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嫌疑人乘坐“火三轮”，警方乘坐后面的“火三轮”跟踪

毒贩连换三个地点交易

还是给逮了

成都商报记者

胡挺 袁勇 张漫

摄影记者 王效

实习生 任毅

人物档案

从倪某身上搜出毒品后，凭多年缉毒的经验，杜宇认为，宾馆房间

内，可能还藏有更多的毒品。缉毒民警立即开始搜寻，如同电影里的镜

头一样，民警们打开厕所的天花板，逐一隔板摸索；将床垫掀开，看床板

里有没有夹层藏毒； 仔细敲击墙壁， 有可能毒品就藏在某处空心墙处

……倪某会将毒品藏在哪？一个你绝对想不到的地方———最后，缉毒民

警们在酒店过道的一个小角落里的消防栓里面，找到了毒品，一个白色

的小包装着400多颗麻古颗粒。这个消防栓离倪某的房间约有10米远的

距离，是一个监控盲区。缉毒民警们继续在倪某的房间里搜寻，民警们

撬开天花板发现，更多的毒品藏在这里———天花板里，藏着3000余颗麻

古。至此，倪某身上共搜到了4000颗麻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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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上午，《2014年中国毒品形势报

告》发布，报告显示，截至2014年底，全国

登记吸毒人员295.5万名，实际吸毒人数超

1400万。贩毒群体呈现“三低”特征，即年

龄偏低、文化程度偏低、就业能力偏低。吸

毒群体向企业事业职工、 自由职业者、演

艺界人士甚至公务人员等人群扩散。

中国国家禁毒委员会副主任、公安部

部长助理刘跃进介绍，最近国家禁毒办会

同中央九个部委联合发布了关于加强互

联网上涉毒问题整治的相关文件，过几天

还要发布中国互联网禁毒的公约，动员社

会各界特别是互联网服务的提供商以及

广大公民，共同参与整治和打击互联网上

涉毒的犯罪活动。

有媒体提问如何看待最近的明星吸

毒， 刘跃进表示， 在演艺界和明星的群

体里面， 有些人编造了一些理由， 说我

们搞艺术的， 得吸点毒才有艺术的灵

感， 这应该说都是歪理邪说， 都是为自

己在有钱了、 富起来以后， 再加上理想

信念的缺失， 精神的空虚， 寻找这种刺

激，来寻找借口。

关于毒驾，现在世界各国，特别是发达

国家， 早就已经纳入法制的规范来解决。

在我国这个问题出现得晚一些，也就是这

两三年才引起关注，但是发展很快。

刘跃进表示，国家禁毒办正在会同相

关部门，比如说全国人大、最高法院以及

各方面加强对于立法的调查研究。也就是

说，要想方设法地把毒驾这个行为纳入刑

事处罚的范围。

据新华社、法制晚报

我国政府首发毒品形势报告

实际吸毒人数

超1400万

成都商报记者跟随缉毒民警见证抓捕毒贩全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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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市公安局禁毒支队一大

