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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道护栏拆了修，修了又拆

近日，泸州市江阳区丹艳路的中
央护栏又被人私下拆除了。成都商报
记者在现场看到，护栏中间的一段有
一个3米左右的缺口，拆下的护栏被
丢弃在路边绿化带里。

泸州市交警一大队民警赵梓凯
告诉记者，至少已经被拆除“十多二
十次了”。而据维护单位介绍，此路段
护栏已经前前后后维护了二三十次。

具体是什么人拆除的？目前警方
已经掌握了嫌疑人的视频资料。赵梓
凯介绍，因为维护单位白天安装上，晚
上又被拆除，管理上很困难，最后交警
报了辖区派出所，由派出所来处理。

记者看到，护栏长300米左右，一
端在十字路口，有斑马线标识；另一端
在街道中段，也划有斑马线。但因为有
了这个缺口，很多行人便直接穿行过
街（左图），甚至有出租车在此调头。

泸州市交警支队一大队教导员
陈良刚介绍，这段护栏是去年7月安
装的，因为横穿街道的行人很多，带
来极大的安全隐患，所以设置了中央
护栏，以保证人流车流有序通行。

居民：买菜要绕行“不习惯”

丹艳路一边是栖龙圣境、天瑞尚
城两个小区，另一边有农贸市场、停车
场、餐厅等设施。其中栖龙圣境小区过
街并不受影响，该小区的大门正好对
着道路中段的斑马线；而天瑞尚城小
区从南门进出并过街的居民，会受到
护栏的影响。天瑞尚城一位居民告诉
记者，从南门出来，过街买菜，走斑马
线确实需要绕行。在街边农贸市场卖
海鲜的李先生说，这里以前没有护栏，
现在突然隔起来，“大家很不习惯”。

天瑞尚城小区一位姓黄的保安
介绍，小区入住有1200多户居民，部

分小区居民确实习惯从南门进出，并
就近过街买菜。除了小区居民外，街
道两边的商户也对此有意见，称确实

“带来了一些不便”。
对此发表意见的一位商户称，既

然附近居民在这条路上过往频繁，交
警在设计护栏的时候，是不是应该首
先考虑居民方不方便？

交警：安装护栏经过综合考虑

泸州市交警支队秩序科民警王
菲告诉记者，交警部门设置之初进行
了综合考虑，也经过了专家论证。因
为被人屡次破坏，交警部门最近又专
门到现场进行了勘查研判，并考虑是
否重新划定斑马线及护栏安装，但通
过调研，发现现有设置是最合理的。

王菲介绍，这段路有一定坡度，道
路不宽，车流量较大，又有一个公交
站，不设置中央护栏，人流、车流就无

法有效通行，将带来安全隐患，影响通
行效率。而按照斑马线设置的基本原
则，主干道斑马线间距原则上不低于
300米。这段路一端是十字路口，必须
设置斑马线；道路中段斑马线的设置，
也考虑到两边行人的通行需求。

“城市交通是一个体系，只有每
个人遵守秩序，做到文明通行，才能
保障这个体系有序运行。”陈良刚告
诉成都商报记者，针对丹艳路的护
栏问题，交警部门一方面将加强管
理，另一方面将做好宣传和沟通，让
周边居民认识到破坏或者翻越护栏
的危害。

泸州市交警支队法制科介绍，根
据四川省《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
安全法》实施办法，故意损毁或移动
交通设施，造成危害后果，尚不构成
犯罪的，可处以1000元罚款，并处15
日以下拘留。

成都商报记者 杨灵 摄影报道

贩毒儿子视频喊话贩毒儿子视频喊话//
妈妈啊，你再看我一眼吧
尿毒症妈妈无应答尿毒症妈妈无应答//
生命垂危，眼角淌出泪花

看守所的
最后一面

“妈，妈！”仁寿县看守所内，33岁的毛衫对着手机屏幕泣不成
声，不停地哭喊着。视频中，生命垂危的母亲虽然没能回应，眼角却
淌出泪水。

母亲病重生命垂危，父亲申请让因故意伤害罪被判刑、因贩毒
被指控的儿子见母亲最后一面，仁寿县法院多方核实，决定通过视
频会见。

时隔一年多，毛衫终于再次见到母亲，但手机上，母亲躺在病床
上，就像是睡着了一样。对于毛衫的呼喊，她再也无法应声。

视频会见次日，毛衫母亲去世，毛衫如实交代了自己贩毒的相
关细节。毛衫的交代，让案件顺利查明。7月4日，仁寿县法院介绍，
毛衫因贩卖毒品罪一审被判9年有期徒刑，罚金1万元。毛衫并未上
诉，但其同案犯上诉已受理。

