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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方控制了秦某并搜出毒品

多名吸毒人员指称在罗某那儿“拿的货”，但罗
某正在成都治病，“货”是如何拿的？办案民警一追
问，便有了答案——是从罗某母亲秦某那儿拿的。

今年5月17日，四川蓬溪县蓬南派出所民警在掌
握线索后，迅速赶往辖区内秦某家中，缴获冰毒、麻古
共计27.42克。被警方控制的秦某承认自己参与贩毒。
在儿子治病期间，她按儿子的安排多次“送货”。

1年前，33岁的罗某因贩毒被警方抓获，又因
身患尿毒症取保候审。65岁的秦某为儿子“帮忙”，
最终身陷囹圄。而据警方调查，这个“老实巴交”的
农村妇女，6年前还割下一个肾捐给儿子。

目前，该案警方已侦查完毕，即将移送检方。

六旬母亲为子贩毒
儿子联系 她送货

这母爱，有“毒”。
说起这个案子，蓬南派出所副所长彭忠颇为

感慨。被警方控制以后，秦某交代了“有四次参与贩
毒”，就是为儿子“帮忙”。

过去几年，罗某因犯非法持有毒品罪、容留他
人吸毒罪、贩卖毒品罪，先后两次被判刑，一次1年
4个月，一次10个月，但两次获刑均因其身体原因
被予以监外执行。

秦某参与贩毒，是在儿子罗某取保候审期间。
办案民警告诉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罗某小名

“三斤半”，患尿毒症多年，每周要去医院做两次透
析，并多次去成都住院治疗。

“几个吸毒人员供出了秦某。”彭忠告诉记者，当
时一次性抓了十来名吸毒人员，均说从罗某那拿的

“货”，但警方调查发现，罗某这期间在成都、遂宁治
病，再一追问，吸毒人员便交代了是在秦某那拿的。

警方随后在秦某家中搜出来27.42克毒品，包
括冰毒和麻古。

秦某交代，儿子罗某先行与吸毒人员联系，她负
责“送货”，将儿子已经分袋装好、明码标价的毒品交
给吸毒人员，对方通过现金和网上转账支付毒资。

8月13日，罗某在成都某医院住院治疗，哥哥、
姐姐都在家中等着母亲的消息。

得知母亲被警方控制后，罗某的姐姐从广东专
门赶回老家，其哥哥也在家守了两三个月没有出
门。父亲精神压力过大，需要照顾。

6年前为患尿毒症的儿子捐肾
常常把饭给他端到床前

罗某哥哥告诉记者，罗某患尿毒症已经11年，
一直在积极治疗。为了给罗某换肾，一家人都去医
院配过型，但后来只有母亲配型成功。6年前，家里
凑了20多万元给罗某换了肾。

家人介绍，罗某换肾后恢复得不错，后来经营
过一段时间快餐店，但因为操劳过度，另一个肾又
患病，不得不继续透析治疗。因为风险比较大，罗某
已经无法继续实施换肾手术。

“如果早知道母亲在帮弟弟卖毒，我们绝对会
坚决制止。”其哥哥表示，自己常年在外开货车，对
弟弟和母亲的情况都不太了解，直到听说警方控制
了母亲，才匆忙赶回家中。

哥哥称，罗某生病后，精神压力很大，情绪时好
时坏，母亲对罗某格外照顾，常常把饭给罗某端到
床前。家人之前并不知道弟弟沾染毒品。母亲出事
后，罗某曾哭着跟家人保证，再也不会碰毒品了。

罗某姐姐说，母亲秦某身材瘦小，没有读过多
少书，因给罗某捐过肾，平常在家仅能做一些家务
活。从5月17日羁押在看守所以来，家人还未能探
视过母亲。

罗某姐姐告诉记者，因为是家中的小儿子，罗
某从小就备受宠爱。其姐姐称，自己比罗某大十来
岁，罗某几乎就是自己带大的。为了照顾弟弟，她小
学没毕业就辍学在家，后来去广东打工，还时常把
罗某接到广东去玩。

