。
经过 X 光机检查，嫌疑人携带的满满一
箱鞋里都有异物，拆开却发现只是些写

了编号的纯塑料模具。
嫌疑人火了，说弄坏了她的模具，必

须赔偿。队员们继续对嫌疑人的行李箱
体仔细检查，不仅超重，边框结构还存在
异常。经切割查验，果然发现可疑灰色
粉末状物体，后经鉴定该粉末为可卡因，
涉案可卡因达 10.19公斤。这是全国破
获的首起“注塑一体可卡因案”。

就在一个月前，“智剑”缉私工作组
在一架由埃塞俄比亚入境的航班上成功
查获一名涉嫌藏毒的外籍男性。队员们
正是运用“高风险旅客筛选法”，发现了
该男子异常行径。分析研判后，队员们
将其拖鞋破拆，在拖鞋夹层发现疑似毒
品的粉末状物，经检测呈可卡因阳性反
应，净重609.75克。

周琰在海关总署的指导下，将“高风
险旅客筛选法”向外推广，不断为兄弟海
关提供情报和技术支持，帮助多地口岸
在缉毒重量和种类上实现新的突破，逐
渐在全国织起一张缉毒缉私的严密防
护网。

三个目标走向“世界一流”

2006年，周琰大学毕业后进入海关
工作，被安排做旅检工作。他至今记得
当时科长说的话，旅检很平凡，易懂难
精，如果你是有心人，业务精通后，就会
发现在你面前打开了一扇大门。

周琰暗下决心，要向上海海关缉私
小分队队长郑勇等前辈学习看齐，为平
凡岗位争口气，做上海空港旅检的缉私
高手。这是他确立的第一个目标。

周琰开始锻炼察言观色、判图识
人。所有与旅检有关的人和事，例如航
空公司的宣传册，空姐的制服，旅客拿的
免税店袋子，他都要观察，做到能从细节
处分辨旅客是从哪个航空公司的航班上

下来的，是什么国籍。
一次，一部分航班行李到晚了，旅客

已先行离开。周琰对行李进行X光机例
行检查，发现其中两件行李都是整条香
烟中有一盒装有濒危象牙制品。在航空
公司的配合下，来取行李的嫌疑人带的
走私物品被拦截在国门口。

还有一次，也是在一堆行李中，周琰
发现一个行李箱侧边有阴影，当事人开
箱后，查实行李箱侧边夹层藏有 500 克
海洛因。这次成功让周琰建立起了成为
缉毒高手的自信。

2008年 3月底，浦东机场第二航站
楼正式通航启用。6 月，周琰查获了开
航以来第一起毒品走私案，在发现这条
走私航线后，全国各地又查获多起毒品
走私案件。

接二连三的成功，郑勇看到了周琰
身上具备的缉毒高手需要的天赋：观察
和用心。他把周琰拉进小分队进行磨
砺，教他所有缉毒技巧，让他在判图识
人之外，掌握风险分析、视频监控等高
科技手段，还让他和全国很多空港旅检
的缉毒高手进行交流。此时的周琰确
立了他的第二个目标，做全国空港旅检
的高手。

那时，进出境旅客量开始大增，以传
统的缉私手段察言观色显然已招架不
了。在郑勇的引导下，周琰开始另辟蹊
径，通过信息化、科技化手段，引入大数
据理念，让中国海关也要做到世界一
流。这是他确立的第三个目标。

2016 年 6 月国际禁毒日前夕，周琰
第一次代表中国参加亚太地区打击毒品
走私研讨会，周琰团队的“高风险旅客筛
选法”受到世界同行的关注。“我们的目
标是要在世界上做到一流。勤奋加智
慧，才能利剑出鞘，有效斩断走私链条。”
周琰说。

海关“鹰眼”守国门
——记上海浦东机场海关旅检员周琰和他的“智剑”缉私工作组团队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沈则瑾

七月的新疆，骄阳似火，
正值农作物成熟的季节，也是
蜂蜜的收获季。37岁的胡建华
和往常一样带着他的团队来
到新疆呼图壁县园户村镇马
场湖村的蜜蜂养殖点收蜂蜜。

1996 年，年仅 14 岁的胡
建华随父母从四川遂宁来到
新疆，父母打工，胡建华在这
里上学。中学毕业后，胡建华
考入乌鲁木齐市建筑工程学
院学习工业与民用建筑专业。

大学毕业后，胡建华回到
呼图壁县从事建筑与技术管
理。直到 2009 年，胡建华做
起了“包工头”，承接建筑工
程，收入还不错。但从 2011
年父亲为了让家人吃到可口
的蜂蜜，养了一箱蜜蜂后，胡
建华受到了启发，他想让更多
人吃到原生蜂蜜。

2014年，胡建华放弃自己
从事的建筑业，做起了采蜜
人。2016年，他成立胡氏蜜蜂
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拥有蜂
箱 1800 多个，分布在全县 50
多个点位，合作社的生意越来
越好，也带动了更多的农民靠
养蜂致富。

在新疆开拓“甜蜜事业”
陶维明摄影报道

图① 胡建华正从蜂箱中取

蜜。胡建华的合作社通过销售蜂

蜜、授粉等业务全年可收入约

100 万 元 ，社 员 人 均 收 入 达 10

万元。

图② 胡建华在核对订单信

息。成立合作社后，蜂蜜产量逐

渐增多，为了打开销路，胡建华借

助电商平台使蜂蜜由本地销售逐

渐转向网上销售。

图③ 胡建华和快递员在核

对网络订单。目前，胡建华注册的

西域蜂蜜不仅在当地很受欢迎，还

销往北京、上海、广州、福建等地。

②② ③③

①①

“金牌乘务”关胜男
本报记者 拓兆兵 通讯员 李丽霞

周琰（右）正在开箱检查旅客行李。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