■■会见前会见前 33岁的毛衫因故
意伤害罪已被判刑，发现其还涉
嫌贩毒后，警方讯问，其“零口
供”。检方等对其提出指控，毛衫
仍闭口不谈贩毒的相关情况。

■■会见中会见中 毛衫母亲躺在病床
上，没有反应，但眼角流出泪水。
10余分钟的时间里，毛衫泣不成
声，隔着手机屏幕喊了20多声
“妈”。毛衫向父亲承诺会认真改
造，好好做人。

■■会见后会见后 次日凌晨，毛衫母亲
去世。毛衫心理防线彻底崩溃，如
实交代了自己贩毒的相关情况。

特殊特殊
申请申请

请让我儿见他妈妈最后一面
尿毒症引发并发症，全身多个器

官衰竭，毫无知觉，毛斌55岁的妻子
生命可能即将走到尽头，家人都来见
过最后一面了，唯独缺少因故意伤害
罪已被判刑的儿子毛衫。

“会不会因为没见到儿子，不放
心走？”毛斌盘算着，还是努力一下，
争取让毛衫见母亲最后一面。

在多方求助未果后，5月21日
上午，毛斌把电话打到了仁寿县人民

法院刑事审判庭。
到仁寿县法院刑事审判庭工作

十余年，副庭长彭冬梅还是第一次遇
见这样的情形。她清晰地记得，当时，
毛斌拿着一张A4纸找到自己，纸上
除了毛斌夫妻的身份证复印件，还歪
歪扭扭写着两行字：

“申请书：申请人毛斌申请仁寿
县人民医院出具妻子住院病情证明，
因他儿子毛衫在眉州监狱服刑，希望

他回来见他母亲最后一面，请批准。”
收到毛斌提交的申请书后，本着

以人为本和特事特办的原则，彭冬梅
与审判长李剑讨论后立即向分管副
院长作了汇报。在院领导指示下，仁
寿县人民法院征求了检察院意见，并
向医院核实了毛衫母亲的病情。

在综合考虑了毛衫的身份和会
见安保问题后，法院决定让两方通过
视频会见。

视频视频
会面会面

儿子哭着喊了20多声妈妈
考虑到毛斌妻子的情况，彭冬梅

等人加快了各方衔接。很快，视频会
面的时间定了下来：5月22日上午。

5 月 22 日上午 10 时许，仁寿县
法院工作人员兵分两路，彭冬梅与法
警前往医院联系毛衫家属；另一边，
书记员和法警在看守所大厅内通过
手机拨打视频电话。

一开始，毛衫并不知情，但当法
院的工作人员将此行的目的告诉他
后，毛衫情绪变得激动起来。10时28
分许，视频连接成功，手机屏幕上传
来了毛衫母亲躺在病床上的画面，之
前被讯问时一言不发的毛衫盯着屏
幕，连着喊了两声“妈，妈”。

由于信号不好，画面比较卡顿，

不到一分钟的时间，毛衫连着喊了7
声“妈”。眼看母亲躺在病床上毫无反
应，视频会面才 3 分钟，毛衫已经大
声哭起来，他坐在条椅上，不断地用
哭腔呼喊着“妈”，不时还问，“妈，你
怎么了嘛？”呼唤了 10 多次，但手机
画面上，母亲依旧没睁开双眼。其实，
毛衫的母亲并非毫无反应，彭冬梅介
绍，在毛衫的呼唤声中，毛衫母亲的
身体虽然没有动作，但眼角不断地淌
出泪水。

“她听见毛衫在喊她哩。”毛斌扶
起妻子，把手机屏幕再次对向了妻
子，抹起了泪，“儿，你看看你妈嘛。”