“疾病毁了弟弟，毒品害了这个家。”其哥哥表
示，罗某虽然从小被宠爱，但性格原本豪爽乐观，年
轻时学过厨师，并且和自己一起开过大车，刚做了
手术便去经营餐厅。但疾病把弟弟毁了，后来又沾
染毒品，现在还把母亲“拖下了水”……

警方：害子害己
案件即将移交检方提起公诉

蓬南派出所副所长彭忠告诉记者，不管罗某是
因为什么原因开始涉毒，都是法律所不允许的。秦
某面对儿子吸毒、贩毒不仅不制止，还为儿子的违
法犯罪提供帮助，害了儿子也害了自己。

被警方抓捕后，秦某一直被羁押在遂宁市看守
所，对其贩卖毒品的违法犯罪行为，秦某供认不讳。
办案民警介绍，案件在经过缜密侦查后，近日将移
交蓬溪县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杨灵 图据警方

孤
守

在8月11日凌晨，从酒
店窗户纵身跃下那一刻之
前，13岁女孩罗某某，很少
离开过通江这个小城，而在
她短暂的13年人生里，父母
与她聚少离多。

据四川省巴中市通江
县警方通报，8月11日凌晨4
时许，该县诺江镇维尔康酒
店发生一起跳楼自杀警情，
死者罗某某（女，13岁，通江
人）与母亲在该酒店4楼某
房间发生争吵后，趁其母亲
不备，从房间内的窗户跳楼
自杀，当场身亡。目前，通江
县警方排除他杀可能，案子
还在进一步侦办中。

据罗某某的母亲张某和
亲属介绍，其父老家在江西，
母亲张某是通江人，罗某某
被生下8个月之后因在江西
水土不服，便被送回到通江
县城生活，由外祖爷、外祖婆
（外公外婆的父母）照顾。由
于父母长年在外打工，罗某
某与父母聚少离多，曾经阳
光的她长大后开始叛逆，并
离家出走不愿回家。

从8个月大回到通江县
城，直到13岁，罗某某一直在
这里生长，少有父母陪伴……

他们眼中的他们眼中的

她

小学五年级之前小学五年级之前，，她她
的成绩还比较优秀的成绩还比较优秀，，人也人也
阳光阳光，，初中后出现叛逆初中后出现叛逆、、
离家出走等现象离家出走等现象。。

舅妈

在学校的时候在学校的时候，，罗某罗某
某不听话某不听话，，化妆化妆，，还不按还不按
时到学校上课时到学校上课。。

老师

经过多次接触经过多次接触，，觉得觉得
她人还可以她人还可以，，是个男孩子是个男孩子
性格性格，，后来就耍熟悉了后来就耍熟悉了。。

好友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张杨 摄影报道

8月12日，身穿黑衣的罗某某父亲与成都
商报-红星新闻记者见了面。他说，因为这些
年一直在上海做快递生意，一家人聚少离多。

据罗某某亲属介绍，罗某某在出生8个
多月时，就被托付给住在通江县城的外祖
爷、外祖婆照顾，因为孩子的外公外婆住在
洪口镇农村，很不方便。

罗某某的母亲张某介绍，女儿小时候到
过丈夫老家江西，“因为她（罗某某）水土不
服，老是生病”，最后将其带回（自己的）通江
老家。

另外，罗某某的舅妈称，之前和罗某某
一起在通江县城生活的还有一个表姐，也就
是自己的女儿，两个孩子都在外祖爷、外祖

婆家长大。罗某某是在通江读的小学，小学
五年级之前，她的成绩还比较优秀，人也阳
光，但之后就感觉有点不对劲，初中后出现
叛逆、离家出走等现象。

两年前，罗某某的表姐转到外地读书，
两人才分开，亲属感觉罗某某的性格也开始
发生变化，“平时很难联系到她，她偶尔给我
们打电话，但她电话号码不停地变，我们很
难联系上她。”

