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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9月，安岳县警方查获以刘某为首的制毒贩
毒团伙，并在其驾驶的轿车上查获两袋净重分别为
774.8克、909.7克的冰毒。2017年3月，刘某因犯制造毒品
罪，被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处死刑。刘某在上诉

后，2018年7月3日，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驳
回其上诉，维持原判。

6月25日13时许，刘某的女儿、父母、姐
姐赶到安岳县看守所。一天前，他们接到法
院通知，前来见刘某最后一面。

另一边，刘某被武警带到审讯室。13时44
分，法官向他送达、宣读了最高人民法院的刑
事裁定书，并告知当天他将被执行死刑命令。

13时50分许，刘某被带进会客室。隔着
透明玻璃墙，他默默看着亲人们。见到他，父
母、女儿和姐姐控制不住情绪，哭泣着。“儿
啦，我生你，就想你好好的，孝敬我们，为我
们养老送终啊……”拿起话筒，他强忍着泪
水，听着父母的“责备”。

“姐姐，我走了后，只有靠你照顾爸妈了，还有我女
儿。我今生不能报答你，只有等来生了……很多事发生
后，我才知道已没有后悔的机会了。”将女儿托付给姐姐
后，面对拿起话筒叫着“爸爸”的女儿，他再也忍不住，眼
泪止不住地往下流。

“我不是一个好儿子、一个好丈夫，更不是一个好父
亲，我对不起家人……爸妈，你们要照顾好身体。”10多分
钟的见面很快结束，在即将结束时，他说完这句话，便对
着玻璃外父母深深地鞠躬。

随后，他被押上警车，押赴资阳执行死刑。
唐艳 汪雪 黄英 康献元 红星新闻记者 姚永忠

6月26日是国际禁毒日，
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召开“坚
决打赢禁毒人民战争 四川法
院在行动”国际禁毒日新闻发
布会，通报全省法院毒品犯罪
案件审判工作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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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事发生后
我才知道已没后悔的机会了

30岁，本该是而立之年。
25日，生命却走到终点。
我不是好儿子、好丈夫，
更不是一个好父亲，
我对不起家人……
万千悔恨最终只能
化作一句遗言……

对不起对不起

今年6月26日，第32个国际禁毒
日，被誉为“禁毒奇人”的孟进生，来到
四川省资阳强制隔离戒毒所，面对千名
戒毒人员。十几年来参加各类禁毒宣
讲，他总是以这样的方式做开场白。

多年前，孟进生识人不善，坠入毒
瘾深渊。为了筹集毒资，他将一名8岁
的小孩绑架，入狱10年。期间，父母兄
长相继离世，妻离子散。出狱后，他把
整个下半生投入到禁毒工作中，踏上
救赎之路。

民警进村抓毒犯遭大批村民围堵、宗族大佬把持村务带头制毒……热播
国产剧《破冰行动》因惊险的故事情节引发人们对禁毒工作的关注。

这一故事取材自2013年年底的广东“12·29”大规模剿毒行动，剧中“毒
窝”塔寨村的原型之一是一夜之间缴获近3吨冰毒的陆丰市甲西镇博社村。

5年多来，记者多次现场采访，目睹博社村的变迁。国际禁毒日前夕，记
者再次来到博社村探访。

《破冰行动》原型村
如何摘掉了“毒帽子”

热播国产剧《破冰行动》，
取 材 自 2013 年 年 底 的 广 东

“12·29”大规模剿毒行动，剧
中“毒窝”塔寨村的原型之一
是一夜之间缴获近3吨冰毒的
陆丰市甲西镇博社村。

染上毒瘾
无意中搭救两个人，不料他们是毒贩

5大特点

从审判情况看，毒品犯
罪案件呈现出毒品犯罪突
出、涉毒数量大资金多、累犯
和毒品再犯率高、末端犯罪
突出、涉毒类型多样等五个
方面的特点，毒品犯罪形势
仍然严峻复杂。

毒案数据

位居第3

在2018年，毒品案件数占
全 省 刑 事 案 件 总 数 的
15.39％，位居第三，其中单案
最大毒品数量高达141公斤，
毒资达数百万元。在四川省基
层法院一审受理的毒品案件
中，零包贩卖和容留他人吸毒
等“末端”毒品犯罪占大多数。
毒品犯罪尤其重大毒品犯罪
中累犯和毒品再犯率，也高于
其他普通刑事犯罪。

占比10％

自2018年“6·26”以来，
全省受理毒品刑事案件8039
件，审结7025件。其中，走私、
运输、贩卖、制造毒品罪5162
件，占全部刑事案件的10％，
占毒品案件的65％。