队副队长杜宇，从警校毕业就投身

缉毒侦查一线， 一干就是15年。他

靠勇气和智慧与毒品犯罪分子作

斗争， 参与侦办各类毒品案件800

余件，共同抓捕犯罪嫌疑人1000余

人、缴获各类毒品5吨多，获得个人

二等功一次、三等功三次，还被评

为“四川省优秀禁毒人民警察”。

让毒贩闻风丧胆的杜宇，外形

文质彬彬，斯文秀气。2000年，他刚

从成都警校毕业，毅然选择了危险

系数很高的禁毒警种。刚工作第一

年，杜宇就发觉，毒品危害之大到

了触目惊心的地步。那些白色的诱

惑，让人疯癫让人狂，迫害的家庭

比比皆是。在一次次与涉毒人员的

斗争中，杜宇更加坚定了自己选择

的道路是多么正确。

2011年底， 杜宇母亲因为紫

癜性肾炎病情恶化。当时，战斗在

一线专案的杜宇， 却不能经常抽

空陪伴母亲。2012年春节刚过，杜

宇的母亲因为多器官衰竭， 进入

重症监护室， 但是杜宇却坚持上

班，紧紧盯着一伙毒贩不放。也就

在将这伙毒贩绳之以法的第二

天，母亲再没有睁开双眼……

杜宇还注意个人素质修养，他

热爱生活， 积极参加各类文体、社

会活动。喜欢三国文化的他，时常

笑着比喻自己是“三分自是多英

俊，又显江南陆逊高”。从小深受

儒家思想影响的他，把“己欲立而

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精髓，融

入到自己的生活工作中，十五年如

一日，履行当初的禁毒誓言———毒

品一日不绝，禁毒一刻不止。

成都市公安局

禁毒支队一大队副

队长杜宇已经两天

没休息了，两天来，

他像一头潜伏在暗

中的猎豹， 目不转

睛地追踪着自己的

猎物———一名从西

双版纳来到成都的

毒贩倪某。6月9日，

这名毒贩即将到接

头地点拿取毒品麻

古， 并与其他毒贩

交易。

在追踪过程

中， 倪某连换了三

个交易地点， 从五

桂桥车站到茶店子

车站， 再到清水河

公园， 最后在青羊

区某宾馆外， 他放

松了警惕。 正当他

与另一名男子交易

麻古时， 杜宇和缉

毒民警们迅速冲上

前去，将两人按倒。

现场从倪某身上搜

出麻古600多颗，之

后又在倪某所住的

宾馆内， 搜出麻古

3400多颗。

6月14日，成都

商报记者跟随杜宇

和他的战友们，见

证了缉毒民警抓捕

毒贩的全过程。

6月14日， 成都商报记者与缉毒支队民警来到五桂

桥车站，根据可靠情报，从云南景洪市赶来成都的毒贩，

身材瘦削、肤色黝黑的男子倪某，将在车站拿取毒品。

天气炎热，在出发之前，缉毒支队民警告诉成都商报

记者，这次行动有些危险。抓捕的上一名毒贩，身上就有

枪，这名毒贩身上也可能携带有武器，抓捕过程如果失控，

不排除毒贩用武器反抗的可能性。上午10时许，记者坐上

缉毒民警的车辆， 一名民警指了指车的后备厢：“里面有4

套防弹衣，如果需要的话，你们可以穿上防弹衣。”

此时，杜宇已经在五桂桥车站守候多时。上午10时

许，倪某出现在车站。他在候车大厅转悠了一会，又在车

辆进站口站了几分钟。此间，杜宇和缉毒民警一直远远

地跟踪着他，保持着随时让他处于视线范围内，而又不

被对方发觉的距离。

10多分钟后，倪某突然上了一辆停在车站外的“野

租儿”，情况紧急，杜宇立即示意同行的一名缉毒民警跟

上前去。正好“野租儿”正在拉人，这名民警也坐上了这

辆车。几分钟后，“野租儿”向茶店子车站开去。

杜宇和另外几名缉毒民警乘坐的车辆，则远远地跟

着这辆野租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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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路上，倪某都没有说话。车到茶店子车站后，倪某

下了车。

在茶店子车站，倪某先是在车站里转悠，随后，他打

了一个电话，由于距离太远，听不清楚他在说些什么。打

完电话后，倪某叫了一辆火三轮，在车站的进站口等着。

10多分钟后，一辆客运大巴车进站，倪某迎上前去，

和司机说了些什么。 司机从车上拿下两包东西给他。杜

宇和缉毒民警们发现， 这两包东西用蛇皮口袋装着，看

起来鼓鼓囊囊的，也不知道里面装的是什么。

按照以往的经验，这两包东西，肯定不是简单的货

物，毒品很有可能就藏在里面。后面发生的事证实了缉

毒民警们的推测，倪某要交易的毒品麻古，果然就藏在

两个蛇皮袋里，和一堆笋子混在一起。

倪某已经拿到货， 但缉毒民警们并没有执行抓捕。

“拿到货之后，他会去交易地点进行交易，如果我们这时

候上去，只能逮住他，而和他交易的毒贩，就抓不到了，

所以我们还是要继续盯着他。”杜宇说。

杜宇和几名缉毒民警， 继续保持着和倪某的距离。

拿到“笋子”后，倪某坐上了火三轮，民警们也上了车，

远远地跟着倪某。

火三轮沿着三环路行驶， 在经过两个立交桥后，倪

某下了车。

他费力地夹着两个蛇皮口袋，从三环路外侧上了天

桥穿过三环路。这里是清水河公园外的道路，一名卖西

瓜的小贩正在路边摆摊。 倪某和这名小贩聊了几句，看

样子像是在询问小贩要不要这两包干竹笋。在看到小贩

摇头后，他又往前面走了一段路。几分钟后，他突然将手

中的蛇皮袋放在路边，然后叫了辆火三轮，离开了现场。

事发突然，为防止毒贩脱离视线，杜宇立即安排部

分缉毒民警留在附近， 观察是否有人来拿蛇皮口袋，他

则带着几名民警继续紧盯倪某。

乘坐火三轮向前面行驶了几公里后，在青羊区家

园路，倪某下了车，他找了一家宾馆，并在前台开了一

间房。杜宇和民警紧跟着进了酒店，并在倪某的房间

同一楼层，也开了一间房，便于跟踪观察。

正在民警们在宾馆过道里观察倪某的行踪时，对

方突然开门，朝过道里走过来。情况危急，如果被对方

识破，整个跟踪行动将前功尽弃。关键时刻，杜宇急中

生智，突然大声对身边的民警说：“那个人说的他们的

租车公司就在这个酒店，找了一圈都没找到，那个皮

包公司，我们拿给他10多万，他揣起钱就跑路了。”