视频见面约 5 分钟，信号中断，
在等待重新连接的时候，法院工作人

员注意到，毛衫不停地抽泣着。
很快，视频再次连接，毛衫又

盯着屏幕，连着喊了两声“妈”后，自
知无法唤醒母亲，他开口对彭冬梅等
人说：麻烦你们告诉我妈，我会好好
改造的，我会好好听话的。

“你在里面用钱要节约点，这些
钱全是你妈的工资给你打过来的，你
在里面好好听话哈！”眼看儿子和妻
子无法交流，毛斌将手机拿来面向自
己，一一给儿子交代。

泣不成声中，毛衫向父亲承诺自
己会认真改造，好好做人。

10时38分许，视频结束，休息室
内长久无言，毛衫将头埋在双手中，
哭声淹没了一切。

毛衫家住仁寿
视高镇，这里距离成
都中心城区不过半
小时车程。毛衫初中
毕业后一直没有正
式工作，网吧、深夜
的街头，都成了他逗
留 的 地 点 。但 在
2016 年犯故意伤害
罪之前，毛衫并未因
犯事而进过派出所。

个头不高，比较
壮实，一些人评价毛
衫“一根筋”。例如，
在砍伤张某后，警方
曾传唤过他，但他并
未前往。判决书上显
示，毛衫是被警方抓
获的。这让一些人觉
得毛衫“不精灵”：要
是警方喊他他就去，
主动交代，积极主动
赔偿，说不定能取得
对方的谅解，也不至
于被判刑两年。

因该案将二审，
毛衫是何时开始贩
毒、如何贩毒等暂无
从知道。但有人透
露，毛衫在贩毒团伙
中只算个小角色，因
为吸毒等原因，前妻
和小孩离他而去。

而妻子去世，儿
子入狱，毛斌的两个
电话，一个成了空号，
一个无法接通。在微
信上，毛斌得知成都
商报记者来意后，没
有再作回复。

80后毒贩：
初中毕业
或因毒离婚

防线防线
崩溃崩溃

母亲去世 小伙承认贩了毒
见完毛衫最后一面后，5月23日

凌晨，母亲去世了。得到这一消息后，
彭冬梅托人将此消息转达给了毛衫，
并希望警方再去提审一下毛衫。

彭冬梅的考虑不无道理。2016年，
毛斌的债主张某找上门来讨债，从网
吧回家的毛衫发现债主后，上楼从家
中拿来自制刀具对其乱砍，张某被砍
伤后逃跑。毛衫又用刀和石头将张某
停在楼下的轿车前后挡风玻璃砸烂。

2017 年，仁寿法院以故意伤害

罪，判处毛衫有期徒刑2年。之后，毛
衫被送往监狱，在监狱服刑时，警方
发现他在砍伤张某前还有贩毒行为，
遂将其押解回仁寿县看守所。不过，
警方几次讯问，毛衫都未交代自己的
贩毒细节，即便在其涉嫌贩卖毒品案
一审开庭时，也拒不认罪。

彭冬梅的提醒起了作用。见到了
母亲最后一面，毛衫的心理防线开始
崩溃，再次面对警方，他如实交代了
自己贩毒的相关细节。

彭冬梅说，这次看似简单的视频
会见，传递了亲情，是“法”与“情”的
有效衔接。而毛衫的交代，得以让案
件顺利查明。7月4日，仁寿县法院介
绍，除了故意伤害罪的刑期外，仅因
贩卖毒品罪，一审就判决毛衫9年有
期徒刑，并处罚金 1 万元。毛衫并未
上诉，但其同案犯上诉已受理。（文中
毛衫、毛斌系化名）

莫秀娟 潘碧真 成都商报首席
记者 蒋麟 摄影报道

情与法的

力量

该拆？该拦？
白天修好 晚上被拆
300米街道护栏遭破坏20多次
泸州交警：这是目前最合理的设计，已交由派出所处理

见面次日母亲去世见面次日母亲去世，“，“零口供零口供””小伙终于交代贩毒罪行小伙终于交代贩毒罪行，，被判被判99年有期徒刑年有期徒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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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一段长 300
米的护栏，泸州市江
阳区丹艳路一带有
人跟交警“杠上”了。
从2017年7月安装
至今，这段护栏已被
人破坏20多次。“白
天修上，晚上就被拆
了。”维修单位介绍。
目前这事已交由派
出所处理。

毛衫通过手机视频和母亲见最后一面

痛悔中的毛衫泣不成声

毛斌拿着手机让妻子与儿子视频会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