重刑率26.71％

毒品犯罪案件适用五年
以上有期徒刑直至死刑的重
刑率为26.71％，高于同期全
部刑事案件重刑率18.29个
百分点。毒品犯罪非监禁刑
使用率仅为0.1%，远低于其
他普通刑事犯罪。

破冰记
毒村

为突破壁垒森严的塔寨，剧中警方通
过线人、卧底、暗访等方式摸查毒情。突破
博社村防线的斗争，比电视剧演绎的还要
艰险得多。

博社村内建筑格局凌乱、间隔狭窄，
多为“握手楼”，各家各户连门牌号都没
有。“村内耳目重重，陌生人和外地车进村
都会被摩托仔跟踪，一旦被发现将前功尽
弃。”当地一位民警说。

2013年，广东禁毒部门秘密抽调极少
数精干警力，乔装打扮成“拾荒工”“打工
仔”等角色，在凌晨四五点潜入村中查访
制毒目标，拍摄现场情况后进行截图、定
位，确定制毒窝点和犯罪嫌疑人住址，成
功找到了博社村的“缝隙”。

陆丰市公安局禁毒大队副大队长林
卫东，是当年潜入毒窟化装侦查的十大勇
士之一。他向记者提及侦查时遭遇制贩毒
分子堵截和追赶的危急场景：“当时有人
扬言‘不管是不是公安，就当成公安或者
贼打死’，可我们没有退缩，第一时间发现
了制毒窝点和贩毒分子。”

2013年12月29日凌晨，广东省公安厅
协调出动4000名警力，对博社村内外69个
重点目标集中收网，抓获182名涉毒分子，
捣毁77个制毒工场和1个炸药制造窝点，

缴获2925公斤冰毒、23吨制毒原料、9支枪
支和62发子弹。

与电视剧结局发生多场枪战截然不同
的是，这场行动尽管惊险，但并没有遇到太
多反抗。在现场参与指挥的一名民警说：“一
个毒犯床边有手雷，枪放在枕头边，但我们
行动迅速，从破门到抓人，他根本没有反应
的时间，整个行动没有流一滴血。”

《破冰行动》以林耀东等人被捕、判刑
为剧终，但现实中的“毒战”并未就此结
束，而是铲除“毒瘤”的开始。

随后两年，汕尾市通过启动问责和案
件倒查，查处了106名党政干部及公安干
警，其中不少人曾是毒犯的“保护伞”。

近3年来，陆丰又有多名党政和基层
干部因禁毒工作不力被查处，其中3名镇
委书记、1名公安局副局长和1名派出所所
长因禁毒工作落实不力先后被免职。

如今在博社村，记者看到，昔日曾堆
满制毒垃圾、污水横流的道路两旁，已是一
片片长得郁郁葱葱、挂满果实的荔枝林；海
边滩涂上那些曾经加工制造冰毒的窝棚，
已被改造成连片的鱼塘、虾塘……

除了随处可见的禁毒标语和悬赏通
告，来访者很难将这里与著名的“制毒村”
产生联想。 据新华社

2008年，孟进生接到一通四川打来的电
话，电话那头是一名成都的女医生。“她染上毒
瘾，想自杀，我在电话里和她交流，但后来她的
电话就打不通了。”孟进生从内蒙古赶到成都，
配合警方找到了女医生的家，“她穿得整整齐
齐，家里打扫得干干净净，但已经很多天没吃
饭，奄奄一息。”孟进生和警方救了女医生一
命，随后，孟进生帮助女医生进行为期7天的戒
毒，电视台跟踪报道。

接下来的几年，孟进生在北京和福建相继
开办过两个“家园”，帮助吸毒人员戒毒。到现

在，孟进生帮助过的人数已经无法统计，复吸的
人不在少数，但也有上百人做到不复吸。今年6
月26日在资阳的宣讲活动上，台下就有他曾经
的学生。孟进生告诉千名戒毒人员，他现在是一
名四川女婿，成都是他的第二个家，他希望大家
离开戒毒所后，遇到困难要和他联系，他会义不
容辞地给予帮助，“离开戒毒所的第一年，一定
要坚持下去，不要忙着挣钱，多去修复家庭，培
养自己爱和责任的能力，否则复吸一口前功尽
弃。”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王拓

摄影记者 刘海韵

忏悔录
毒师

为筹毒资绑架8岁小孩
出狱后他走上救赎之路

我用禁毒的瘾
替代吸毒的瘾

““我叫孟进生我叫孟进生，，是一是一
名有吸毒史名有吸毒史、、有犯罪史的有犯罪史的
禁毒人员禁毒人员。。短短几年短短几年，，我我
的父母的父母、、兄长相继离去兄长相继离去，，
我是罪魁祸首我是罪魁祸首，，我的家庭我的家庭
已经无法修复已经无法修复，，但是我希但是我希
望修复其他千千万万的望修复其他千千万万的
家庭家庭。”。”