据罗某某现在就读的通江中学班主任付
老师介绍，在学校的时候，罗某某就不听话，
化妆，还不按时到学校上课。后来，付老师通
过电话联系上罗某某的妈妈张某。去年10月
左右，张某才从上海回到通江县城照顾女儿。

从小寄宿在通江祖辈家 小学时成绩还比较优秀幼年

据罗某某的好朋友谢某介绍，今年上半
年，自己转到罗某某所在的班上，进班就听说
罗某某成绩很不好，不久自己就和罗某某发
生不和，“但经过多次接触，觉得她人还可以，
是个男孩子性格，后来我们就耍熟悉了”。

谢某的母亲称，两个女孩曾多次一起出
去上网，每次找不到她们时，只有通过看她
们发的快手视频，观察里面的背景和标志来
猜测她们在哪个网吧，“几乎一找一个准”。

她说，自己曾多次遇到张某在寻找女儿
罗某某，因为自己的女儿和罗某某经常一起
玩耍，张某还多次和她一起寻找女儿。不过，
她的女儿在外面耍的时候，多半和罗某某在
一起。如果自己女儿在家，罗某某一人出去

耍，她就不清楚是什么情况了。
今年5月12日，因在QQ上言语不合，罗

某某一行4人（两男两女）将同学罗某带到学
校附近一个小巷子内扇耳光。

罗某的父亲称，女儿罗某的脸都肿了，
医药费都花了1900多元，当时听女儿说自己
还被威胁不准报警、不准告诉老师和家长。
最后，还是其他同学看不下去，悄悄告诉了
家长。他赶到学校见到孩子后非常气愤，便
报了警。

之后，派出所出面组织他与对方家长协
商未果，自己只好走法律途径起诉。7月18
日，罗某父亲将罗某某、谢某及她们的母亲
起诉到通江县人民法院。

叛逆 曾多次出去上网 因言语不合参与打同学

罗某某打人之后，舅妈曾要求将她带到
成都自己家里玩一段时间，但被其母张某拒
绝。张某最终决定，将女儿罗某某送到自己
父母所在的通江县洪口镇农村“反省”，待今
年9月1日开学，再给她换个学校和环境。

然而，她的方法并未奏效。几天后，5月
30日深夜，女儿被一名神秘男子接走了。随
后，罗某某犹如人间蒸发，电话联系不上，微
信、QQ也很少回，就是不与母亲见面。

一直到7月份，张某也死了心，离开通江

回到了上海，她说：“感觉女儿就在通江城里，
具体在哪里不清楚，她就是不回家”。

7月中下旬，通江民警在网吧将罗某某找
到，因为作为监护人的父母不在通江，她被送
到通江县救助站，但没过多久，一男子开着外
地车牌的白色大众轿车再次将她接走。

8月13日，通江县救助站站长介绍，男子
是以表哥的身份将罗某某接走的，并留下了
电话、姓名和身份证号码，但成都商报-红星
新闻记者拨打该号码，语音提示“已停机”。

罗某某离家后，一直不愿回家。
7月20日，罗父通过短信和女

儿取得联系，被问“你是哪个？”他
在7月22日的信息回复中确定对方
就是女儿“罗某某”，随后几天，双
方都有联系。

7月26日凌晨5点半时，罗某某
回复父亲：“我带（在）外面死活你
们管过没有”“吃不吃的（得）饱你
们管过没有”，父亲回复“你是自
找的，你听过我们话了吗？”之后，
8月5日凌晨3点，她还在给父亲回
短信。信息显示，最后的消息停止
在8月9日她问（父亲）“在不在”。

罗父的微信显示，8月5日罗
某某通过微信和父亲加上好友取
得联系，希望“支援一手”，罗父通
过语音确认是女儿之后发了一个
100元的红包。

8月6日，罗某某再次喊父亲
“微信支援一手”，说出事了，因为
微信卡包没有钱，向妈妈张某要
钱。张某手机微信显示，当天，女儿
罗某某称欠别人钱，向她要了58
元，说“真的急用，这是最后一次”。