倪某看了他们一眼，关上了门。

进了宾馆后，倪某在中午时下楼吃了饭，之后，他

又上楼了。

下午1点左右，倪某再次出门，他背着一个小包，

出了酒店后，四处看了看，然后向着一条小街走去。他

没有想到，此时，缉毒民警正悄悄地跟在他的身后，如

同即将捕猎的猎豹，随时准备对猎物进行最后一击。

在一个老旧小区的围墙下，一名瘦削的男子向倪

某迎面走来，双方碰头的一刹，埋伏在后面的缉毒民

警一拥而上，将倪某和接头男子许某按在地上，迅速

将两人控制，抓捕行动完美收官。现场从倪某身上搜

出600颗麻古颗粒。

随后，杜宇将倪某带回宾馆房间进行调查。原来，

倪某是负责向成都毒贩送货的，上午，他先到五桂桥

车站，准备在那里“接货”，却被告知“接货”地点换

到了茶店子车站，他赶到茶店子车站，从大巴车司机

手里拿了两袋“笋子”，毒品就藏在笋子中。在三轮车

上，他将毒品取出放在身上，随后在清水河公园外的

道路上将笋子丢弃。乘车到宾馆后，他确认四周环境

“安全”后，联系毒贩进行交易，没想到换了三次地

点，最后还是被缉毒民警给逮了个正着。

毒品竟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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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急 民警观察时毒贩开门……

收网 两毒贩刚交易就被扑倒

正在民警们在宾馆过道里观察嫌疑人的行踪时，

对方突然开门，朝过道里走过来。关键时刻，杜宇急中

生智，突然大声对身边的民警说：“那个人说的他们的

租车公司就在这个酒店，找了一圈都没找到，那个皮

包公司，我们拿给他10多万，他揣起钱就跑路了。”

精彩瞬间

隰 吸毒群体向公务员扩散

隰 互联网禁毒公约将发布

隰 回应“为艺术而吸毒”

禁毒民警杜宇：

毒品一日不绝

禁毒一刻不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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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公司老板

染毒瘾妻离子散

“我的愿望是想再吃一顿老婆做

的红烧鱼”

之前， 妻子喜欢从市场上买

鱼，不管是什么鱼，最终端上饭桌

时都只有一种做法———红烧。昨

日下午， 在绵阳市强制隔离戒毒

所内，36岁的张勇（化名）表情平

静眼神有些放空地说， 这种鱼的

滋味是自己现在最想吃， 却吃不

到的。因为吸毒早已妻离子散。张

勇曾是一家贸易公司的老总，他

说， 自己印象最深的是这些年吃

过的4顿饭，因为每一顿都意味着

人生的转折。

第一餐， 创业艰难吃盒饭。

2000年到2009年是张勇的创业

期，那时，张勇常吃的就是盒饭。

第二餐， 老婆在家里做的小

菜。09年张勇成立了贸易公司，买

了房、车，并认识了自己的妻子组

成家庭。

第三餐，在觥筹交错中度过。

2010年， 酒桌上来回几圈跟新认

识的生意朋友敬过酒后， 有人掏

出了一小包白色的粉末， 怂恿着

他一起“嗨”。张勇没有拒绝。自

此，陷入了“冰毒”的陷阱，难以

自拔。

第四餐，实际上并未吃。张勇

说， 因为吸毒无故爽约越来越多，

生意每况日下。 员工纷纷离职，公

司最终倒闭。他躲在宾馆内吸食毒

品，被警方抓获后，妻子向他提出

了离婚。随后，张勇被送至绵阳市

强制隔离戒毒所进行强制戒毒。

成都商报记者 梁梁

拨打86613333-1

推荐“最美警察”

市公安局、 市精神文明建设

办公室联合主办的首届“成都榜

样·最美警察” 推选活动已经启

动，即日起，市民可拨打商报热线

86613333－1，讲述你所知道的优

秀警察故事，推荐他/她候选“最

美警察”。此外，也可访问新浪四

川、腾讯大成、成都全搜索网、成

都公安公众信息网、 成都文明网

等网站和“平安成都”微博、微信

平台、商报客户端、成都手机报等

推荐和关注“最美警察”。

警钟长鸣

运输毒品的嫌疑犯被警察带走 民警跑步追踪嫌疑人

警方对酒店进行搜查，最后，在一个消防栓里找到了毒品

你绝对想不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