国 际 禁 毒 日

1991年，孟进生29岁，是内蒙古集宁市的
一名邮政员工。那年夏天的一个夜晚，孟进生
在火车站看到两个人被追打，遂带他们躲了起
来，事后又安排他们到宾馆住下。孟进生和他
们相谈甚欢，提起自己有一个幸福的家庭，但
生活也有遗憾。“没事，我们帮你解决。”其中一
人拿出一个小纸包：“吸了这些粉绝对有效。”

孟进生不知道，这些白色的粉末其实是海
洛因。吸下后，不正常的快感开始纠缠他的一
生。“那些年毒品刚开始出现，我错误地认为，

吸毒的人都很了不起，是一件了不起的事。”当
孟进生反应过来自己在吸毒，被他救下的两人
实则是毒贩，为时已晚。“我当时每月工资90
块，一天吸毒要花100多块。”半年时间，他将家
里两万元吸光，还骗了大哥两万元，继而走上
以贩养吸的犯罪之路。

1993年7月9日，孟进生清楚地记得这个日
子，他将自己形容为“丧心病狂”。那天，他和另
一名毒贩，合谋将一名8岁小孩绑架，向其父母
勒索两万元，结果被警察抓了。

孟进生最终被判有期徒刑14年。入狱的那
天，大哥一直把他送到监狱门口，两兄弟抱头
痛哭。

大哥已经为孟进生花光了所有的钱，甚
至回家的路费都忘了留。监狱距离家有100多
公里，大哥通宵爬火车、爬煤车回去，到家的
时候天都亮了。“他赶着去上班，人已经筋疲
力尽，在单位门口抽了一根烟，躺在围墙边睡
着了。”回忆起这段，57岁的孟进生眼泪打转，

“不巧有辆货车刚好路过，刮倒那面围墙，我
大哥被砸死了。”

父母再也无法承受，双双重病入院。孟进

生获准去病房探亲。病房里，父母身上插着各种
导管，母亲叫孟进生到床前，问道：“你瘦没有？
吃好没有？”孟进生感到无地自容，低头不敢看。
此时，父亲的眼泪哗哗流了出来，拿开氧气面
罩，他用尽全力告诉孟进生：“儿子，你的今天也
有我的责任。”

孟进生离开医院两个小时后，父亲便断气
了。当孟进生还未从父亲离去的悲痛中缓过
来，妻子来探监又告诉他，母亲也病逝了。短短
的时间里，三位亲人相继离开了孟进生。

入狱第八年，孟进生的妻子向他提出离
婚，他没有反对。家，彻底没了。

家破人亡
大哥、父母相继离世，妻子向他提出离婚

监狱里，孟进生因表现良好，获减刑4次。
2003年，他离开监狱。他花了一年时间来适应
社会，数次路过家人的坟头却不敢靠近，告诫
自己不能再沾染毒品。但在一次“圈内”的朋友
聚会上，有人拿出毒品。那一瞬间，毒瘾几乎再
一次将孟进生击碎，他冲进卫生间，用冷水淋
湿全身，随后满身湿透走出来，告诉所有人：

“如果你们还当我是朋友，不要在我面前拿出
毒品，否则我也会举报你们。”

2005年，孟进生踏上救赎之路，他带上
3000块钱和一辆自行车，骑行中国。离开内蒙
古之前，他终于去家人的墓前上了坟，去见了
13年未见的女儿，本以为女儿会对他冷淡，出
乎意料，女儿和他抱头大哭一场，并且支持了

他的想法。
漫漫旅途，孟进生历经艰辛和感动。有道

貌岸然的人偷他的钱，也有生活拮据的老夫妻
给他钱。在原始森林里迷路好几天走不出来，
也有疲惫生病后好心人带他看医生。路过每一
个村庄、每一个县城，孟进生都会停下脚步，拉
起小横幅为居民们进行禁毒宣讲，到当地戒毒
所和学校做宣讲，用自己经历现身说法，“我用
禁毒的瘾，替代吸毒的瘾。”花了三年时间，孟
进生走遍全国。他的事迹感动了很多人，《鲁豫
有约》请他做了访谈，也一度登上央视的节目。
央视节目组把他女儿请来，事先没有告诉他，
他在后台听见，女儿说恨曾经的他，但是不恨
现在的他，眼泪一下子涌出来。

救赎之路
三年走遍全国，拉起小横幅进行禁毒宣讲

四川女婿
帮助上百人不复吸，成都是他的第二个家

孟进生

2013年12月29日，广东边防机动部队正在抓捕嫌疑人 图据东方I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