8月7日晚上，罗某某再次向
母亲张某发信息，说自己欠别人
钱，母亲表示没有钱，未给。

8月10日晚上，张某通过微信
和女儿聊天时，发现女儿一直没
有回复。随后，她于8月11日凌晨3
点左右，在当地空瓶子酒吧找到
喝酒后的女儿。

后来，由于罗某某不愿回家，
母女俩来到罗某某在距酒吧不到
100米的酒店房间内。据警方称，该
房间是罗某某用一男子的身份信
息开的。

当天凌晨4点左右，罗某某在
与母亲发生争吵后，趁母亲不备，
纵身从房间窗户跳下，生命就此
定格在13岁。

1313岁跳楼身亡女孩岁跳楼身亡女孩：：
自小寄宿在祖辈家，曾经很阳光

她与父母
聚少离多的13年

曾在短信上质问父亲
“我在外面死活你们管过没有”

父亲回复：
你是自找的

从割肾救子到替儿贩毒
六旬母亲踏上不归路

记者
手记

留守，留守，他们“留”下了
希望我们一起把他们“守”住

8月11日，通江13岁女孩罗某某在宾
馆在与母亲争吵后跳楼身亡，她是一名留
守儿童，父母常年在外务工。作为一名记
者，我采访过很多关于留守儿童的新闻，
但这一个是最让我难过的。一直以来，社
会对留守儿童关爱的话题就没有停过，他
们缺乏父母的陪伴与关爱，也缺乏持续良
好的家庭教育，在青春期最容易走偏路的
时候，父母却往往都不在身边。

在采访中，她的母亲哭红了眼睛，向我
讲述女儿的过往。化妆、喝酒、不上学、被神
秘男子接走以及打人惹官司等，让人感到
这个13岁女孩旺盛的生命力，和一种自小
没有束缚与引导的“野蛮生长”。女孩的同
学说，其实她们母女性格不合，女孩和母亲
对着干，母亲说东，她偏要往西。然而，孩

子父母在接受采访时，一直想的是找到这
两个月来和女孩在一起的那些“神秘人”，
却对孩子的教育问题闭口不言。我不知道
他们是刻意地避而不谈，还是他们真的没
有意识到，爱的缺位，也是女孩“坠落”的一
个无法忽视的“助推剂”。

与父母聚少离多，和隔两代的外祖婆外
祖爷一起生活，从孩子的家庭情况、成长经历
与家庭教育不难看出，她是一个被远在上海
的父母“留”在老家的人。通江到上海，在这片
土地的两端，孩子想对着天空和父母说句心
里话，也许都会感到无助。

在女孩与父亲的短信对话中，孩子说
“我带（在）外面死活你们管过没？”，“吃不吃
得饱你们管过没”。对13岁处于叛逆期的女
孩子来说，也许，她的潜意识里还是渴望着

父母的关爱，叛逆有时是一种反抗，也是一
种索取。然而，父亲回复的是：“你自找的，
你听过我们话了吗？”这种拒绝，也许会将孩
子从身边推得更远。

在中国广大的农村有着近700万留守儿
童，因为家庭和经济压力，他们的父母长年
在外务工，除了寄钱回老家养老抚小，爱是
一个难以启口的词，陪伴更是求而不得。指
责他们总是很容易，但更重要的，应该是帮
助这些父母与孩子架起沟通的桥梁，打通他
们的内心渴求。而这需要全社会、政府相关
机构、志愿组织的深度介入，久久为功。

这是一个13岁女孩的悲剧，还原她的故
事，是为了近700万中国留守儿童及其父母，
以鉴过往，以资来者！留守，留守，年幼的他
们“留”下了，希望我们能一起把他们“守”住。

蒸发 被送回农村“反省”神秘男子将她接走


